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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基督作王

詵篇四十五篇是對所羅門所豫表作王之基督的讚美。
首先，我們看見基督在祂自己裏面的美麗，如四福音所
揭示。其次，是基督在召會裏，就是在祂妻子裏的美
麗，如書信所啟示。第三，是基督在祂所有子孫，就是
在作眾首領之得勝者裏的美麗，如在啟示錄裏所看見
的。本篇不僅是讚美那直接屬基督的事，也是讚美那藉
召會和得勝者所顯明，間接屬於祂的事。所以，我們說
到召會和信徒的美言，也是對基督的一種讚美。
詵篇四十五篇是所有詵篇中最高、最大的一篇，是可拉
子孫所寫的詵，也是一首愛的歌，調用百合花。這說出
神偉大的工作是要復興神荒涼的建造，並恢復因領頭背
叛而受神審判之可拉的後裔（民二六9～11）；藉著祂無
限的憐憫和恩典，將悖逆的人變化為祂新婦，就是祂得
勝王后的構成分子。我們若是一個熱情愛主的人，至終
就會成為祂所愛的，甚至成為祂的至愛。百合花表徵聖
徒純潔、簡單、單一信靠神的生活（歌二1～2）。當我
們對主耶穌有情深的愛，我們的舌頭就會是快手的筆，
照著我們對祂一切所是的經歷和享受，迅速寫出我們對
祂的愛和讚美。

顯，是用基督復活的生命建造的；並且眾地方召會中有讚
美的聲音，使祂快樂。
在詵篇四十五篇九至十五節，詵人藉著對王后連同王尊貴
婦女中君王的女兒，並對陪伴王后之童女的讚美，而讚美
作王的基督。王后豫表召會，特別是得勝者；王后周圍的
尊貴婦女，表徵基督得勝的賓客；這指明基督的新婦是一
班得勝者。王羡慕王后的美貌；王后的美貌，表徵藉著召
會所彰顯之基督的美德。新婦的美麗出自那作到召會裏，
並藉召會彰顯出來的基督。我們惟一的美麗是從我們裏面
照耀出來的基督；基督所欣賞我們的，乃是祂自己的彰顯
（腓一20）。
在詵篇四十五篇王后有兩件衣服，第一件衣服是俄斐金
子，是用金線交織成的，這件衣服相當於基督作我們客觀
的義，使我們得救。王后穿戴金子，表徵召會顯出神聖的
性情。第二件衣服是刺繡的衣服，相當於基督從我們活出
來，作我們主觀的義，使我們得勝。王女在君尊的住處極
其榮華。這裏的王女就是王后，表徵召會；這說出榮耀的
召會是以基督為君尊的住處。眾童女要進入王宮，說出當
我們以基督為住處，我們就成為祂的住處；至終這相互的
住處成為那表徵新耶路撒冷的王宮（啟二一3，22）。

在詵篇四十五篇一至八節，詵人因作王之基督的佳美和
得勝而讚美祂。在撒但和墮落的天使眼中，基督是腰間
佩刀，大有尊榮和威嚴的大能者。無論地上情形如何，
列國在作甚麼，基督都得勝的坐車前往；從祂升天那日
開始，直到祂在得勝裏回來。祂的右手施行可畏的事，
包括釘十字架、復活和升天；祂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
可畏的。詵人也因作王之基督的國而讚美祂。基督是
神，祂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祂國的權杖是正直的。基
督也是王，祂愛公義，恨惡邪惡，父神用歡樂的油膏基
督，勝過膏祂的同夥。

在詵篇四十五篇末了，詵人藉著讚美王的子孫，就是祂的
後裔，而讚美作王的基督。『你的子孫要接續你的列祖；
你要立他們在全地作首領』（16）。『列祖』表徵基督在
肉身裏的先祖；『子孫』表徵基督的得勝者，作祂的後
裔；『首領』表徵基督的得勝者，與祂一同作王，治理列
國。惟獨作王的基督同祂的得勝者在地上掌權，纔能解決
今天世界的問題。至終，基督的名要被萬代記念，並永遠
得著眾民的讚美。
摘自《臺北市召會週訊》

此外，詵人因作王之基督美德的甜美而讚美祂。祂的衣
服，都有沒藥、沉香、桂皮的香氣。衣服表徵基督的行
為和美德；沒藥和沉香表徵祂死的甜美；桂皮表徵基督
復活的馨香和驅逐的能力。而憑基督復活的大能，經歷
祂釘死的路，乃是藉著在我們靈裏的那靈自己。象牙宮
中有絲絃樂器的聲音，使祂快樂。宮表徵眾地方召會；
象牙是一種像骨的物質，表徵基督的復活生命；絲絃樂
器表徵讚美。眾地方召會在主眼中是美麗的，是祂的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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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列 從黑社會到教會（一）

我今年 22 歲，從小就沒有父親，但現在我已得救了進

去教會阿們詴詴看吧！
一年前我的家人從和平東路遷到萬芳社區，想要讓在台
入了神的家，有了阿爸父神，祂給了我所有的愛與需要。
中租屋的我，回家後能脫離吸毒的環境，而主早已為我
們預備好了教會。
中輟、毒癮、黑社會的人生
國小時就非常的調皮好玩，不喜歡讀書，讓母親成為學校
就在我們家的樓下。今年元月我第一次走進教會。那時
的常客。母親最怕的就是接到校方的電話。高年級我已開
還有幻聽的情況，有一個聲音一直呼喚著我，要我敞
始與國中生群毆與鬼混，以至國中讀了一年就已被幫派吸
開，不要想太多，於是我就跟母親說，我想到樓下鄰居
收，成為販毒的工具。我進入了幫派，染上吸毒與販毒的
陳阿姨的教會去阿們！
惡習。在家中我排行老么，卻成為家中的頭痛人物，母親
陷入人生苦境，沒有一晚可以安睡。
就這樣，第二次去的主日我就受浸得救了，施浸的弟兄
安慰我不要害怕身上的刺青，因為會穿上受浸衣遮蓋。
中輟時期藉著中介的社會輔導基構，我接受社工人員等熱
我不習慣禱告出來，弟兄要我詴詴說出聲音，沒想到我
心基督徒的關心與照顧。牧師帶領學生們讀聖經，我開始
一禱告就向主認罪悔改，淚水不停的流。待續…
對主耶穌有一個初步的印象。但黑社會的吸引，物質多金
的誘惑，讓我又三進三出該機構。當兵時在左營服役身為
摘自《水深之處福音網站》
海軍陸戰隊的一員，提早入伍想要擺脫黑社會的生活，熟
料，就在去年退伍後不久，與朋友在 KTV 酒醉誤闖包箱，
與日籍客人發生嚴重的肢體衝突， 以致於被對方訴訟。
我實在是不知道人生要如何走下去…

系 列

帶領家中聚會的關鍵

目標確定──福音化全世界
有些聖徒因為年長，無法出外叩門，卻也關心新路實行
的果效，他們擔心年輕人到人家中聚會，給人施浸，會
不會太草率。然而，主的祝福是遠超我們所求所想﹔我
有把握和信心，這的確是神所命定並祝福的正確之路。
只要我們的目標確定，要福音化世界，先福音化台灣，
要福音化台灣，先福音化台北，然后我們的路正確，深
信完成神經綸的目標乃是指日可待。
工具──話與靈
…照我的研究，無論作什麼事，都得有工具和方法，缺
一不可。工具很清楚有兩項，就是神的話──聖經，和
神的靈…要帶領家中聚會，首先需要裝備、積蓄主的
話﹔不僅要讀聖經，也要讀主恢復中的屬靈書報，好幫
助我們認識神的經綸、三一神的分賜、人生的奧秘等。
帶領家聚會的第二個工具是聖靈，也就是主自己。今天
屬世的宗教，不是有邪靈就是沒有靈﹔但我們有聖靈。
神就是靈﹔神聖三一的第三者就是靈﹔主耶穌這位聖
子，經過死與復活，化身成為靈。總其成來說，神引領
我們，乃是作為這樣一位靈，實實在在的在我們裏面…
當我們愛主，與主聯結，親近祂，與祂交通，讀祂話語，
並且恨惡罪，受玷污就認罪時，這位是靈的主就與我們
同在。祂與我們是一，在我們裏面，與我們一同說話、
行動。這樣，當我們去叩門，帶領家中聚會時，我們首
先該相信，我們說話就是主說話，我們供應時主就運行。
同時，我們也要禱告，求主在我們的說話中說話，祂說
話我們才說話。

作法──禱告與唱詵
…說到禱告，我們只要一進到聚會裏，就當禱告，也要
帶領別人禱告﹔然而並非例行公事或虛應故事的禱告。
說到唱詵，可能我們沒甚麼音樂才能，唱起詵來也都荒
腔走板，但這無關緊要，要緊的是我們必須唱詵。禱告
和唱詵，乃是帶領家中聚會必備的方法。
在這兩個作法中，有一個秘訣，就是要在靈裏癲狂。禱
告要癲狂，唱詵也要癲狂。我們出去帶領家中聚會，必
須是一個癲狂，如同酒醉的人，被新酒灌滿，被聖靈充
滿。這需要我們平常就是一個禱告、讚美的人。不要在
乎環境，不要受環境限制。
我們是個在靈裏癲狂的人，才能帶領人在靈裏癲狂。若
要帶人禱告不呆板，就必須有癲狂的禱告，而不是老生
常談的禱告。我們必須像保羅那樣，如同瘟疫，能鼓動、
傳染人﹔（徒二四 5﹔）滿身是“細菌”，一接觸人，就
把細菌傳到他身上，叫他也癲狂。我們是這樣的人，去
帶領家中聚會，就會使他們成為同樣的人。這就脫開基
督教，把基督教的風俗完全揚棄，使家中聚會滿了對神
的享受，滿了主的同在。
摘自<<牧養主的羊>>,第十七篇、
如何藉家中聚會照顧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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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開家的功用

請記得，當我們說到“打開家”，或說到“在家中的
召會生活”時，我們不是要說與“聚會”有關的事。今
天，我們說“打開家”或“在家中的召會生活”，主要
是 為 了 四 件 事 ： 第 一，禱 告（Prayer）； 第 二，顧 惜
（Care）； 第 三，分 享（Share）； 第 四，結 果 子
（Bear）。這 非 常 容 易 記 ： 禱 告，顧 惜，分 享，結 果
子。我們打開家作什麼呢？就是作這四件事：禱告，顧
惜，分享，結果子。
在約翰的著作裡，我們看見四件叫我們喜樂滿足的事。
約翰十六章二十四節說，“向來你們沒有在我的名里求
什麼，現在你們求，就必得著，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
足。”顯然的，這與禱告有關。約翰十七章十三節說，
“現在我往你那裡去，我還在世上說這話，是叫他們裡
面充滿我的喜樂。”這與顧惜有關。約翰一書一章三至
四節說，“我們將所看見並聽見的，也傳與你們，使你
們也可以與我們有交通；…我們寫這些事，是要叫我們
的喜樂得以滿足。”這與分享有關。約翰十五章八至十
一節說，“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這些
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可以在你們裡
面，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這與結果子有關。

換句話說，我們打開家、在家中過召會生活，主要是作
四件事：禱告、顧惜、分享、結果子，其結果就是叫我
們的喜樂可以滿足。你願意你的家成為一個喜樂滿足的
家嗎？你的家有五個睡房算不得什麼，有三個車位的車
庫算不得什麼，有五英畝的林地也算不得什麼。唯有神
才是一切。你的家必須讓神“居住並運行其中”，才有
真實的意義。
你的家不是光為了周五晚上的一場聚會而已，你的家乃
是為了結果子。當新人來到你的家，“入侵”你的客
廳，“入侵”你的飯廳，“入侵”你的臥室，你就能結
出常存的果子，並且你的喜樂要得著滿足。我盼望，我
們家家都能經歷神所應許的“喜樂滿足”；更盼望，主
恢復裡的家都能為神的福音打開，為人禱告、給人顧
惜、與人分享、並結果子，好叫全地的每一個城市都被
神充滿。
余潔麟弟兄
於二〇一一年九月三日
給西谷眾召會的交通

消 息 泰國開展報導

泰國位處中南半島的中心人口約有六千六百萬，其中
百分之九十八為佛教徒。長久以來，此地的福音備受根
深蒂固的佛教勢力抵擋。然而，眾召會仍堅定持續的為
著主在泰國的權益禱告。
今年三月，八位台灣福音工作全時間訓練學員奉差遣來
到泰國，配搭開展蘭實(Rang Sit)和華欣(Hua Hin)兩
地，預計於兩個月后成立召會.泰國同工們亦積極配
合，將十三位通曉台語的全時間者及訓練學員納入開展
隊中。在三月底的台南特會中，兩個開展隊都豪邁的宣
告，要在兩個月內各帶一百人受浸得救,並且得著二十
位新人穩定在主日聚會中，這樣的宣告衝擊了與會的每
一位聖徒。為此，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禱告再禱告, 並發
出信心的呼喊:“主阿，在泰國證明你福音的大能和得
勝，使這異教之國，成為我主和主基督的國!”於是主
讓我們看見，這次的開展乃是由祂起頭，這不僅是為着
福音化泰國，更是一場福音化中南半島的前哨戰;祂所
要成就的，必定遠遠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隨著開展隊的駐紮，泰國眾召會的聖徒們備受激勵，一
同實行神命定之路，週週都來到開展地配搭。隊員們也
奉獻自己，將泰國、中國、台灣文化，甚至以往受的成
全都擺在祭壇上，深怕自己限制了主的行動。我們向主

要高度的同心合意，使我們作身體的工作，與主同寫泰國
的開展史。由於這樣的奉獻，一切的不可能都變為可能。
不到五週，兩隊果然各帶了一百人以上受浸得救。回訪新
人時，新人不在，他的家人卻得救了;向路人問路， 路人
就得救了。主實在使我們重溫了台灣剛開始實行新路時的
新鮮和祝福，也經歷了聖靈水流的澎湃!
短短兩個月，两地的開展隊員共帶了三百七十九位受浸得
救，而蘭實和華欣召會也在五月二十二日及二十九日相繼
成立。同時，曼谷召會的聖徒也受到激勵，起來在當地叩
門。五月初，隨著這道開展的水流，曼谷和香港的全時間
訓練學員也分別在曼谷的四區、Bangsoutong召會以及寮
國，柬埔寨兩國，與當地聖徒配搭，另外又帶了三百多人
受浸得救!在這次行動中,我們看見李常受弟兄二十五年前
的夢已開始應驗- 五十萬的少年英雄在全地叩門，正口門
時，主耶穌就回來了!我們信在這末後的日子，主的行動
是七倍加強的，這樣的工作只是開端，主還要在中南半島
成就更大、更大的事!
劉喜光弟兄
摘自<<美地季報>>,第二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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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項

1

我心裏湧出美辭，講說我論到王的作品。我的舌頭是快手的筆。2 你比世人更美，

你的嘴脣滿溢恩典；所以神賜福給你，直到永遠。(詵篇 45:1~2)

禱
告
事
項

1. 為著在各個小學、中學、大學、職場福音小排聚集代禱。願聖徒們起來關心這事，為這事禱告，
甚至擺上自己，得著更多青年人。
國語 — 砂大國語小排
小學 — 四小
職場 — 醫務人員(醫生，護士，藥劑師，
中學 — 晉中，一中，SMK Batu Lintang,
SMK Arang, Lodge School
醫學院學生)
大學 — 砂大，師訓，Swinburne, Segi, Unitar
2. 為著本週末姊妹成全訓練禱告。
3. 為著各會所、區、排、個別聖徒的情形和需要禱告。

追求
進度
本
地
報
告

1. 本週“舊約恢復本經文及註解”共同讀經進度：根據讀經進度表第四十三週。
2. 本週“詵篇” 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31~32 篇。
3. 本週繼續追求“詵篇結晶讀經”晨興聖言 第七週。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 24/10/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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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晉市召會小六生一週成全訓練報名已截止，請各區/兒童排的服事者盡速將填妥的報名表格及費用交
到辦公室。
4. 小六生一週成全訓練事奉交通
日期/時間： 26/10/2011(週三)晚上 7:30pm
地點： A105 會廳
對象：各組配搭服事人位(伙食、寢室、整潔、活動組)以及所有參與配搭的小牧人。
5. 姊妹成全訓練(五)
日期： 29/10/2011(週六)
地點： A107 會廳
備註：因這是訓練，聚會五分鐘前請就座。
6. 晉漢省大專擴大核心團生活相調通啟
日期/時間： 07/11/2011(週一)10:00am~1:00pm

外
地
報
告

1. 四個月短期成全通啟
日期： 03/01~03/05/2012

時間：第一堂： 5:00~6:30pm，晚餐： 6:30pm ；
第二堂： 7:15~9:00pm

地點：邱昌耀弟兄家

地點：在檳城的召會會所

報名截止日期﹕30/11/2011

2. 2011 年冬季訓練通啟
日期/時間： 26/12(週一)下午 4:00pm 開始至 31/12/2011(週六)晚上 9:30pm 結束。
地點：美國、加州，安拿翰水流職事站園區
報名截止日期﹕01/11/2011
3. 在馬來西亞的相調特會通啟
日期/時間： 23/01(週一)晚上 7:30pm 開始至 25/01/2012(週三)中午結束。
地點：西馬、梳邦再也 Summit Hotel Subang USJ
 備註： 報名相關詳情，請到 A 一樓佈告欄查閱。

其

1. 請三會所五區(3—5)服事餅杯的聖徒們今天安排時間來會所作大約 100 片小餅及幾片中餅。
2.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它

日期

主日早上 (30/10)

週一晚上 (24/10)

週二晚上 (25/10)

3－1

六會所

1－1

會所/區
3. 財務報告(2011 年)
月份

承上月結存

300,399.31
九月
4.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收入

支出

結餘

56,653.15

61,484.92

295,567.54

會所/區

會所/區

會所/區

會所/區

6 － 1 及 1 － 1、8 區
2－1區
5.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3－8區

4－1區

5－8區

會所/區

十月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23 日

四會所

六會所

十月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30 日

二會所六區

五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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