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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基督成為肉體的兆頭以及基督是奇妙者的揭示

關於神的經綸，舊約歷史書及其新約應驗之間的內

們而生，是一子賜給我們；『為我們』與『給我們』，

在連接，乃在於以賽亞七章十四節和九章六節；這兩

原文是重複同樣的辭；這著重的指明，凡本節所啟

節經文指明神要穿上人性，藉此將神性與人性調和。 示的，都是為著我們主觀經歷的。
在以賽亞七章十四節，有基督成為肉體的兆頭。以賽

以賽亞九章六節清楚的啟示，嬰孩就是全能的神，子

亞豫言以色列的神要成為人的嬰孩，由童女而生，祂

就是永遠的父，即神格裏的父。 … 再者，申言者以

的名稱為以馬內利，就是神與我們同在（賽八 3，太

賽亞用六十四章八節和六十三章十六節，進一步發

一 23，路一 35）。

展他在九章六節申言所說的；這兩節說到永遠的父

是我們的創造主和救贖主，證實並加強對於救贖主
在以賽亞八章八節，以馬內利的地就是猶大地，聖地， 基督就是永遠的父這種領會。
是以馬內利的領土；祂要在其上以祂的兩班選民，蒙
揀選的猶太人作屬地的子民和蒙揀選的信徒作屬天 政權擔在基督的肩頭上，祂是奇妙的策士，又是全能
的子民，來建立祂的千年國。撒但反對神開始於巴比

的神（賽九 6）；祂給我們策略，又是能力和力量，

倫，也要結束於巴比倫。因此，甚至巴比倫的了結， 以完成這策略。祂也是『和平的君』（6 ～ 7），當
我們有了基督作和平的君，我們就有了祂的管理、祂
也包含在童女生子稱為以馬內利這個兆頭裏。
的行政，並享受祂的和平；這和平是來自基督內裏
以賽亞關於以馬內利的豫言，其應驗可見於馬太一章

的管治（西三 15）。 擔在祂肩頭上的政權與祂的平

二十至二十三節，由童女所生的嬰孩是以馬內利，就

安，必加增無窮（賽九 7）。祂必在大衛的寶座上，

是神與人同在。實際的以馬內利就是三一神的同在， 治理祂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首先在千年
乃是實際的靈（約十四 16 ～ 20）；祂在我們的聚集 國，然後在新天新地，直到永遠。
中與我們同在，並天天與我們同在；祂在我們的靈裏
與我們同在，今天我們的靈就是以馬內利的地（提後

在以賽亞七章十四節和九章六至七節，我們可見神

四 22）。

聖啟示的高峰，就是神成為人，藉著成為肉體、人性
生活、釘十字架、復活並升天的過程，將人救贖回歸

以馬內利是包羅萬有的。祂先是我們的救主（路二

祂自己，而使祂所救贖的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為神，

11），然後是我們的救贖主（約一 29，羅三 24）、賜

但無分於神格，使祂得著一個孙宙的、團體的彰顯，

我們生命者（林前十五 45 下），再後是包羅萬有、內

直到永遠，而完成祂的經綸。

住的靈（約十四 16 ～ 20，羅八 9 ～ 11）。實際上全

(摘自台北市召會週訊)

本新約的內容就是以馬內利（太一 23，十八 20，二八
20，啟二一 3），並且所有在基督裏的信徒，作為基
督的眾肢體，乃是團體的基督（林前十二 12，西三 10

週刊目錄：

～ 11），這偉大以馬內利的一部分。以馬內利的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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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神與我們同在的總和（啟二一 2 ～ 3，10）。
在以賽亞九章六至七節， … 題到基督是一嬰孩為我

1

福音系列
自信、迷信、信心

事實上，人的自己並不可靠， 人的身體不可靠，

惑在懼怕裏，他的人生是以『怕』字為主，『忌』字
為主，是消極的，不是積極的。

人的意志也不可靠；外在的體力不可靠，內裏的判
斷力也不可靠。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樣樣事都依靠

聖經說，魔鬼的目的，乃是叫人懼怕，而耶穌基督來，

自己，相信自己。許多事需要靠人，相信人。求學問

就是要除去人的懼怕。

要相信老師，有疾病要相信醫師，買藥要相信藥劑
師，捉賊要相信警察，開一桌酒席要相信廚師，報稅

另外有些人，不是迷信，他們是過度自信。自信的人

要相信會計師，上法庭要相信律師；大事小事，都要

就是凡事都只相信自己的人。自信的人認為，只要對

相信別人，一個單相信自己的人，在這個社會中是無

自己有足彀的信心，一切都可以心想事成，說到辦

法生存的。

到。但是許多似乎極度自信的人，其實是落到過分自
負的毛病裏，甚至孤芳自賞，目中無人，只有自己。

既然信心這樣重要，怎樣才能建立信心呢？怎樣才

一個太自信的人，被困縛在自己裏面，很難從自我裏

知道我們的信心健全不健全呢？許多人知道要有信

面被釋放出來。嚴格來說，不能肯定別人的人，根本

心，但是他們的信心並不健康，有的人信是信了，卻

是一種不能肯定自己的表現。

是一味的迷信。迷信的人雖然有信心，但這種的信
心，是建立在不可相信，不值得相信的事物上。許多

聖經所講的信心，不是相信自己，乃是相信神，就是

迷信的人，花很多錢，算命卜卦，求問風水，將信心

那位創造萬有，主宰一切，賜生命氣息的神。神是信

掛在算命先生和風水先生的手裏，結果付出的錢一

心的源頭，又是信心的創始、成終者。聖經所說的信

去不回，付出的信心更石沉大海。迷信的人，甚麼都

心，不是相信受造之物，乃是相信造物之主。這樣的

怕，怕風水壞，怕兆頭不好，怕不吉利，怕手氣差， 信心，是寶貴，是火焰一般的詴煉所不能動搖的。因
怕撞邪，怕東怕西，越怕就越沒有信心。所以迷信的 為這個信心，相信的不是別的，乃是神，是可靠的神。
(摘自 www.lsmchinese.org)

人，其實不是迷信，應該說是『迷怕』，因為他是迷

造就系列
奉獻是一切經歷的起步

一個人得救之後，要有豐富的經歷，頭一步要踏出
去的就是奉獻。若是一個人得救之後，不把自己獻給
主，他就沒有法子走主的路。… 沒有把自己奉獻給
主的人，是難得有信心。只有把自己奉獻給主的人，
纔能有真實的信心。… 凡沒有把自己奉獻給主的
人，沒有法子得勝；沒有把自己奉獻給主的人，難得
看見亮光。我們在神面前的路，能走得多好，完全看
奉獻 …。人的心若向著神之外的事物，要神光照他
是不可能的。有的人禱告求神光照，但仍然沒有光
… 這沒有別的緣故，只因他背向著神；等到他甚麼
時候轉過來了，神的光就能光照他。心幾時歸向主，
帕子就幾時除去了。… 甚麼叫作奉獻？奉獻就是把
我們這個人轉過來。我們的心是在世界裏的，自然是
向著世界的 …。甚麼時候我們的心向著裏面的主，

馬上裏面就明亮，就知道甚麼是神的旨意，甚麼不是
神的旨意。
再者，一個基督徒要屬靈，也必須奉獻。就如一個杯
子擺在外面半天，雨下得非常大，杯子裏卻沒有半滴
水。為甚麼？因為杯口是朝下的。雖然大雨傾盆，杯
裏卻是沒有一滴水。每一個神的兒女，都該被聖靈充
滿，並且容易得聖靈充滿。然而，天天有人求聖靈充
滿，卻總是得不著聖靈充滿。這是甚麼緣故？我們若
把玻璃杯口轉過來，杯口朝上，立刻杯裏就滿了水。
若是我們的心不肯轉過來，不肯向著神，而一味的向
著下面，朝著世界，這樣要得聖靈充滿，是不可能
的。… 然而只要他的心稍微轉向神，他立刻能得聖
靈的充滿。所有經歷過的人，都能作這樣的見證。
（摘自『清心的人』，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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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消息
四會所動向與報告

參加一個月訓練的少年聖徒
以下是即將前往美里參加一個月訓練 的弟兄姊妹：

青職愛筵相調聚集：

姓名

日期：十月二十三日（週六）

性別

姓名

性別

地點：劉正崧弟兄的家

1

陳萬春

弟兄

14

林潮英

姊妹

時間： 7:00 – 8:30 PM（可以早到）

2

林芝祺

弟兄

15

葉佩蒂

姊妹

備註：中壯年聖徒帶一兩道菜餚來；不需要帶餐

3

鄭望城

弟兄

16

田嘉欣

姊妹

4

張乃龍

弟兄

17

余錦薇

姊妹

在石隆門的主日聚會：

5

吳新康

弟兄

18

陳增伊

姊妹

日期：十月二十四日（主日）

6

鄧萬傑

弟兄

19

黃恩慧

姊妹

地點：石隆門幼稚園

7

黃展耀

弟兄

20

王敏敏

姊妹

時間： 2:00 – 3:00 PM

8

張家瑞

弟兄

21

陳昱賢

姊妹

備註：可分享晨興聖言信息或任何對基督的享受。

9

黃英明

弟兄

22

張安怡

姊妹

中小學畢業生愛筵相調聚集：

10

黃益明

弟兄

23

鄭芸珮

姊妹

日期：十月三十日（週六）

11

張理傑

弟兄

24

鄭月婷

姊妹

地點：劉慧娟姊妹的家

12

張昌勳

弟兄

25

張家玲

姊妹

13

陳舢利

弟兄

26

陳詩儀

姊妹

具和詩歌本。

時間： 7:00 – 9:00 PM（可以早到）
備註：凡願意參加的聖徒，請在各區裡報名。盼所有
小學、初中與高中畢業生都能參加。

盼望聖徒們多為他們代禱，藉著這次的訓練，使他
們成為主合用的器皿。
（文字組啟）

（四會所弟兄們啟）

外地消息
中亞開展現況
(Kyrgyzstan)和土庫曼(Turkmenistan)。此區的
總人數約有六千萬人，面積為台灣的一百倍，大
多數居民信奉回教。目前主恢復的行動主要集
中在吉爾吉斯、哈蕯克和烏玆別克三個國家。主
在吉爾吉斯的見證於一九九七年興起，目前共
三處召會，正常主日聚會人數約有一百位; 哈
蕯克現有三處召會，聖徒人數約三十位；烏玆
別克有一處召會，約有三十位聖徒。
中亞五囯除了吉爾吉斯、哈蕯克、烏玆別克有召
會外，土庫曼及塔吉克至今尚未有主的見證。爲
此當地聖徒們正在禱告中響應移民的負擔，願

中亞地區共有五个國家，包括哈蕯克(Kazakhstan)、烏
玆別克(Uzbekistan)、塔吉克(Tajikistan)、吉爾吉斯

意奉差遣往這二地去，傳揚得勝福音，帶進主的
回來。
(摘自 http://www.ftt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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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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四十二週。
2. 本週“創世記”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92~94 篇。
3.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本週繼續追求“以賽亞書結晶讀經”晨興聖言第五週。

本地報告
1.“以賽亞書結晶讀經”錄影追求兼禱研背講成全聚會 (即每週一例常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18/10(週一)晚上 7:30~9:15pm
地點﹕A107 會廳(華語)/ A105 會廳(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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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六生一週成全訓練重要交通 (所有相關服事者及報名的小牧人都須出席交通)
日期/時間﹕21/10/2010(週四)晚上 7:30pm
地點﹕A105 會廳
4. 全召會集中擘餅聚會 (改期，之前報告 10 月 24 日）
日期/時間： 07/11/2010 (主日)早上 10:00am
地點： A 棟二樓大廳
5. 小六生一週成全訓練
日期/時間： 22/11 (週一)早上 8:30am 報到開始至 28/11/2010 (主日)下午結束
報名截止日期： 18/10/2010
備註：報名相關細則，請參閱報名公函。

外地報告
1. 美國、國際感恩節特會
日期/時間： 25/11 (週四)晚上 7:30pm 開始至 28/11/2010 (主日)中午結束 地點： Columbus, Ohio, U.S.A
2. 美國、冬季訓練
日期/時間： 27/12 (週一)下午 4:00pm 開始至 01/01/2011 (週六)晚上 9:30pm 結束
地點：美國、安那翰，水流職事站園區
備註：報名相關詳情，請到 A 一樓佈告欄查閱。
3. 在馬來西亞的相調特會
日期/時間： 03/02(週四)晚上至 05/02/2011 (週六)下午結束 地點：西馬、梳邦再也的 Holiday Villa
備註：報名相關詳情，請到 A 一樓佈告欄查閱。

其它
1. 訂婚報告—黃必得弟兄與李德愛姊妹已於 10/10/2010 訂婚，謹此告知眾弟兄姊妹。
2. 財務報告
月份

承上月結存
282,671.80

九月

收入
48,886.80

支出
48,494.53

結餘
283,064.07

3. 各會所園藝及整潔服事指定範圍
會所/區

服事範圍

6－3及1－5、6、7區 A棟一樓前面階梯，包括往B棟階梯、走道、玻璃門、飯廳、男女廁。
2－2區

會所園藝。

3－9區

B底樓整潔包括內廚房及男、女廁。

4－1、8區

C底樓走廊、二樓、三樓及四樓樓梯和廁所的整潔及B樓（一樓以上）樓梯的整潔。

5－7、8區

B二樓大會廳整潔包括往B底樓的樓梯整潔及B二樓男、女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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