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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按照神新約的經綸， 在四個階段裏之包羅萬有的基督 （一）

以賽亞書五十三章是非常有意義的一章聖經，本章清

扶持祂、安慰祂的。我們的主一生一世只把神的旨意
當作祂的滿足，因此祂從來不灰心；祂對於世人沒有

楚說到基督的四個階段。頭一個階段，就是基督的成為

一點盼望，並不盼望從人得著甚麼；祂只盼望神，以

肉體；第二，是祂釘十字架的階段；第三，是祂復活的

神為祂惟一的滿足。凡以神為滿足的人，是不會失望

階段；第四，是祂升天的階段。本篇要來看以賽亞書五

的。

十三章一至三節中所啟示，在成為肉體階段裏的基督。

『祂無佳形威儀叫我們觀看祂，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

在神成為肉體的階段裏，祂行動的目的乃是要將神帶進

祂。』耶穌沒有佳形，沒有美貌，沒有威儀，反倒貧

人裏面，藉著祂芬芳的美德，彰顯全備之神豐富的屬性

寒。五十二章十四節說『祂的面貌比別人憔悴，祂的

；使神成為人，好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

形容比世人枯槁。』五十三章三節又說『祂被藐視，

成為神；使神與人調和，好使神與人成為一；完成神對

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我們也不尊重祂。』基督

人的救贖；完成神在人裏面的拯救；將神聖的生命分賜

為要拯救我們，祂的臉面和形容憔悴，這是令人驚訝

到人裏面。

的，與人對基督作神的僕人所豫想的不同。

在本章一節，『耶和華的膀臂』即指成為肉體的救主，

主耶穌過著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之人的生活，一生滿

就是神自己在祂拯救的能力裏。當主耶穌出來傳福音時

了痛苦的境遇。這是基督為著完成救贖所有的資格的

，那就是耶和華膀臂的顯示。然而二節說『祂在耶和華

一部分。基督是這樣的一個人，過著這樣低微、多受

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祂無佳形威儀叫我們

痛苦的人性生活，使祂完全彀資格作救贖主和救主，

觀看祂，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祂。』因此，許多人沒有

拯救我們脫離撒但、罪、死和己。

看見基督就是耶和華在能力裏來拯救他們。但是，當主
耶穌回來的時候，以色列的遺民都要悔改並哀號而得救
，那時他們就要承認以賽亞五十三章的內容。

馬可福音六章一至六節可視為以賽亞書五十三章二至
三節之豫言的應驗。那些拿撒勒人聽見主耶穌在會堂
裏的施教，卻輕蔑的說，『這不是那木匠麼？』作木

三節說：『祂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直譯：多

匠不是偉大的工作，但非常需要細心和忍耐；在這樣

受痛苦的人），常經憂患。』基督是完整的神，由耶和

的工作裏，主耶穌顯為人的樣子，不是崇高的，乃是

華的膀臂所表徵；祂成了完全的人，由多受痛苦的人所

卑微、細緻、忍耐的...。馬可福音六章的這一段記載

表徵。『耶和華的膀臂』相當於林前一章二十四節中『

應該使我們自問：我們到底要甚麼，我們到底重看甚

神的能力』，而『多受痛苦的人』相當於二十三節中『

麼？願我們讀以賽亞書五十三章時，都在我們的靈裏

釘十字架的基督』。耶和華的膀臂就是在能力裏的耶和

領受啟示，在靈裏認識這位神新約經綸裏包羅萬有的

華，而多受痛苦的人乃是耶穌，二者加在一起，就等於

基督。除祂以外，別無所要。

成為肉體。

(摘自台北市召會通訊）

主耶穌作為完全的人，過著低微、多受痛苦的人性生活
。祂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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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就在今天

一九七○年代，當越戰如火如荼的打到最高潮時，一

罷。』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魂；

位戰地記者深入前線，訪問勇敢作戰的士兵：『現在你

明天的事，因為他連 『明天』的權利都沒有了！（路

們心中最大的願望是甚麼？』其中一位搶先回答：『明

加福音第十二章。）

你所豫備的，要歸誰？』富如這位財主者，也不能盤算

天！』不錯，在漫天烽火、槍林彈雨中，這些存亡一線、
命在旦夕的戰士，所以浴血奮、冒險犯難，全是為了明

聖經雅各書中一段經節，清楚說明這個現象：『實明天

天！對他們而言，明天所代表的，就是希望。

的事你們並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甚 麼？你們原是一
團霧氣，出現少時，隨後就不見了。』（四章十四節。）

西元前五三九年，波斯大軍攻打巴比倫城。由於這城壁

是的，人是多麼渺小，人是多麼有限，人的一生是多麼

高牆厚，城幅遼闊，共有百扇銅門，又有寬大的護城河， 的短暫，明天的事我們能知道麼？但 是，這不代表明
巴比倫王伯沙撒認為應可固守無憂，等待援軍抵達解 日是沒有盼望的，神已藉著的使徒告訴我們，要趁著有
圍。是夜他擺設大筵，與一千大臣盡情歡樂，忽然有人

今日的時候，就聽祂的聲音，接受祂的福音而信入祂；

的指頭出現，在牆上寫著：神已數算巴比倫國的年日

惟有祂能給人明天的保證！

到此完畢；王被秤在天平裏顯出虧欠，他的國要歸於
波斯 人。果然在一連串的『巧合』下，波斯大軍當夜

這保證是甚麼呢？就是永遠的生命。甚麼是永遠的生

攻入城中，殺死國王而據有其國。可見即使貴為國王， 命？就是神那神聖、非受造的生命。這生命是永遠的，
也不能隨己所欲，愛活多久便活多久，連一夜也不能！ 在時間和性質上都是不改變、不朽壞的。只要我們信入
（但以理書第五章。）

基 督，這永遠的生命要進入並住在我們裏面，作我們
的生命、力量、安慰、盼望與喜樂，使我們無論面臨任

有一個財主的田地出產豐盛，於是想要另蓋更大的倉

何境遇，都能安然度過。這生命使我們泰然活在今天！

房，好收藏一切的出產和財物，然後心想：『魂哪，你
有許多財物積存，可供多年享用，你休息罷，喫喝快樂

（摘自 http://lsmchinese.org)

造就系列
主日

在這個聚會的生活，或者說身體的生活裡面，有一
個很重要的日子，就是主日。...按照舊約，六天工作，
第七天休息。第七天就是今天的禮拜六。在舊約裡面，
猶太人是紀念禮拜六，那天就叫做安息日。...但是到
了新約的時候，主耶穌打破了安息日。...作為一個基
督徒，我們要看這一日比別的日更重要。這一天是應
該是屬於主的。聖經說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
在其中要歡喜快樂。所以連世界都是主日不上班。這
個是神在祂主宰底下安排的。可惜的是，今天世界上
的人不是用禮拜天記念主，而是用來睡覺、玩耍、作

上，多可惜阿！浪費了多少時間。連不信的人也說他不
像基督徒。...我們還是要正正當當把那一天分別給主。
如果你從現在開始定下一個志向，
「主阿，從今天開始，
我每一個主日都是屬於你的。」你的時間不會更少，反
而會更多。我們很多這樣的見證。有些作學生的...去了
聚會，回來作功課，主把他擺上的時間都補回來。...所
以你從今天開始就要在主面前有一個心願說，「主阿，
從今天開始，我餘下的一生，每個主日都是分別給你的。
我在家裡的時候，我一定去聚會。我就是在外面，我也
把我主日的時間分別給你。」...

犯罪的事。我們基督徒應該用主日，來敬拜主，來思
念主，來歡喜快樂，與別的基督徒聚會，把這一天分
別給主。我們基督徒，如果把每天開始的最好的時間

(摘自 http://newbelievers.churchinhongkong.org)

分別給主，然後把每週最開頭的一天分別給主，我們
一生如果走三十年、五十年、七十年，那我們一生會
有多少的 祝福。...有些人信了主，禮拜天他睡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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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關於教養小孩四件最重要的事
1.

不求今世亨通，只求一生愛主

第六名。我雖然沒有求他們在世亨通，主卻為他們親自開
路。

為兒女的禱告要天天，甚至孩子還沒生下來，就要禱 所以要為我們的孩子好好禱告。特別現在台灣的治安不
告。主給我三個孩子，每逢他們一生下來，我就抱在手 好，聽說最近幾個月內，就有六百個孩子失蹤。我們真要
裡，獻給主說：「主阿！我不求他們今世亨通，只求他 求主保守我們的孩子，在上學的途中都蒙主的保守。在台
們一生愛主。」我姊妹起頭還說我怎麼可以這樣禱告？ 中有一個姊妹有三個孩子，她每次都為孩子禱告：「願主
愛主當然要愛主，不求他們亨通，難道要他們當乞丐？ 與你們同在，願耶和華差派祂的使者保護你們。」結果有
感謝主！我姊妹後來就懂這個意思。
一天他們在路上走，忽然後面有一個巨大的聲音，碰！原
她也作這個見證，我的孩子一直到如今，我們沒有求亨 來是大樓上面在裝玻璃，一塊大玻璃掉下來，剛好掉在三
通，但主給他們的路都非常的好。像這次我的老大考音 個孩子的後面，只差很短的距離。她說感謝主！主差派使
樂班，台中市有兩個音樂班，一個台中二中，一個曉明 者用手撥了一下，不然孩子的頭都被砍斷了。所以我們天
女中，曉明女中一學期光學費就要五萬塊，台中二中才 天禱告，主就保守我們的兒女天天不遇見任何的試探，還
二千塊。台中二中很難考取，幾百個人考，才錄取二、 能愛主更深。（待續）
（林天德弟兄）

三十位。我本來想不可能了。但感謝主，我女兒還考了

外地消息
在法國開展的負擔

『福音遍傳巴黎城，必得當地法國人；主話擴長

一切，都需要主興起法國人來一同扛擡約櫃，因此，
這將是我們這次開展最主要的負擔。

牧人興，帶進歐洲大復興』
二、我們盼望建立十個讀經小組，其中有五個是與法
在法國最重要的負擔就是要打破法國的一切文化、傳
統，讓法國人也實際的被帶進基督的身體裏。

國人一同讀法文聖經。同樣，我們得著法國人，還需
要他們受成全並盡功用。為此負擔我們就需要使得救

目前法國總人口約六千萬人，其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天 的新人進入神聖的說話中，盼望藉著堅定持續的牧
主教徒，但是實際有至教堂聚會的僅有百分之十六。 養，主能夠得著建造的材料，召會的柱石。
這說出法國的光景實在是在宗教中。而在大巴黎地區
約有一千萬人口，其中位居市區的有兩百萬。盼望藉
著這次我們的去，能把真理、生命帶過去，吞滅死
亡，將人點活。
這次的開展我們總共有三個最主要的負擔：

三、我們盼望成全四位牧人，能在法國巴黎持續實行
神命定之路。為配合要來四月份在巴黎所舉辦的成全
訓練，我們也盼望能成全聖徒作與我們一樣的工作，
當我們離開巴黎時，能有人被主興起，在巴黎繼續實
行生、養、教、建，持續得人、留人、成全人，使巴
黎召會能夠不斷繁殖擴增。

一、我們盼望的得著三十個果子，其中要有五位是法
國當地人。如今在巴黎召會的聖徒中，僅有一位是本 願主祝福祂在法國巴黎的開展，使主的話能在那地擴
地法國人，這清楚的說出主在法國的需要是大的。今 長、繁增且得勝。
天，無論是文字，是福音的傳揚，是牧養，這一切的
(摘自 http://matt2414.fttt.org.tw/franceindex/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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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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十六週。
2. 本週“以賽亞書”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31~32 篇。
3.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本週继续追求“以賽亞書結晶讀經” 晨興聖言 第十七週。

禱告事項
1. 願我們都被福音的靈充滿，起來……宣揚耶和華救主為好信息。願神差遣我們出去接觸人，聖靈與我們同工同
行動，引導萬人歸向救主耶穌基督。
2. 願神祝福參加4月10日兒童福音展覽聚會的小朋友和父母親，救恩臨到每一個家。願神祝福這些小朋友們，得
著他們這一生。
3. 為著本週末的姊妹成全代禱。

本地報告
1. 全召會事奉成全聚會
日期/時間： 18/04/2011(週一)晚上 7:30pm
地點： A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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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姊妹成全訓練(二)
日期： 23/04/2011(週六)
地點： B 二樓大廳
時間：第一堂： 5pm-6:30pm，晚餐： 6:30pm ；第二堂 7:15pm-9pm (因這是訓練，聚會五分鐘前請就座)
4. Batang Ai 戶外相調重要交通通啟
日期/時間： 24/04/2011(主日)晚上 7:30pm
地點： A110 會廳。
備註：請所有報名參加者務必要準時出席此會前僅有的一次重要交通。
5. 晉漢省大專擴大核心交通
日期/時間： 21/04/2011(週四)晚上 7:30pm
地點： A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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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夏季訓練
日期/時間： 04/07(週一)下午 4:00pm 開始至 09/07/2011 (週六)晚上 9:30pm 結束
地點：美國、加州，安那翰水流職事站園區
費用：每人美金 USD150/報名截止日期﹕01/05/2011

其它
1.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24/04)

週一晚上 (18/04)

週二晚上 (19/04)

會所/區

6－4

三會所

6－3

2.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四月

3.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會所/區

17日

二會所一区

一會所

6－4及1－2、3 區

24日

三會所

六會所

2－2 區
3－8 區
4－2、4 區
5－10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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