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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基督是榮冠華冕，作得勝者的賞賜；是根基、試驗過的石頭、和寶貴
的房角石，為著神的建造；也是供應、照顧並遮蓋的王，為著神的國

本篇信息首先說到在復興的時代裏，萬軍之耶和華，

蓋我們（賽三二 1 ～ 2）。基督作為我們的王，是非常有

尌是基督，是祂餘剩之民的榮冠華冕（賽二八 5）。一

人性的，祂是我們的避風所；我們能時時倚靠祂，在祂

般而言，冠像帽子，表徵榮耀，它的華美是在滿了珠寶

面前傾心吐意（詩六二 6 ～ 8）。祂也是我們躲避暴雨的

和寶石的冕上，所以冕是冠上最華美榮耀的部分（出二

隱密處（約六 18 ～ 21），祂能克服人生一切的困擾；祂

九 6，賽六二 3 ）。在保羅的經歷裏，他有基督作的榮

能行走在人生困擾的波濤上，將一切的困擾踏在腳下。

冠華冕（腓一 20，四 22）。當他在羅馬坐監時，他顯

祂也是河流在乾旱之地。基督是『根出於乾地』（賽五

大基督到一個地步，甚至在該撒家中的一些人也成了

三 2 上）。祂不在乾旱的環境中尋求任何東西，以滿足、

在基督裏的信徒。冠冕象徵榮耀，是在主的救恩之外，

供應、安慰、鼓勵自己，乃是在裏面仰望父，作祂滿足、

當作獎賞賜給奔跑賽程的得勝者。所以基督將是公義

供應、安慰和鼓勵的獨一源頭（約四 34，八 29）。我們

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和榮耀的冠冕，作祂得勝信徒的

在乾旱之地，也能飲於基督這河流，享受祂作從不灰心

賞賜（提後四 8，啟二 10，雅一 12，彼前五 4）。今天

的一位（賽四二 4 上）。基督作為我們的王，也是大磐

我們需要不斷在主殿中瞻仰祂的榮美，使我們被變化，

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基督是拯救我們的磐石，這磐石

從榮耀到榮耀，藉主得著華美，成為祂美麗的新婦，和

是我們的力量、我們的避難所、我們的藏身處、我們的

祂華美的殿，有祂作我們的榮冠華冕（詩二七 4，林後

保護、我們的遮蓋、和我們的護衛（撒下二二 47，詩六

三 16，18）。當我們憑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活基

二 7，林前十 4）。因為這疲乏之地非常炎熱，所以需要

督以顯大祂時，基督尌成了我們的彰顯，我們的『聖

蔭影；這蔭影的功用尌像今天的冷氣機。基督也是審判

衣』，作我們的榮耀與華美。

我們的，是給我們設律法的，是我們的王，以拯救我們
（賽三三 22）。基督今天是在召會中，在祂的信徒裏面

第二大點說到基督是根基、試驗過的石頭、和寶貴的房

管理，且在生機一面拯救他們，使他們成為祂的得勝者。

角石，為著神的建造（賽二八 16，彼前二 6 ～ 7）。基

這些得勝者在祂裏面要一起成為砸人的石頭，砸碎人類

督是活石、是基石，托住神的建造（賽二八 16）；是房

政權的總和，並成為神的國，充滿全地（羅十四 17，但

角石，將祂身體上外邦和猶太的肢體聯絡在一起（弗二

二 34 ～ 35，44）。

20）；也是頂石，完成神的建造（亞四 7），並正用祂

(摘自台北市召會週訊)

石頭的性情將我們構成為活石（彼前二 5），為著祂屬
靈的殿，祂的建造；對不信的宗教徒，祂是跌人的石
頭，並且對列國，祂是砸人的石頭（太二一 44，但二
34 ～ 35）。基督也是試驗過的石頭；從祂成為人的時
候起，在祂地上生活的每一天，祂都受試驗而沒有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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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祂是完美、完全、穩固和剛強的。凡信這受過試煉

第三大點說基督是王，為要供應我們，照顧我們，並遮

1

福音系列
金種子

某國有個江洋大盜，國王派了重兵，費了千辛萬苦方

有沒有從未犯過罪的人，能以種此金種子呢？』武大

纔把他擒住。國王因為情節重大，親自審問。大盜當場

來了：『國王呀！我冤枉呀！你的滿朝文武皆是有

認罪不諱；但他對眾宣稱：『我罪千死也不足惜，可惜

罪，為何只定我一個人的罪呢？請求大王釋放我

我有一個傳家之寶，無人能彀傳授，甚為遺憾。若果有

罷！』各位朋友，你敢種這金種子麼？你如不能，你

人能彀接受此寶，學了此法，國富民強毫無問題。』國

也是個有罪的人，必需耶穌作你的救主。請你禱告說，

王問道：『你有何法？』大盜答道：『我有黃金種子一

『主耶穌阿！求你可憐我這個罪人。』如此你必得

顆，種在土內，可以生出百倍黃金。』國王說道：『你

救！

臣也是個個搖頭不行。正在此時，那位強盜喊起冤枉

既有這種子，早可致富，為何還作強盜呢？』強盜回答

（摘自 www.lsmchinese.org）

說，『這個種子必須一生一世從未犯過一點罪過的人，
纔可以種，種了纔可以生出黃金。倘若這人外面沒有犯
罪，只在心裡犯罪也是不行。』強盜隨將金種子獻與國
王。國王自己一想昨天晚上還犯一次大罪，自度不能，
於是右顧文大臣說，
『你們中間有沒有能種的人？』文
大臣個個搖頭說不能。國王左顧武大臣說，
『你們中間

造就系列
在職的價值觀

李弟兄說過，在職聖徒是召會的腰，腰若不好，尌

十四小時，把別的事情放下一點，這件事尌有時間了。

不能站得直走得好。在職聖徒可向上托住向下照顧，

時，簽約是最重要的，其他事都沒時間。但如在正要

使召會有衝力。但因在職聖徒的特點標記是忙、累，

簽約時，接到兒子送急診的消息，此時赴急診處看兒

舉我一個假設的例子，我是經商的，當要與客戶簽約

沒有時間，若要服事，必須先心思更
新，觀念改變。在神生機的救恩中，
從重生到得榮，中間必須經過重要
的更新與變化。更新尌是心思觀念
改變，變化則從心思開始，然後有情
感與意志的變化。所以心思更新是
變化的重點，若心思不更新則可能
得救多年仍毫無變化。心思未更新
時，總想要等到不忙不累時再服事

子成了最重要、有時間作的

我們更要看見，我們的生命氣
息都在主手中，祂給我們時間
，我們才有時間，祂把時間拿
走，我們就一點時間都沒有了
。這是我們要認識的在職的價
值觀：知道什麼事重要，在什
麼事上就有時間。

主。但一個健全的人沒有不忙不累

事，簽約反成了次要沒時間
了。所以不是我們沒有時間，
而是我們認為何事重要。我
們可能把很多事都看作比服
事主重要，比召會的事重要，
以致服事主的事沒時間，反
而其他的事都有時間。這都
是觀念的問題。我們更要看
見，我們的生命氣息都在主

的，從一天開始到工作完回家，都是忙是累，即使坐

手中，祂給我們時間，我們才有時間，祂把時間拿走，

在沙發上仍是累。只有在病倒時才能不忙不累又有時

我們尌一點時間都沒有了。這是我們要認識的在職的

間。例如一位在職弟兄每天晚上八點才下班回家，吃

價值觀：知道什麼事重要，在什麼事上尌有時間。求

過飯，尌沒有時間聚會服事。但因著主的復興，心思

主開我們的眼睛，看見神的經綸，主的召會是最重要

改變，願提早下班回家，簡單充飢後，先聚會，晚餐

的，願把更多的時間聖別出來，為著祂和祂的召會。

散會後再吃。可見時間完全掌握在我們手中，有沒有

(摘自新竹市召會網站)

時間，完全看我們怎麼安排。主給你我的時間都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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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消息
小六生一周成全训练（11 月 22 日~28 日）
神的祝福与恩典

兴趣。

2010 年迈向年末，11 月及 12 月份是召会节目繁多的季

性格的学习

节；小六生一周成全训练是 11 月份的重点，而年终感恩

除了在课堂上的学习，这批少年人在生活上也有各面的

特会是 12 月份召会的重点。

操练，如个人内务和整洁，团体活动，饭后收拾，早睡

小六生一周成全训练始于 2003 年，至今迈进第八年头， 早起，规律生活作息等等，这些乃是为着他们能有正常
我们见证其中尽是神的祝福与恩典。头一批的少年人今

并正确的性格。

已是长大成人的大专青年，哈利路亚！

家长开放日

从本月 22 日至 28 日，共有 69 位少年人相聚在一起，一

周六晚上总是令人期待的；当晚小六生们将会呈献一

同操练过团体的生活，我们信这一周的经历将是他们一

周训练的果实。这班少年人将把他们所学习所经历的见

生中不可磨灭的。值得一提，本届的训练也吸引外地圣徒

证出来，向家长，向服事的圣徒，向所有的弟兄姐妹展

报名参加，新加坡来了 8 位，吉隆坡 1 位，成邦江 2 位， 示神的恩典，神的作为，神的荣耀。赞美主！
伦乐 2 位，哥打三马拉汉 4 位。
全召会起来关心与代祷
训练课程
多年来，古晋召会在这训练上费财费力，全召会的弟兄
小六生的训练课程共有五大类别：生命系列，真理系列， 姐妹关心这件事，更是总动员服事这训练。许多的大学
人性系列，教育系列及读经系列。生命系列重在教导这批

及中学生，儿童服事者及青少年服事者同心合意，一同

少年人如何接触并享受神；藉着呼求主名，祷读主话，祷

配搭，何等甜美，何等荣耀。

告唱诗等等，吃喝基督。真理系列乃是为着基本真理的认
识；如认识神，认识召会，认识救恩，认识信仰等等。人
性系列重在培育崇高人性，例如孝顺长辈，正确的交友，

恳求弟兄姐妹继续为这训练代祷，求主使用这样的训
练，造尌刚强的下一代。

男女界限等等。教育系列是陈明教育的重要性与必须性， 主恢复的见证和荣耀，光明显赫。愿颂赞，尊贵，荣耀，
读经系列则是帮助小六生对圣经的认识，激发读圣经的 权能归给坐宝座的。阿们！

外地消息
蒙古: 烏蘭巴托，額爾登特，達爾汗，賽音山達的福音開展

蒙古國位於亞洲的中部，東、南、西三面與中國為鄰，

沙漠城市）。

北界俄羅斯。面積 56.65 萬平方千米，是世界上面積第二 聖徒們都能見証，借著同心合意禱告和在一裡的配
大內陸國家。多为蒙古族，其中以喀尔喀人最多；还有少 搭有 99 位受浸的，(烏蘭巴托,Ulaanbaatar ： 51 位，
数哈萨克人、俄罗斯人等。 主要语言是喀尔喀蒙古语， 另外 3 個城市： 48 位)。其中有許多是專業人員，也
还有 7 ％的居民讲突厥语。

多半是（高中生或大學生）的年輕人。贊美主，是主
奇妙的作為，使更多的當地人向主敞開且順從福音。

在 8 月 6 日至 11 日 2010 年，有從海外來的聖徒到蒙古 聖徒們也借著讀經小組牧養了這 99 位初信者。為此
與當地聖徒一同為福音勞苦。8 月 5 尌有禁食的禱告，之 需要有兩方面加強的禱告： 1.持續喂養這 99 位初
后在 4 個城市中的大街小巷接觸當地（烏蘭巴托）的人， 信者； 2. 興起這 4 個城市的聖徒，盡生機牧養的功
也藉著福音聚會尋找平安之子。8 月 8 日，聖徒們分成兩 用。
隊（每個隊約有 7 名當地的聖徒陪同），其中有一隊去額

(摘自 http://www.flyingeagles.org)

爾登特（Erdenet,第二大城市）和達爾汗（Darkhan, 第三
大城市）。其余的到賽音山達（Sainshand,鄰近內蒙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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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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四十七週。
2. 本週“創世記”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104~106 篇。
3.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本週繼續追求“以賽亞書結晶讀經”晨興聖言第十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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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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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小六生一週成全訓練報到通啟
一、 組長報到日期/ 時間：21/11/2010（主日）下午3:00pm
地點：A棟會客室
二、 小六生報到日期/時間：22/11/2010（週一）上午8:30-10:00am
地點：C棟Lobby
4. 2010 年小六生一週成全訓練膳食服事一覽表(每個會所服事當天的早、午、晚餐及飯廳廚房的飯後整潔）
21/11
22/11
23/11
24/11
25/11
26/11
27/11
28/11
日期
(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主日)
召會
會所/
召會
一會所
二會所
三會所
四會所
五會所
六會所
伙食組
伙食組
服事小組
備註：用餐人數及菜單、飲料、水果，請參閱時間表。

外地報告
1. 全砂眾召會青少年服事者相調成全聚會
日期： 17/12(週五)晚上開始至 19/12/2010 (主日)中午結束

地點：美里市召會、珠巴會所

費用：每人 RM125/-

報名截止日期﹕29/11/2010

2. 馬來語特會
日期/時間： 17/12(週五)晚上 7:30pm 開始至 19/12/2010 (主日)中午結束
報名費：每人 RM30/-

地點：在梳邦再也的召會 二會所

報名截止日期﹕29/11/2010

3. 在柬埔寨的國際相調特會
日期/時間： 28/01(週五)早上 8:00am 開始至 30/01/2011 (主日)中午結束
地點：柬埔寨、金邊的 Lucky Star Hotel

報名截止日期﹕20/12/2010

4. 東馬英語相調特會
日期/時間： 30/04(週六)晚上 7:30pm 開始至 02/05/2011 (週一)中午結束
地點：民都魯 Park City Everly Hotel

報名截止日期﹕31/01/2011

其它
1.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28/11)

週一晚上 (22/11)

週二晚上 (23/11)

會所/區

3－1

六會所

1－1

2.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3. 各會所/區扶持倫樂、石隆門時間表
28/11

05/12

6－3及1－1、8區

日期
地方
倫樂

2－1

六會所

2－1區

石隆門

三會所

四會所

會所/區

3－5區
4－3、5區
5－6區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