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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大光

創世記一章三節裏物質的光，豫表基督是真光，是為
著新造之屬靈的光（林後四 6）。光是產生生命所必需
的；那裏有光，那裏就有生命。在創世記，光是為著舊
造，但在約翰福音，光是為著新造；舊造是藉著物質的
光產生的，新造是藉著基督作屬靈的光產生的。

兒女，也是光的兒女；我們不僅是光的兒女，並且就
是光本身，因為我們在主裏與神是一。光的果子是在
於一切的善、義、真實（弗五 9）。那是『善』的父
神，是光之果子的性質；『義』指子神，因為基督照
著神義的手續，成就神的定旨；『真實』是果子在光
中的彰顯，是指靈神，因為祂是實際的靈。

神聖的光是神彰顯的性質；這神聖的光在神聖的生命
裏照耀，也是神聖真理的源頭。那在神聖生命裏照耀並
產生神聖真理的神聖之光，具體化身在神成肉體的主
耶穌身上。

敬畏耶和華並聽從祂僕人聲音者，當信靠耶和華，好
使他行在暗中而有亮光。那些為自己造光，並行在自
己所造之光裏，而不是行在神的光中的人，必落在悲
慘之中。這對我們是警告，叫我們行在神所賜的光

基督是大光，為著照耀在黑暗裏，並使人從捆綁中得著

中，不行在為自己所造的光中；我們當操練『來罷，

釋放；基督是大光，真光，生命的光，那獨一的光；離

我們在耶和華的光中行走』（賽二 5）。

了祂，就沒有光；我們要有真光，就必頇在經歷上有基
督；我們只有在基督的光中，纔會見光。基督是大光，
照亮行在黑暗裏的人，以及住在死蔭之地的人；基督
是光，成為神的救恩；祂這大光照耀在我們身上，就是
我們的救恩。基督裏面的照耀，就是祂的拯救，使我們
脫離死亡的黑暗。基督這大光照在神的子民身上，將他
們從黑暗的捆綁中釋放出來，折斷他們身上的軛，並且
毀滅他們的仇敵，連同仇敵的軍裝。

在基督裏的信徒就是國度的子民，是照亮的光，猶如
城立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這光不是指單個的信
徒，乃是團體的城建造成一個實體，照亮周圍的人。
城就是光；沒有城，就沒有光。我們要成為照耀的
城，就必頇保守一，並且保持是一個實體，一個團體
的身體。我們若要成為這座光的城，就要被建造成為
基督的身體；與同作信徒的人建造在一起。這是主
根據神聖三一之神聖的一，對祂忠信尋求者至上並

以賽亞九章二節的豫言應驗於馬太四章十六節。當基

最高的要求；與同有分於神聖生命的人建造在一

督來到加利利時，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見大光；基

起，是照著神永遠經綸追求基督之人最高的美德。至

督的職事是憑屬天的大光開始；主的教訓就是大光的

終，這座光的城要終極完成於聖城新耶路撒冷，並且

照耀。在以賽亞九章一至五節，我們看見基督徒的生

列國要藉著城的光行走。

活，有對基督這大光的享受；藉著祂的照耀，祂拯救我

(摘自台北市召會週訊)

們，折斷我們所負的重軛和肩頭上的杖，以及欺壓我們
之人的棍。基督蒙耶和華所召，作外邦人的光。基督是
那真光，照耀在世上，照亮每個人；基督是神聖奇妙的
光，開瞎子的眼，拯救神所揀選的人脫離死亡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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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為外邦人的光，叫祂施行神的救恩直到地極。

福音系列

2

外地消息

3

造就系列

2

報告事項

4

我們從前是黑暗，但如今在主裏面乃是光，行事為人就
要像光的兒女（弗五 8）；神是光，所以我們這些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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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心的故事

一位焦急的父親，為著接兒子放學，連闖了幾個紅
燈。
兒子上車後說：『爸，我今天買了兩塊橡皮，五塊錢
買的，能擦掉我用鉛筆寫錯的字；十塊錢買的，能擦
掉我用原子筆寫錯的字…』

剎那之間，一個從來沒有被問過，也是乎是沒有答
案的問題，在他腦中閃過-是的，多少錢買的橡皮，
才能擦掉你、我做錯的事？
聖經約翰一書一章九節說，『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
我們一切的不義。』
（摘自 www.lsmchinese.org）

造就系列
阿們的意義

阿們（Amen）原是希伯來文，意思是信實的、真

給在老底嘉的召會的使者，說，那阿們，那忠信真實

實的、確實的、確定的、堅定的、穩固的、可靠的、 的見證人，那神創造之物的元始，這樣說」。主對她
稱自己是那為阿們的，意思是說主耶穌是那位堅定、
是的、誠心所願、但願如此。
可算、永不改變的。當我們說阿們時，就是說基督的
我們的神是阿們的神：申命記七 9 ：「所以你要知

名字，就是說出了基督。

道，耶和華你的神是神，是信實的神，向愛祂、守祂
誡命的人守約並施慈愛，直到千代。」以賽亞書六十

主耶穌說阿們阿們：主在地上時，每當啟示一個新

五 16「這樣，在地上給自己祝福的，必憑信實的神給

的真理，或一個嚴肅的宣告，總是以阿們阿們開頭。

自己祝福；在地上起誓的，必指信實的神起誓。…」 在約翰福音中主說了二十五次阿們阿們，中文都繙
我們的神是阿們的神，是信實、可靠、真實、不變的 作實實在在。比如三 3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
神。宇宙中再沒有第二位配稱為阿們的，惟有祂是阿

（阿們阿們）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

們的。

國。」

神的話是阿們的：詩篇十九 7 ：「耶和華的律法完

阿們的應用：無論在舊約或新約，都多次記載著個

全，能甦醒人的魂；耶和華的法度可靠，能使愚蒙人

人或眾人說阿們。阿們的應用是在於「說」：不單心

有智慧；。」一一一 7 ：「祂手所作的，是真實公平；

裏說，還要口裏說。阿們絕不是宗教儀式中一項機械

祂的訓辭都是確實的。」神的法度和訓辭都是阿們

化的動作。在個人禱告，默想、與主交通之時〃靈裏

的。祂的警告與應許也是阿們的（何西阿書五 9 ；以

受了感動，或在聚會中聽到人的禱告、讚美或交通，

賽亞書五十五 3）。哥林多後書一 20 ：「因為神的

靈中起了反應。口中都會不自覺的說阿們。說阿們乃

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裡都是是的，所以藉著祂， 是深處與深處、心與心、靈與靈的響應。藉著說阿們，
對神也都是阿們的，好叫榮耀藉著我們歸與神。」神 禱告者的祈求和願望成了你的祈求和願望；敬拜者
的話是最確實、最實在的。神的應許不論多高多難， 的感謝和讚美也成了你的感謝和讚美。藉著說阿們，
在基督裏必都完全成就，所以都是阿們的。等到神的 把說話者與聽話者的心與靈溝通了。藉著同聲說阿
應許在我們身上完全成就之日，就是神在我們身上

們，全體會眾都在一個靈裏融合為一了。此外，說阿

得著完全榮耀之時。

們也表示同意、接受、順服。對神的話說阿們，就是
接受並順服神的話。

基督被稱為「那阿們」：啟示錄三 14 ：「你要寫信

（文字組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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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消息
青職戶外相調聚集預告
日期： 2011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2 日（週六至週一）

事處報名並繳費。名額一滿就不再接受報名。

時間：週六 7:30 AM 從會所啟程；週一 5:00 PM 回

注意：所有參加者，包括滿月的小孩都需要報名。

到會所

（一個單位，一張報名表格）。

地點： Hilton Batang Ai 渡假村

費用：六歲以上的參加者（成人）需要付全費；六歲
以下的參加者（小孩）只需要付 RM40 的

對象：主要是為青職聖徒與服事他們的家庭。其他
聖徒也可以報名，然而此報名名額有限。

遊覽車費；父母抱著的孩子（一歲以下）

報名：凡願意參加的，請在十月 25 日開始到會所辦

不需要付任何費用。

A

B

C

Standard Room（一個雙人床或兩個單人床）

房間類別
房間許可成人人數

兩位成人

房間許可小孩人數

不超過兩位六歲以下的小孩（免費住宿與膳食；但要報名）

冷氣遊覽車

所有報名參加者都有位子（一歲以下的小孩需要父母自己抱著）

渡輪

所有報名參加者都有位子

渡假村膳食（五餐）

所有報名參加者都有週六晚餐，主日三餐，週一早餐（都是自助餐）

路途膳食（兩餐）

啟程與回程將提供午餐（一餐為便當，另一餐在斯里阿曼享用）

聚會廳

晚上有擘餅聚會與相調聚集

其他

團體活動，相調手冊，小組詩歌相調聚集

費用（每個成人）

三位成人

RM310

RM280

四位成人

RM250

外地消息
秋季赴日暨 鄉鎮開展報導
踏上日本，豫備爭戰

赴日本的開展隊共三十二人，已於仅今年十月十四

不僅願意萬人得救， 並且完全認識真理。在高齡化

日抵達日本，用完餐後，隨即於晚上有一榮耀聚會。

的日本社會中，召會也正在高齡化，急切需要注入大

聚會交通到這次開展的負擔，需要恢復享受基督、基

量的新血。因此，我們實在需要為着召會的建造，得

督身體的一以及各肢體盡功用。盼望眾聖徒都能一同

着大量的青年。

投入開展水流中，使主在日本的見證得以擴展並繁
增。盼望日本各地的聖徒們都能有分，讓主的行動不

憑神能、得青年、同牧養、被建造

僅是一個火種、火把，甚至要燒著全日本成為火海，

在日本，每天有一百人死於自殺，這些人也是神所愛

使主的話在這裡擴展，門徒數目大為繁增。

的，但他們卻是貧窮的。所以我們要去宣揚禧年，使
日本的青年人，得釋放、得復明、得自由。我們不只

主話擴展，五十讀經小組；東京青年，個個成神王子

是要得着一班蒙救贖的青年，我們還要藉着家聚

我們這次去，以日文聖經恢復本為材料，以神命定之

會、小排聚會，成全青年人成為愛基督愛召會的人。

路為藍圖，去『恢復』主在日本的見證。在東京，我

為此，我們要與當地的聖徒有同心合意的配搭，使主

們每人每天至少要有一組讀經小組，週週要有五十組

建造祂的身體。

讀經小組。藉着將人帶到主的話中，給人固定的牧養，

（摘自 http://fttt.org.tw/gospeljapanmap）

而將人帶進召會，在身體中得着顧惜、餧養。因為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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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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四十三週。
2. 本週“創世記”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95~97 篇。
3.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本週繼續追求“以賽亞書結晶讀經”晨興聖言第六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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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0/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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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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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餅杯服事：一會所
兒童照管服事：二會所
車輛指揮服事：四會所
招待服事：五會所
會所巡邏服事：六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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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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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
１. 結婚報告
一、黃俊憲弟兄與 Sr. Fedora Ong 已於 10/10/2010 (主日) 在新加坡結婚，謹此告知眾弟兄姊妹。
二、田詩琳姊妹與蔡啟豪弟兄已於 23/10/2010(週六)結婚，謹此告知眾弟兄姊妹。
2.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31/10)

週一晚上 (25/10)

週二晚上 (26/10)

會所/區

6－3

二會所

6－2

3.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會所/區

4. 各會所/區扶持倫樂、石隆門、哥漢時間表
地方

日期

24/10

31/10

6－4及1－8區

倫樂

四會所

2－5

2－3區

石隆門

五會所

六會所

哥漢

三會所

四會所

（林巧華家）

（王世純家）

3－1區
4－3、5區
5－1、9區

（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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