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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宣揚包羅萬有的基督，就是耶和華救主為好信息

以賽亞書四十章是耶和華對以色列所說安慰的話。這

命，永遠活著，並以祂永遠的生命作他們的享受（6
～8）。

話實際上就是福音的話。這位包羅萬有的基督，乃是被
啟示為耶和華救主，就是好信息。

以賽亞四十章九至二十六節有主耶和華的啟示─主耶
穌基督，無可比擬之神的顯現。首先，九節說到報好

『耶和華』意為『那昔是今是以後永是的』，就是除了 信 息 的 耶 路 撒冷 ， 要 極 力揚 聲 說 『看 哪 ， 你 們 的
神以外，其他一切都是虛無；祂是惟一是的那一位，惟 神』，這是主耶和華的啟示，就是神藉著成為肉體，
一具有存在之實際的那一位。而主耶穌就是耶和華，乃 成了一個人，顯現為主耶穌基督，為救主；這短短的
是我是─永遠、自有、永有的神，對我們是一切的那一 宣告就是好信息。
位。祂就是『 耶和華救主』或『耶和華救恩』。
其次，主耶和華就是耶穌基督，祂是掌權者，如同大
因此，包羅萬有的基督作為喜信而來，要被宣揚為耶和 能者臨到，以管治我們；祂也是審判者，要賞賜或懲
華我們的神；為耶和華的榮耀；為主耶和華 ，帶著大能 罰我們。
來掌權；為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在本章對耶路撒冷
的心說安慰的話，實際上就是宣告福音；這話是對心說 再者，基督這位大能者是來作牧人，以照顧祂的羊
群；藉著管治並改正祂的羊，也藉著餧養祂的羊群，
的…
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懷中，並引導那乳養小羊的。
基督作為耶和華救主，是由曠野裏呼喊之人（施浸者約
翰）的聲音所引進，為此我們需要豫備我們的心，藉著 還有，基督是那聖者，永遠的神耶和華，創造地極的
悔改，被主修直，使主進到我們裏面，作我 們的生命並 主，坐在地的大圈之上。祂是無限無量、無法測度、
佔有我們。...緊接著是基督的顯現，就是由約翰所引薦 無可比擬且高超的；沒有任何人事物能與祂相比。我
作耶和華之榮耀的一位。耶和華的榮耀是為著新造之福 們越領悟自己是無有，基督是萬有，就越珍賞基督，
音的中心。基督是神榮耀的光輝，當基督顯現時，耶和 寶貴基督，並尋求被基督充滿、浸透並浸潤。
華的榮耀就顯現給尋求神和信基督的人看見。

申言者在以賽亞四十章的話是宣揚包羅萬有的基督，

對於那些得著基督光照的人來說，基督是神的榮耀，也 就是耶和華救主為好信息，這是傳福音絕佳的榜樣，
說出全人類都需要：無可比擬的神；要來的基督；耶
是他們裏面榮耀的盼望。因此，福音是基督榮耀的福
和華的榮耀，就是為著新造之福音的中心；神活而常
音，照明、照射、照耀在人心裏。...當神照在我們心
存的話，使人得蒙重生，以得著永遠的生命；以及主
裏，帶給我們 一個寶貝，就是那是神的具體化身，作了
耶和華的顯現，就是主耶穌基督的啟示。
我們的生命和一切之榮耀的基督。
(摘自台北市召會週訊)
耶和華是藉著祂的說話得以啟示出來。神的話實際上就
是基督，神的具體化身，作神的福音。這活而常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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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律師的信
有一老者是基督徒。一天他在路上碰見一位少年
人，對他說，『不得了，我遇見了一件不得了的
事。』說著就要流下淚來。老者問他是甚麼事？他
說，『不得了！』 並且哭了。再問他，他就從口袋
拿出一封信來說，『這是一位律師寄給我的。』老
者問他說，『讀了這信沒有？』他說，『沒有，我
不敢讀，恐怕一定出了倒霉的事。律師的通告，總
是沒有好消息的。』老者說，『那麼我替你看一看
好不好？』他說，『好。』老者拆開看了以後，就
問他說，『你真的沒有讀過這封信麼？』他說，
『真的沒有讀過。』老者於是告訴他說，『這封律

朋友們！我告訴你：我們對神，也是同這少年一樣。
我們聽見『神』這一個字，就不樂意，就不舒服，好
像這位神，是不好來往的，對人沒有好意；正如這個
少年人對於律師的信一樣。但是，真相信神之後，都
是說，巴不得早些信就好了。信主耶穌的好處，比得
遺產更好；神所說的，比律師對那少年所說的更好。
神的話告訴我們，信主耶穌，可免沉淪，得永生。我
也敢作這個見證，今天有一件事我要勸你們的，就是
請你們不要怕聽見神，不要以為神對

你們不懷好

意；如果你肯聽，也是聽見了，你就知道神是一位怎
樣愛你的神。
(摘自www.lsmchinese.org)

師的信，通知你說，你有一個親戚死了，遺產中有
一分是給你的。執行的人現今在某處，你可到那地
方去取二萬多的遺產。』

造就系列
學習在一個靈裡，同有一個魂

新約中所啟示的同心合意是一件大事。這就是為

我們都必頇說，『我是屬基督的。 』說『我是屬保羅
的』，或『我是屬亞波羅的』，就像彼得在變化山上

何 保 羅 向羅 馬的 聖 徒指 明，他 們 必頇 顧 到 同心 合 說，他要搭三座帳棚，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
意。 （羅十五5～6。）哥林多召會有許多難處，這 一座為耶穌。然而有聲音從遮蓋他們的雲彩裡出來，
一切難處的真正因素乃是異議。
有些人說他們是屬保羅的，十分
欣賞他。有些人說他們是屬亞波
羅的，也許欣賞他教導聖經的方
式。還有些人欣賞彼得。 （林前
一12。）這就是不同心合意，就
是 異 議。保 羅 給 哥 林 多 人 的 書

說，『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

“要思念相同的事，有
相同的愛，魂裏聯結，
思念同一件事，”

祂。 』他們忽然周圍一看，不

（腓2：2下）

保羅問哥林多人：『基督是分開

再見一人，只見耶穌同他們在那
裡。 （可九 7～8。）我們都需
要說一樣的話。為什麼要題起保
羅、亞波羅和磯法？這就是為何

信，內中題到的難處比其他書信

的 麼？ 』（林 前一 13。）在保

題到的更多。哥林多前書至少題

羅給哥林多召會的第二封書信

到十個難處，這些都來自相同的

裡，他也囑咐他們『要思念相同

源頭，就是不同心合意，有不同的意見，不說一樣 的事』。 （林後十三11。）在保羅給腓立比人的書信
的話。 （一10。）
裡，他照樣囑咐聖徒要思念相同的事。 （腓二2，四
在哥林多書中保羅沒有用同心合意一辭，但他確實 2。）
強調說一樣的話。一個人說他是屬保羅的，另一個

（摘自《器皿的豫備》，第九課同心合意）

人說他是屬亞波羅的，這指明他們不說一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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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和青年在職的交通
姊妹：我想去參加壯年班訓練，但孩子還年幼。該
怎麼辦？
答：一般在壯年班全時間訓練的弟兄姊妹都是在兒女
長大後去的。你需要考慮自己的情形，要在沒有為難
的情形下，參加訓練。主帶領我們時向我們的印證有
一方面是藉著周圍的環境。關於財務支助，我們的原
則是我們不給召會或其他人增加負擔。即使我們現在
不能去，在現在的召會生活中，日常生活中，我們都
在受訓練。我們需要學會等候。即使現在實際的情形
不允許，神會悅納祂放在你裏面的受訓練的渴望。決
定是根據主來的感覺和弟兄們的交通。

的階段，夫妻需要到主面前去，重新確認（re-affirm）
主次關(priority)，那就是，先要尋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假如我們顛倒過來，把家庭取代召會而成了第一位，我
們就會失去許多主的祝福。所以主次關係是：基督和召
會是第一，這乃是根據基督是燔祭，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我們多年的生活都可以見證，活出這樣主次關係的生
活需要我們合適的投資我們的時間。我也帶我的孩子們
去參加他們的課外活動，體操，足球訓練和比賽。根據
這樣的主次關係，同時摸到主耶穌的人性時，主會清楚
的帶領我們。李弟兄很嚴格地告訴同工們，一周中一定
要花一個晚上和家人在一起。我們也需要聽配偶的感覺
和他們的需要。假如我們把神的國放在第一位，我知道

弟兄：怎樣平衡忙碌的召會生活和家庭生活？

父會滿足我們的需要。神會悅納我們這樣的主次關係，

答：我可以交通一些原則但不會告訴你怎麼做。這些

帶領我們。

原則不是彼此競爭的，而是互相平衡的。在每個家庭
(Ron Kangas弟兄在西雅圖和青年在職弟兄姊妹的交通)

外地消息
新堡念書開展記（2010年1～6月）
非常有限，甚至微乎其微。我開始思想，如何使我在
新堡的每一天都有價值，在主面前能算得上數？我領
悟到，「成為一個福音人，比單一行動的福音傳揚來
得重要。」因此，我開始操練，每週去市中心，買菜

新堡念書

購物的途中，刻意地經過公車總站，那邊總有許多發
呆等公車的人，向他們發送雷瑪卡，因在公車站等車
的人，比在熱鬧大街逛街的人，心裏還要平靜柔軟，
也較易接受雷瑪卡。之後，這動作，逐漸成為我每週
的生活習慣，常常我很容易看到，等公車的人拿到雷
瑪卡，一直盯著它看的眼神。但這樣發放雷瑪卡的實
行，卻因十二月十九日的第一場冬雪後，無法繼續，
幾乎大部分的人，因天氣的寒凍都把手插在口袋，而

幾位弟兄姊妹在小排中檢討，抵達新堡已近半年，除

不願意伸出手來。我不禁捫心自問，更向主禱告：
「主阿！你在英國福音的傳揚，也要因著冬天的寒凍

了開學時的烏魚季和類似路跑活動中，發雷瑪卡以及 而停止麼？ 」
帶身邊的同學參加我們的小排外，我們似乎沒做什
麼，時間已經快過半年了，福音從我們身上傳出去的

(摘自http://blog.xuite.net/evayencheng/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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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追求進度
1. 本週“舊約恢復本經文及註解”共同讀經進度：根據讀經進度表第十一週。
2. 本週“以賽亞書”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21~22 篇。
3.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 本週開始追求 “以賽亞書結晶讀經” 晨興聖言 第十三週。

禱告事項
為著4月10日兒童福音展覽大會禱告：
1.
2.
3.
4.
5.

願神祝福這次的大會，將神的救恩傳揚出去，得著更多的小朋友及家庭，蒙拯救進入召會生活。
求神將福音的靈充滿我們，在這些的日子裡，為主作剛強的見証。
願神剛強所有有份展覽的小朋友及小牧人，願神與他們同在。
願神紀念所有大會的預備工作，所有相關的服事與配搭，進行的順利有序。弟兄姐妹在喜樂的靈裡服事。
為著兒童出席人數目標1000人禱告，家長出席人數目標500人禱告。

本地報告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14/03/2011(週一)晚上7:30pm
地點：在各會所指定會廳。
2. 週二禱告聚會──按區/會所集合禱告將由各會所自行交通決定。
3. 學生相調特會
日期：13~15/03/2011(主日至週二)
4. 全召會集中擘餅聚會
日期/時間：20/03/2011(主日)早上10:00am
招待服事：一會所
餅杯服事：三會所
會所巡邏服事：六會所

地點：Sematan Palm Beach Resort
育兒地點：A105會廳
車輛指揮服事：二會所
兒童照管服事/地點：五會所/ A108及A110會廳

外地報告
1. 大專成全訓練通啟
日期/時間： 第一梯次 ： 02/05(週一)晚上7:30pm開始至20/05/2011(週五)中午結束。
第二梯次 ： 21/05(週六)晚上7:30pm開始至08/06/2011(週三)中午結束。
地點：在吉隆坡的召會一會所
報名截止日期﹕18/04/2011
2. 東馬眾召會相調特會通啟
日期/時間：01/06(週三)早上8:30am開始至02/06/2011 (週四)中午12:00pm結束
地點：民都魯民眾會堂
報名截止日期﹕21/03/2011

其它
1. A棟二樓大廳整潔—請五會所聖徒安排時間來作A棟二樓大廳整潔包括男、女廁。
2. 作餅服事—請六會所一區(6－1)服事餅杯的聖徒們今天安排時間來作大約100片小餅及幾片大餅供20/03/2011
(主日)集中擘餅聚會用。
3.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20/03)
週一晚上 (14/03)
週二晚上 (15/03)
3－1

會所/區

4.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三
月

1－1

四會所

5.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會所/區

13日

六會所

五會所

6－4及1－1、8 區

全召會集中

石隆門聖徒

2－4 區

（倫樂聖徒来古晋）

来古晋

3－3 區

20日

4－3、5 區
5－1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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