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 會
週 訊

古晉市召會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九期

古晉肯雅蘭張君光路，洛七三八七號

Lot 7387, Jalan Chong Kiun Kong, Kenyalang Park, 93300,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Phone: 6082-482258/335484. Fax: 6082-335445
E-mail: churchinkuching@hotmail.com. Website: www.churchinkuch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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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在祂釘十字架的階段裏

『祂誠然擔當了我們的憂患，背負了我們的痛苦；

，又受不公正的羅馬官長審判而被奪去，並被釘十字

我們卻以為祂受責罰，被神擊打苦待了。那知祂為我們

地被剪除，是因申言者之百姓，就是猶太人的過犯，

的過犯受創，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

受到他們所當受的鞭打。

平安，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賽五三4～5)。在申
言者的傳揚與耶和華的顯示裏，基督被啟示為釘十字架
的救贖主，為我們的過犯將自己獻上，以完成耶和華永
遠的救贖，使基督裏的信徒在基督的復活裏得與基督有
生命的聯結。一切成就在墮落之人身上的醫治，都是由
於主的救贖；祂在十字架上取去了我們的軟弱，為我們
成就了完全的醫治。以色列人在瑪拉的經歷描繪出，當

架。而與基督同時代的人，沒有人明白基督從活人之

『祂雖然未行強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祂與惡
人同埋，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賽五三9)。那些
釘基督十字架的人，打算將祂與兩個罪犯同埋；但神
在祂的主宰裏，至終使基督葬在財主的墳墓裏。以賽
亞書五十三章九節的『死』這字在原文為複數，表徵
『強烈的死，這死極其疼痛，就像一再的死』。

我們經歷基督的十字架，並過十字架的生活時，基督復

『耶和華卻喜悅將祂壓傷，使祂受痛苦。祂使自己成

活的生命就成為我們醫治的能力，主就成為我們的醫治

了為著罪的祭』(賽五三10上)。因基督為我們的罪孽

者。

被壓傷，撒但就能被踐踏在我們的腳下。基督擔當我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
的罪孽都歸在祂身上』(賽五三6)。當神在十字架上審判
耶穌時，祂將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祂身上，使耶穌那
時在神的眼中，成為惟一的罪人。基督作罪人的代替，

們罪的總和，作為贖罪祭和贖愆祭的實際。祂流了寶
血，使我們的罪得赦免，我們因著耶穌的血，得以坦
然進入至聖所，在此我們能享受神，瞻仰祂的榮美，
並接受祂的注入，為著神永遠的彰顯。

完成了代替的死，這死照著神的律法是合法的。逾越節

『祂將命傾倒，以至於死，且被算在罪犯之中；惟獨

的羊羔豫表釘十字架的基督；這羊羔的肉要用火烤，不

祂擔當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賽五三12下)。人

可喫生的或水煮的。用火烤，表徵基督在神審判的聖別

、神和基督，都參與了基督的釘十字架；人所作的是

之火下受苦。喫生的，表徵不相信基督的救贖，只把祂

殺害，殺死，但神乃是施行合法的審判，以基督為合

當作人類生活的榜樣，供人效法。喫水煮的，表徵把祂

法的代替者將祂殺死，使基督能為罪人完成代替的死

在十字架上的死，當作受人逼迫而殉道，並非為救贖而

。不僅如此，基督自己也甘願作這樣的祭；祂使自己

死。神藉著基督之血的法理救贖乃是手續，以達到神將

成為那祭（10中），並且為此將命傾倒。當基督釘在

基督作為生命分賜到我們裏面，作我們生機救恩的目標

十字架上時，祂被算在罪犯之中，又為罪犯代求，使

。

這過犯蒙神赦免。
(摘自台北市召會通訊）

『祂被欺壓，受苦卻不開口；祂像羊羔被牽去宰殺，又
像羊在剪毛的人面前無聲，祂也是這樣不開口。因受欺
壓和審判祂被奪去；至於祂那世代的人，誰想祂是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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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害，像羊羔被牽去宰殺，又像羊在剪毛的人面前
被剪而無反應。基督藉著先受假冒為善的猶太首領欺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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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見證，是我詩歌（一）

「這是我見證，是我詩歌，」（This is my story,

雖然經過很長的時間，她的禱告好像沒有蒙主應允，但
她一直向神祈求，一點不灰心。有一天，一個陌生人從
波士頓到這裏來考察，看見芬尼所寫的詩，覺得非常的

song）是『有福的確據』（Blessed 驚訝，所以就幫助她，在 15 歲入學於紐約州立盲人學
Assurance）這首詩歌的副歌，是芬妮‧克羅斯比（Fanny 校。
this

is

my

Jane Crosby）生命見證的代表作。

在學期間，芬尼得過 6 次詩作佳獎。畢業後留校任教

『謝謝你，謝謝你使我目盲』

11 年，教授英語文法、修辭學與歷史。38 歲時嫁給同

1820 年 3 月 24 日，
芬尼生於紐約普蘭鎮的一個窮苦家
庭。

是盲人的優秀老師阿斯泰，他們 45 年的婚姻生活非常
美滿。
芬尼一生能有豐富、精美的詩歌

才出生 6 個月，因感冒引起眼炎，再
被庸醫敷用錯了藥後，雙目變為全
瞎。當那位醫生因用錯了藥使她失明

創作，可歸納為幾個重要的原因

「神阿，像我這樣一個瞎

後，一直覺得很抱歉，但芬尼說，若

子，不會作什麼事，只要

是她能再遇見他，要對他說：『謝謝

你賜我一點事，我願全心

你，謝謝你使我目盲。』她從來不曾

全意去作……」

怨恨那位醫生，因為神作了一件奇

：
第一、她曾有清楚得救的經歷：
她 30 歲某晚在紐約百老匯衛理公
會會幕堂參加聚會，聽到以撒‧瓦
茲（Isaac Watts）所寫詩歌『痛

事，使瞎眼的她得看見神！

哉，我主身流寶血』（Alas, and

當芬尼的母親知道她的孩子將永遠無法欣賞這美麗的 Did My Savior Bleed）受感而到台前，接受耶穌基督
大地時，她告訴芬尼，在這個世界上有幾位有名詩人， 成為她生命的救主；並於 1851 加入成為紐約聖約翰
他們是盲眼的；有時候神剝奪了人身體上的機能，為 衛理公會的會員。從其詩作多處提到耶穌基督的救恩
的是 要讓人靈裡的見識，得到更完全的覺醒。
而知。
盲眼的人生中，並不缺花香鳥鳴

第二、她深信作詩的天分是神的恩賜：她回想母親帶

芬尼的祖母是一個認識神的姊妹，她的幫助和安慰是 她到紐約求醫診治，醫師宣判無望，回途乘小船，她求
難以形容的。她將芬尼抱在懷中，告訴她陽光是如何的 告神：「神阿， 像我這樣一個瞎子，不會作什麼事，
燦爛，月夜是如何的美麗，對星星的閃爍也詳加描述；
她指著雨後的彩虹，述說那是信實憐憫的神，向人立約
的記號。所以，在芬尼的人生中，並不缺花香鳥鳴。

只要你賜我一點事，我願全心全意去作……」以後她有
無窮靈感，一篇接連一篇的詩作產生，一生的創作的詩
歌竟達八千多首， 她回想起少女時的禱告，雖然那時
神並沒有具體說要給她什麼恩賜，所以她願將榮耀歸

芬尼的祖母更常讀聖經給她聽，並且告訴她說：『縱然 給神。
妳不能像我一樣，從書案上取出聖經來讀，妳卻可以將
神的話，豐豐富富的珍藏在心裡，它比一切的財物更寶
貴。』芬尼年少的時候，她可以背誦摩西五經、新約，
還有許多的詩篇、箴言、雅歌、路得記等。

待續
（摘自 http://www.facebook.com/luke54.org ）

神能成就人看為不可能的事
因為眼盲的緣故，芬尼不能進普通學校讀書，在遠處的
盲人學校，收費都很貴，絕非她這個窮苦的家庭所能負
擔的。但是芬尼從小知道信靠救主，在禱告中向主說明
她心中的願望。她相信神能成就人看為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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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教養小孩四件最重要的事
2.

天要練琴，我一看到她就說：「妳琴練了沒有？功課寫了

不要勉強栽培孩子成為李遠哲第二

沒有？」她看到我對弟弟都是眉開眼笑，對她就是「妳琴

不要勉強兒女參加太多的才藝班、補習班，免得他們的
心離主越來越遠；卻要從小鼓勵他們上兒童班，國、高
中聚會，趁年幼紀念主，一生愛主，蒙主保守。不要一
窩蜂的想把我們的孩子栽培成李遠哲第二，從小就要
設計他得諾貝爾獎。若是有那個天分還可以，若是沒
有，你把他打扁了，也是不行。

練了沒有？」她就受不了。
有一天我還沒有回家，她流著淚對我姊妹說：「媽媽，爸
爸對我的臉色不如從前了，他對弟弟都是那麼好，但對我
的臉色就非常難看。」我姊妹就安慰她說：「不會啦！妳
那麼大了，就快上高中了，所以爸爸很注意妳的功課。妳
小 的 時 候，爸 爸 也 是 那 麼 愛 妳

有的孩子說，我母親一週要上

呀！妳不要那麼想，弟弟還小，等

一個班，我一週要上五個班，又

他上學了，爸爸也是會對他那樣

是電腦班，又是陶土班，又是音

「為著自己肉體撒種的，必從肉

要求的。」我姊妹帶她禱告一下，

樂班、英文班、舞蹈班、跆拳班。

體收敗壞；為著那靈撒種的，必

她就得安慰去睡覺了。

那些班其實可有可無，但有一

從那靈收永遠的生命。」我們每

等我回來，我姊妹就把這件事告

帶到神的家中，一同來蒙恩，長

時刻都在撒種。你的微笑是在撒

訴我，我還開玩笑說：「對呀，連

大了參加國中聚會，也可以擘

種，你的怒氣也是在撒種，你的

餅了。一個區三、四十位聖徒聚

讚美是撒種，你的批評論斷也是

說：「你還不蒙光照！我都幫你

撒種

說 好 話 了，你 還 不 趕 快 認 罪 悔

個班一定要，就是兒童班。從小

會，國中生也可以作見證，而且
他們作的見證很叫我 們 受激
勵。…所以弟兄姊妹，要鼓勵我
們的孩子從小一起聚會，這樣
他們就一生一世安家在召會。

神 都 愛 兒 子 嘛！人 的 心 是 偏 左
的，心都會有一點偏。」我姊妹

改！」我就說我們來禱告。等到我
去睡覺，主就給我感覺：「你還要
向你女兒認罪。」我到我女兒床
前，她已經睡著了。第二天清早一起來，主又提醒這件事，

3. 父母的微笑是撒種 父母的怒氣也是撒種

我就到我女兒床邊說：「孩子，對不起，爸爸實在太關心

父母愛主，兒女自然愛主；父母愛錢，兒女自然愛錢；

妳的學業，結果對妳責備太過，請妳赦免爸爸。」我女兒

父母清心禱告，兒女就走上正道；父母批評論斷，兒女

一聽，眼淚就流下來了，說：「爸爸，我知道你愛我，可

就頑梗背逆。「為著自己肉體撒種的，必從肉體收敗

是你最近對我笑容很少，我要的只是你對我笑一笑就好

壞；為著那靈撒種的，必從那靈收永遠的生命。」我們

了。」結果我們兩個就一同禱告。感謝主，現在我看到我

每時刻都在撒種。你的微笑是在撒種，你的怒氣也是在

女兒就微笑，甚至就買一些珍珠奶茶給她喝。她是喝在口

撒種，你的讚美是撒種，你的批評論斷也是撒種，你若

裡，甜在心裡，她現在常說：「我爸爸很愛我。」不是要

一天到晚談股票，你的兒女也就會說「崩盤」、「股票

耍手段，乃是要蒙光照。（待續）

指數」，你若一天到晚愛主，你的兒女就會受影響。

林天德弟兄

另外，對兒女不能偏心。我實在受我女兒一次很大的光
照。我兩個女兒才差一歲，一個在這裡生的，另一個在
埔里生的。那時我爸爸還沒有得救，他會算命，他告訴
我說，我沒有生兒子的命。我一聽，嚇到了，很怕再生
又是女兒，所以就不敢再生。結果中壢的弟兄姊妹一直
幫我們禱告，終於生了一個兒子。隔了六年才生下來，
是我寶貝的「以撒」，寶貝的「約瑟」。我對他實在很
疼愛。後來女兒長大後，就有功課了，特別是大女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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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進度
1. 本週“舊約恢復本經文及註解”共同讀經進度：根據讀經進度表第十七週。
2. 本週“以賽亞書”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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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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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著本週末的大專特會禱告。
3. 為著本週末的青職相調聚集禱告。
4. 為著本週末在民都魯的英語特會禱告。

本地報告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 25/04/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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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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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Batang Ai 戶外相調
日期/時間： 30/04(週六)早上 7:00am 會所報到至 02/05/2011(週一)下午 5:30~6:00pm 回到會所。
地點： Hilton Batang Ai 渡假村。
5. 大專相調特會
日期/時間： 30/04(週六)下午 2:00pm-3:30pm(A104 會廳)報到至 02/05/2011 (週一)中午結束。
第一堂聚會是 30/04(週六)下午 4:00pm 開始。
地點： A105 會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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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kcity Everly Hotel
7. 學生相調特會
日期/時間： 27/05(週五)傍晚 6:00pm (A104 會廳)報到至 29/05/2011 (主日)中午結束
地點：會所 A107 會廳(暫訂)
對象：所有就讀中學以上的學生們及學生服事者。

其它
1. 財務報告(2011年)
月份

承上月結存
341,680.77

三月

收入
57,416.55

支出
47,439.91

結餘
351,657.41

2. 作餅服事--請六會所三、四區（6—3、4）服事餅杯的聖徒們今天安排時間來會所作大約 100 片小餅。
3.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01/05)

週一晚上 (25/04)

週二晚上 (26/04)

會所/區

1－3

四會所

6－4

4.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5.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會所/區

四月

24日

三會所

六會所

6－5、6、7及1－4、9 區

五月

01日

二會所二區

五會所

2－3 區
3－9 區
4－6、7 區
5－6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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