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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希西家這個人及其失敗的實例

以賽亞書頭三十五章，說到神對祂所愛的以色列愛的

我們都需要有與主同在之隱密、隱藏的生活，就是裏面

懲治，並祂對列國公義的審判，好叫祂的選民轉向祂，

面前，卻沒有隱藏在自己的深處，這樣的基督徒是沒有

使受造之物得復興，並帶進包羅萬有的基督；至此一切

根的，是經不起試煉、經不起試探的。因著希西家向巴

人、一切事都被神解雇了；基督這惟一合格者已經來

比倫人暴露 他的一切所有，因此他的一切財富都被奪

到！在三十六至三十九章，以賽亞給我們一個實例，就

走；這給我們看見，我們向別人顯揚多少，自己就失去

是猶大王希西家這個人。以賽亞給我們看見，像希西家

多少；我們展示在人面前的有多少，所失去的也就有

這樣一個被設立在神的國裏作王，敬虔又禱告，並得著

多少。

深處隱密經歷主的生活。只將屬靈生命和美德顯在人

神以神蹟答應他禱告的人，至終因著他榮耀自己，只顧
到自己的利益，就失敗了；因此，他最後也被神解雇了。 希西家的自私由三十九章五至八節，他如何回應以賽
亞對他所說的話顯示出來。猶大國實際上是神在地上
希西家是最好的王之一，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的國，希西家不該視之為自己的國；希西家喪國是小
信靠祂，緊聯於祂，並且謹守祂的誡命。希西家王是個

事，但神的國喪亡是大事。希西家沒有為神和神的國著

敬虔的人，有像神的行為，但他內裏和構成上並不是屬

想，甚至也不在意自己的子孫；他完全是為著自己。

神的人；他開頭與主同在的生活是積極的，末了卻是消
極的。

希西家失敗的因素包括：一、按肉體顯揚他所有的；
二、不儆醒；三、沒有尋求主；四、沒有禱告；五、沒

當希西家王聽見亞述軍長褻瀆的話，就撕裂衣服，披上

有考慮到他行動的結果；六、只顧自己，不顧神在地上

麻布，進了耶和華的殿；這指明他是個敬虔的人。但耶

的國。

和華說，祂不是為希西家的緣故，乃是為自己的緣故，
又為大衛的緣故，必拯救耶路撒冷；這話揭示，希西家

我們既蒙了這實例的光照，就需要花時間在主面前，問

在神眼中不是一個有分量、有價值或寶貴的人。

問自己要作怎樣的人。我們必須學著說，『主，我不要
作甚麼人；只願一無所是。我要你作我的人位和我的

希西家又為自己的健康尋求耶和華。主在回答希西家的

生命，讓你活在我裏面，使我能活你。我若要有所作為，

禱告時，自稱是『你祖大衛的神』；這指明在神面前，

就是要作這樣的人。』我們若都有這樣的禱告，主的恢

希西家沒有甚麼功勞。神只延長希西家十五年壽命，這

復就會有大的復興。

啟示在神眼中希西家不是一個可信託、能完成神定旨的

(摘自台北市召會週訊)

人。希西家在最後的十五年裏，犯了極嚴重的錯誤，導
致神在地上的國喪亡。
希西家將他的寶庫、整個軍器庫、和他所管治全境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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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神恨惡人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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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與祂相遇
《

殤河》主筆蘇曉康，六四民運後流亡海外，妻兒

千辛萬苦輾轉到美國，與他團聚，一場車禍卻把妻子
撞成了癱瘓。妻子復健期間，他在面對絕望、無助和
掙扎時寫道：『人在多大程度上能主宰自己的命運，
此時對我已成一種滑稽。

造物者之奇妙，人無法測知；祂把人造得很『渺
小』，卻把人放在一個『無垠』的宇宙中。然而，
祂把人的心靈和智慧，造得很宏大，以致人可以不
被呎尺所限。人能想像、構思、領會、體認大如宇
宙，小如微粒子之範圍。當人宏觀的看大，又微觀
的看小之時；惟一的答案，是蘇曉康所說的『一無

…我們曾是那樣自信於「修復」國家、民族、社會、

所憑』。因為除非了解造物者真正的心意，否則人

文明之病入膏肓的一類「人物」，臨到獨自面對一個

是沒有答案的。造物者在其造物之中的奇妙，乃在

人，和一個家庭的災難境地，除了天塌地陷之感，一

於祂所造的人，竟然可以領會、體認並相信祂。人

無所憑。…其實對奇蹟渴求最劇烈的，是我那惶亂如

可以在時間中，與祂相遇。

在無底深淵的內心，它於禱告的一瞬間有了著落。人

（摘自 www.lsmchinese.org）

之心底，真有一個自己也未曾相識的靈物，我在災難
中同祂相遇。』

造就系列
告訴祂

主耶穌是人頂容易把話告訴祂的一位。任何的話，

我絕望了。… 豈知，這樣的時候，正是你當親近主的

祂都讓人告訴祂。聖經記載主將話告訴人的地方很

世、太多情，或者說你太捨不得死人；祂知道你的情

多；但是，說人把話告訴主的並不多… 。一處在馬太

感，祂體會你的心腸。…當這時候，你與祂這樣親近一

十四章，是約翰的門徒將話告訴主。又一處在馬可六

次，要勝過帄常的交通幾百次。惟有這樣，你的生命纔

章，是主耶穌自己的門徒來告訴主。這兩處的經文，

能進步。你當把你的難處帶到主那裏，告訴祂。祂能安

時候，你可以把你的傷心去告訴主。祂不會說你太屬

給我們看見兩幅不同的圖畫：一幅
是傷心的圖畫，一幅是喜樂的圖畫。
一幅給我們看見，施浸約翰的門徒，
眼看他們的先生死了，遭了不測的

慰你，祂能扶助你。一個人如

我們有苦難；有喜樂；多少的
時候，我們需要有一個人，可

果沒有在主面前流過淚，沒
有將他一切苦樂的事都帶到
主面前與祂分一分，沒有將

慘禍，這是多麼悲哀的一件事！約

以讓我們把我們的愁苦或者喜

他祕密的事和主談一談，這

翰的門徒，把他們的先生埋葬了，就

樂告訴他；但是，沒有人是可

樣的人與主就沒有親密的交

去告訴主耶穌。另一幅給我們看見，

以告訴的…我們的主雖然大，

通，沒有親密的來往。…

主的十二個門徒，奉差遣出去傳福
音，醫病趕鬼，這是十分快樂的一件

祂卻不輕看小事。

事，門徒也來告訴主 …。從這兩段
聖經裏，也可以看出主對於我們的同情 。… 我們有
苦難；有喜樂；多少的時候，我們需要有一個人，可
以讓我們把我們的愁苦或者喜樂告訴他；但是，沒有
人是可以告訴的 … 我們的主雖然大，祂卻不輕看小
事。…
有的人，把死人埋葬了以後就說，我的一切都完了，

…有許多人遇到困苦的時候
就祈求主，但當歡喜的時候

也禱告的能有幾人呢？人悲傷時，自然會祈求主幫
助；喜樂時，卻容易忘記告訴主。…我們的主樂意聽我
們悲傷的事，也樂意聽我們喜樂的事。祂是我們可以把
任何的事都告訴祂的主。我們既有這樣的一位主，何不
把我們內心所有的隱衷都來告訴祂！
（原刊於『講經記錄』第三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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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消息
台北市召会弟兄们交通感言

神经纶的目标就是要得着基督的身体作神的彰显，基

致，姐妹们爱主，我们如何让姐妹们合适的尽她们的功

督身体具体的彰显就表现在地方上的召会。召会有其内

用？三，会所的运作。有感古晋召会实行会所制三年之

在的实质和外在的表显；召会内在的实质乃是生命，而

久，是该让会所有更大的自由空间来发挥。弟兄们说，

外在的表显就是召会生活。作为正常的基督徒，我们需

大召会的治理，乃是“分而合治，分层负责”。“分”

要基督作生命和生命的供应，也需要事奉来丰富召会生

带进繁增，“合”带进向心。生养教建尽量“分”，成

活并扩展召会。

全训练及事奉带领尽“合”。

这次与台北市召会弟兄们的交流感触良多，也引发思考

圣徒们，2010 年已近尾声。一面我们还是感恩，从岁首

有关古晋召会目前的光景。近年，圣徒们在追求主话并

到年终，神真是施恩于我们，眷顾我们，若不是祂的保

享受生命的事上的确有长进有拔高。弟兄姐妹对这分时

守与祂大能的托撑，我们会在那里呢？另一面，此时此

代职事的说话愈过愈有珍赏，追求主话愈普遍并有繁

刻也该是我们检讨的时候，我们满意于目前的光景

增，感谢主。然而，召会生活的喜乐仍有缺如，因为圣

吗？我们满意召会的情形吗？我们满足于圣徒们的属

徒们的事奉与繁增却没有明显的进步和增长。

灵情形吗？

有感目前主恢复的真理与生命达到高峰，福音与开展却

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就是时候，愿我们都起来，一同

未能有所突破，至少古晋召会是有这样的情形。听听台

来寻求神，求神怜悯我们，求神指示我们前面的路。

北召会弟兄们的见证和分享，觉得那里的圣徒们已经走
出一个格式，作出一个模型，就是正常的召会生活与事

大卫王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帄安。耶路撒冷阿，

奉。读者们，若这是对的˴正的，我为何不敞开心，诚心

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帄安，愿你宫内兴旺。因

向人讨教学习？或许路就在这里了！

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帄安在你中间。因耶
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好处。”
（诗篇 122 ：

有三个点小子引发深思：一，召会的小排和小组的架

6-9）

构。弟兄们题到一区三排，一排三小组（活力排）的架
构，这是召会持续繁增的模式。有感古晋召会小排聚会

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祷告罢。

已经老旧且形式化，失去了照顾与牧养的功用。活力排

（王焕卿弟兄）

（小组）的生活更是少之又少，召会怎会有力量繁殖扩
增呢？二，姐妹在召会中的角色。召会人口 1/2 至 2/3
是姐妹，有感古晋召会姐妹们的事奉力量尚未发挥极

大卫王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阿，爱你的人必
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
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
好处。”（诗篇 122 ：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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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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四十八週。
2. 本週“創世記”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107~109 篇。
3.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本週繼續追求“以賽亞書結晶讀經”晨興聖言第十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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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1/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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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會所集中擘餅聚會
日期/時間﹕05/12/2010(主日)上午 10:00am

地點﹕B 二樓大廳

外地報告
1. 紐西蘭、威靈頓召會20位大專聖徒(包括服事者)來訪
來訪日期﹕06~09/12/2010 (週一至週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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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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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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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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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婚聚會通啟
劉恬妃姊妹與張明霖弟兄(五會所)將於 05/12/2010(主日)上午 11:00am 在 B 二樓大廳有結婚見證
聚會。會後在 A 棟大飯廳備有自助餐招待。
2.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05/12)

週一晚上 (29/11)

週二晚上 (30/11)

會所/區

1－2

一會所

3－1

3.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4. 各會所/區扶持倫樂、石隆門時間表
05/12

12/12

6－4 及1－2、3區

日期
地方
倫樂

六會所

二會所集合

2－2 區

石隆門

－

五會所

會所/區

3－6 區
4－2、4、區
5－7、8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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