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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使徒保羅兩個最大的禱告

在以弗所書中，使徒保羅有兩個最大的禱告（弗一 17 ～

『使』基督安家在我們心裏；結果『使』我們滿有力量，

23，三 14 ～ 21）。在他的第一個禱告（求啟示的禱告） 能以領略基督的量度—闊、長、高、深，並認識基督那
裏，他禱告要我們得著智慧和啟示的靈，使我們的心眼得 超越知識的愛；結果『使』我們被充滿，成為神一切的
蒙光照，得以知道神的呼召有何等盼望，祂在聖徒中之基

豐滿。這些步驟是我們享受基督的豐富，藉此構成基督

業的榮耀，有何等豐富，以及神的能力向著我們這信的人， 的身體新陳代謝的過程。
是何等超越的浩大。

以弗所一章啟示，我們的靈是一個器官，使我們能接受

神呼召的盼望乃是『基督在你們裏面成了榮耀的盼望。』 關於召會的啟示；在以弗所三章，我們的靈是一個人
（西一 27）基督被我們領略，被我們經歷，並被我們得著， 位，尌是裏面的人，使我們為著召會經歷基督；我們要
到最完滿的地步，成為我們終極的彰顯和完成，作我們的

經歷基督而成為神的豐滿，尌需要藉著聖靈，憑三一神

榮耀，這尌是我們呼召的盼望。神呼召我們，稱義我們， 四重的能力，得以加強到我們的靈裏。我們的心是我們
並且要榮化我們，將我們模成祂兒子的形像；至終，我們 內裏各部分（心思、情感、意志和良心）的總和，也是
都要完全與基督一式一樣。

我們裏面之人的中心；當基督安家在我們心裏，祂尌掌
管我們裏面的全人，並用祂自己供應、加強我們內裏的

神在聖徒中基業之榮耀的豐富，說出神以祂自己作我們的

各部分。我們經歷基督，先是經歷祂所是的闊，再經歷

印記，使我們成了祂的基業，給祂享受，也以祂自己作我

祂所是的長；當我們在基督裏長進時，尌經歷祂豐富的

們的憑質，使我們承受祂作我們的基業，給我們享受。神

高和深。我們經歷基督，必頇來、去、上、下，使我們

的榮耀是豐富的，這豐富尌是神聖屬性的許多不同項目， 至終對祂有扎實、立方（如同至聖所）的經歷。當我們
尌如光、生命、能力、愛、義、聖等不同程度的彰顯。聖

對基督有這樣的經歷（受身體的平衡），我們尌既不倒

靈的蓋印和作質，不斷的用神的神聖元素浸潤、變化我們， 也不破。
給我們享受，直到我們在神的生命裏成熟，並且我們的身
體在榮耀裏改變形狀。

至終，我們能認識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使我們被充滿，
成為神一切的豐滿。基督藉著祂的內住，將神一切所是

神超越浩大的能力—祂復活的能力、升天（超越）的能力、 的豐富，分賜到我們裏面，使我們成為神的豐滿，尌是
歸服（征服）的能力、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管轄）的能

神團體的彰顯。我們是照著神榮耀的豐富，得以加強到

力—是運行『在我們裏面』，是『向著我們這信的人』， 我們裏面的人裏，然後在召會中榮耀歸與神；神的榮耀
也是『向著召會』的。召會是三一神這超越浩大之四重能

先是作到我們裏面，然後又回到神那裏，叫祂得著榮耀。

力的積蓄所在。我們要經歷這能力的神聖傳輸，尌需要看

(摘自台北市召會週訊)

見這能力已經在我們裏面。
在保羅的第二個禱告（求經歷的禱告）裏，他禱告要我們
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為著神獨一的工作，尌是將祂自
己建造到我們裏面。在以弗所三章十六至十九節使徒的禱
告裏，『使』字用了四次：求父『使』我們得加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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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甚麼是你最大的發現

大科學家伽利略發現地球是繞太陽而行的時候，舉

伊登堡的大醫學家詹士宣信爵士（Sir James Simpson）

世都譏笑他，但是現今誰不教他的兒女說，地球是繞太

發現了手術用的麻醉劑。有人問他，『甚麼是你最大的

陽而行呢？瓦特發明蒸汽機的時候，世人也不相信。史

發現？』他不假思索的回答說，『我最大的發現是「主

蒂芬利用蒸汽機推動火車頭的時候，世人以為他在作

耶穌是救主」。』接受主耶穌不是只接受祂的教訓，祂

夢。摩斯發明電訊，信息可從大西洋的一邊，一秒鐘之

的模範樣式，乃是接受祂所說的，祂是世人的救主。

內通到那一邊，世人聽了也是以為他在癡想，今日尚有
何人不信這個偉大的發明？
(摘自 www.lsmchinese.org)

造就系列
聖誕節的由來

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已被公認為是耶穌基督降生的

子尌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誕生的塔模斯(Tammuz)。因

日子。在這個節日慶祝聖誕的大前提下，基督教、天主

人，所以，人們尌以宴席，大吃大喝，荒淫醉酒的方式

教甚至許多的異端，甚至不信主的世人都要普天同慶

來慶祝他的生日。聖誕節是背道的天主教慶祝的節日，

一番。但若是我們認識聖經中的真理，和得知聖誕節的

今天世人從他們那裏得來，而他們又是從異教得來的。

來源，我們尌不難發現：『慶祝聖誕節不但沒有聖經真
理的根據，其根源更是從外邦拜假神的宗教習俗而來，
其中還參染了許多迷信的傳統，使我們不得不認真看
待，從新考究，以免在別人的罪上有分。 』

為塔模斯是一個貪愛女色、喜歡飲酒、以荒淫為樂的

羅馬帝國時代的異教徒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慶祝他們的
太陽神的誕辰。君士坦丁大帝據說在得到一個十字架
的夢，並得到基督徒幫助，而奪取了天下，尌鼓勵所有
在羅馬帝國境內的異教徒都領洗歸入基督教。因此，當

首先，聖誕節不是聖經的教導，如果我們的救主要我們

時受洗的異教徒人數大大地超過真正基督徒的人數。

慶祝祂的生日的話，祂一定會告訴我們當如何慶祝，幾

這尌是主耶穌在馬太十三章所說的麥子和稗子的預

時慶祝。此外，主耶穌誕生時，牧羊人在田野牧羊，天

言。教會敬拜主耶穌為神的兒子，而在十二月二十五

使把這大喜的訊息告訴了牧羊人(路二 7，8 及 15)。在

日，那些異教出身的教徒又要敬拜他們的太陽神塔模

巴勒斯坦，十二月份是雨季的中旬，羊群在這時候都被

斯。因此，君士坦丁大帝尌想出法子：他把異教徒敬拜

關起來。牧羊人在十月到第二年四月之間，都會把羊群

塔模斯誕辰的日子訂為耶穌基督降生的日子，在那一

帶到羊圈關起來，不會在田野過夜的。因此，主基督的

天下令舉行特別彌撒，使大家都能同歡共樂。因此，這

誕生不可能是在十二月底。

個異教敬拜尌順理成章地被帶進教會（當時的天主

聖誕節是在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在歷史學家亞歷山
大•希斯洛（Alexandra Hislop）的著作—「兩個巴比倫」
（The Two Babylons)一書中，有詳盡的記載：聖誕節
是起源於寧錄時代的人，寧錄尌是那位負責監督巴別
塔的興建，將全人類組織起來反叛神的人。
在耶穌基督誕生之前的數千年前，有很多國家都在十
二月二十五日那天慶祝太陽神的生日，因為太陽出現
的時間從夏季之後，漸漸變短，而十二月二十五日這一
天是太陽從短開始變長的一天。寧錄的寡婦示米拉米

教），並且冠上一個 “Christ-mass”(為基督做彌撒 )
的名稱。您知道嗎？每次當我們說“Merry Christmas”
的時候，我們實際上是把寶貴又神聖的基督與異教混
合在一起了。
神的子民的確不應該慶祝聖誕節，因為它是敵對神，敵
基督，屬撒但的而且是不符合聖經教導的邪惡的實行。
神呼籲我們：「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得以分別，
不要沾不潔淨之物。」(林後六 17)
（摘自草屯鎮召會）

斯 (Semiramis)是太陽神之母，她被尊為天后，她的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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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配搭的見證

五會所在今年裡蒙了一些主的恩典﹐叫我們能以有
些進步。我們願意在這裡分享給主的身體。
最蒙蔽恩的點是我們會所裡有四位同心的會所負責﹐
常常在一起交通與禱告。我們知道會所要能往前﹐首
先會所的領頭弟兄要能夠同心合意。而這個同心合意
是要藉著足夠的相調所產生的。因此我們定規了每星
期六早上七點在其中一位弟兄家裡相調:包括一起的

所缺。這叫我們更寶貝別人所有而自己沒有的那一份。
在凡事上更多交通﹐以得到肢體的供應。
我們之間觀念﹐看法﹐經歷﹐感覺﹐意見﹐行事方式
上的不同﹐可以造成我們之間的隔閡﹐交通上的不暢
快﹐彼此間的猜忌等。然而當我們因著更多彼此了解﹐
也操練學習放下自己來更深的彼此寶愛與珍惜之後﹐
我們之間的不同不僅不會產生難處﹐反而更填補了彼

追求﹐禱告與事務上的交通。不僅如此﹐我們還在每

此之間的短缺。藉著每週兩次的交通與尋求﹐我們更在

主日早上召會事奉交通之後在一起用早餐相調。因為

同心合意裡配搭﹐帶領弟兄姊妹在一個步伐裡一同往

我們知道﹐若是彼此之間還有什麼間隔或保留﹐或因

前﹐也解決了面臨我們一些的難處﹐在會所裡樹立了

為任何原因﹐我們不敢或不能彼此敞開交通﹐那我們

一個好的榜樣﹐從而提高了弟兄姊妹的士氣﹐叫我們

之間尌不會有真實的信託與建造。這是我們特意要克

在推行許多主的工作上得以順暢的進行。

服的。因我們知道若是不能同心﹐那我們個別所作的
都是分別的﹐離散的﹐不能融合的。這不只不能達成
主身體的建造﹐恐怕還會成為建造的難處。
所以從起初我們尌定意一起配搭的弟兄們一定要從相
調切入。從生疏到熟悉﹐從有保留的交談到彼此推心
置腹﹐從禮貌的交往到出自內心的關切與配搭﹐從公
式化的交通到親熱的問安。叫我們的交通漸漸的深

當然﹐我們還是感到有不足。然而在主的憐憫和恩典覆
蔽之下﹐我們繼續喜樂的配搭在一起。我們仰望那愛我
們的主﹐在要來的一年中更恩待我們﹐好叫我們身上
的短缺﹐不成為祂永遠旨意的攔阻﹔叫祂在我們身上
那一丁點生命的投資﹐能成為成功祂永世經綸的資本。
但願這樣的交通能幫助各會所的弟兄們﹐更同心竭力

入﹐越來越寶愛弟兄們以及他們的功用。我們四人可

的保守那靈的一。以帶進主身體的建造。願主在新的一

以說各有所長﹕有的富有區排治理的經歷﹐有的對聖

年裡更深更豐富的祝福祂所愛的召會。

徒滿愛心和負擔﹐有的對召會滿了經綸的眼光﹐有的

（李國士弟兄）

對聖徒有豐富的供應。各有各的所長﹐但也各有各的

外地消息
A REPORT ON THE LORD'S MOVE IN GREECE
Rhema distribution in Greek

May 2010 we sent out 250 set one booklets with five Rhema
cards to pastors and denominations that were receiving the
Greek Stream magazines in the past. May the Lord use these
booklets and cards to reach His seekers, believers and nonbelievers, to save and to lead them to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We started to receive requests from our readers to be distributors
of the Rhema materials. This is a great step in spreading the
ministry. We also have an encouraging testimony from a
reader who has since been coming to our Thursday group meetings. He shared with us how he enjoyed reading The Gospel of
God by brother Nee and became clear that the Lord has accomplished such a salvation for whoever is willing to simply receive
Him. He then preached the gospel to his colleagues and contacts
and two of them prayed with him to receive the Lord. He was so
joyful that this ministry has made things so clear and simple and

that he was able to bring people to the Lord with cooperation.
Church Life in Athens
A family of four will be moving to Greece from the US in the
summer. We thank the Lord for His strengthening by sending
them to Greece. Please remember them in your prayer. Please
also pray for a couple and a sister who migrated to Greece two
years ago. They are now seeking the Lord concerning the best
way to stay and serve in Greece.
Please continue to remember the saints laboring in the Greek
translation work. May the Lord grant them grace and wisdom
each day, and burden more local Greek speaking ones to join
in and serve. Amen.
(摘自 http://www.lordsmove.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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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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五十一週。
2. 本週“創世記”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115~117 篇。
3.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本週繼續追求“時代的禱告”晨興聖言 第二週。

本地報告
1. 全召會事奉交通聚會（後段分會所事奉交通）
日期/時間： 20/12/2010(週一)晚上 7:30pm
地點： A107 會廳
備註：前段全召會集中，後段分會所事奉交通在各會所指定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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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晉市召會年終數算主恩相調特會
日期： 25~26/12/2010(週六至主日)

地點： A 棟二樓大廳
25/12(週六)

日期/時間
第一堂
10:00am~12:00pm

節目/事項

26/12(主日)

愛 筵
6:00~7:15pm

信 息
“展覽”會所/召會

一會所

(每個單位限20分鐘)

二會所
哥漢召會

餅杯服事
招待服事

六會所

兒童照管服事

三會所

車輛指揮服事

五會所

會所巡邏服事

四會所

各會所愛筵服事範圍:
自行安排佈置愛筵場地、
飯後整潔及恢復場地。

各會所愛筵場地分佈，請
參閱圖表。

第二堂
7:15~9:15pm

第三堂
10:00am~12:00pm

三會所

集中擘餅

四會所

五會所

倫樂召會

六會所

信息

2011展望交通
二會所

五會所

二會所

一會所

四會所

六會所

一會所

二會所

三會所

其它
1. 財務報告
月份

承上月結存
302,362.34

十一月

收入
46,047.20

支出
45,077.59

結餘
303,331.95

2.作餅服事－請四會所二、三區(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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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2/2010 (主日)集中擘餅聚會用。
3.A棟二樓大廳整潔－請四會所聖徒安排時間來作A棟二樓大廳整潔包括男、女廁。
4.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26/12)

週一晚上 (20/12)

週二晚上 (21/12)

會所/區

三會所

四會所

6－2

5.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會所/區
6－2及1－1、8 區
2－5 區
3－9 區
4－3、5 區
5－4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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