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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復興的時代以及基督作耶和華的苗與地的果子

在已過的永遠和將來的永遠之間有三個時代：

『地的果子』指基督的人性連同祂屬人的性情

舊造時代、新造時代、和復興時代。從神創造諸

生，出於地的人…。基督是地的果子，為使神聖

天與地到主耶穌道成肉身開始，這是舊造時代。

的生命在人性裏得著繁增與繁衍。神在祂自己

恩典時代是從新約開始，藉著主耶穌基督的恩產

裏，在祂的神性裏，是無法繁增的。人性是土

生新造。當基督第二次來，就進入復興的時代，

壤、地土，使三一神得以繁增並繁衍。

也就是來世。那時，神既不創造，也不產生新
造，而是作恢復舊造的工作。在復興的時代死亡
要受限制，並有豐盛的生命及許多讚美與喜樂。
復興的時代之後，整個孙宙就從舊的變成新的；
然後有新天新地同新耶路撒冷（賽六六22，啟二
一1～2）。

（賽四2下）。基督作地的果子，是由人血肉所

在復興的日子，基督作為地的果子，在那彰顯祂
神性華美和榮耀的人性裏，必成為神選民的誇耀
和光彩（賽四2下）。因著基督活在我們裏面，
我們有分於神聖的性情；不僅是屬人的，也是神
聖的。神聖的性情是我們的華美和榮耀。在恩典
的時代我們過一種生活，在神性一面彰顯基督的

以賽亞書啟示基督的許多方面，包羅萬有的基督

華美和榮耀，並在人性一面彰顯基督的誇耀和光

是神永遠經綸的中心和圓周，中心與普及。基督

彩（林前十31，腓一11，20）。

是三一神的具體化身，是孙宙中一切正面事物的
實際。神在祂經綸中的心意是要基督作一切；在
神眼中，除了基督，沒有一樣算得數。

以賽亞四章五至六節有基督成對的第二面—榮耀
遮覆的罩蓋和恩典覆庇的帳棚。第二對是第一對
的結果，是由第一對所產生的。因著基督是為著

以賽亞四章二節題到基督成對的第一面─耶和華

神新的發展的苗，並為著神繁衍的果子，祂有神

的苗與地的果子；『苗』與『果子』相比，『耶

聖的華美和榮耀，帶著人性的誇耀和光彩；因此

和華』與『地』相比。神是永遠的，人是出於

，祂能作罩蓋遮覆我們並作帳棚覆庇我們。…這

地；『地的果子』指從塵土所造的人。基督是

覆庇的帳棚就如林後十二章九節所描繪的，是在

神，出於永遠，但祂是人，卻出於地；祂是耶和

祂人性裏帶著祂恩典的神人基

華的苗，也是地的果子。

督；這是基督作我們覆庇的保護

『耶和華的苗』顯示基督神聖的性情。神在作為

和防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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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只有一生, 沒有兩生

人存在的意義在那裏？孙宙中有神

努力於我們的目標；竭力在付出和獲

麼？

由和價值。我們習慣性的規避人生真

太陽下山了，有再升起的時候；月亮
虧 缺了 ，有 再轉盈 的時候 ；候 鳥走

得之間，找尋安慰自己尚餘的存在理
正的問題。人存在的意義在那裏？孙
宙中有神麼？

了，有再飛回的時候；海潮退了，有

聖經告訴我們，神從一個血脈造出萬族

再漲潮的時候。親愛的朋友，獨有我

的人，住在全地面上，並且豫先定準他

們的日子，一去就不再復還。獨有我

們的時期，和居住的疆界，要叫他們尋

們的人生，一過就不再回頭。

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祂離我

我們只有一生，沒有兩生。我們的人
生，不只是短暫的，更是脆弱的。我
們的體溫升兩度就天旋地轉，升三度
就一病不起，升四度就一命嗚呼；你
我的性命，不過存繫於攝氏四度的範

們各人不遠；因為我們生活、行動、存
留都在於祂。親愛的朋友，我們只有一
生，沒有兩生。讓我們趁著還有今日，
尋求那賜生命、氣息並萬物的神！（摘
自 www.lsmchinese.org)

圍之內。在這短暫、脆弱的人生中，
我們和千萬個和我們一樣的人，

造就系列
圔特與以挪士－呼求主的名

圔特和以挪士是人類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不

羅說，主對一切呼求祂的人是豐富的。（羅

過聖經把他們看為一個人。…這兩代有一個顯

祂的名。…

十12。）你若要享受主的豐富，就需要呼求

著的特徵－他們開始呼求主的名。（創四26。
）他們不但禱告，並且呼求主名。如果你讀希

今天許多基督徒忽略這個，甚至藐視這個。雖

伯來文和希臘文，會看見『呼求』這辭的意思

然如此，沒有一個基督徒能不呼求主名。在平

不僅是禱告，乃是大聲呼喊。雖然所有的基督
徒都禱告，但很少人用呼求的方式，大都是非
常安靜的禱告，甚至默禱。然而人類的第二和
第三代卻知道，為了接觸神，他們需要向祂大

安無事的時候，你會鎮靜沉著，不願丟臉呼求
主名；然而一旦面臨危難，或是車禍，或是急
病，你就會自然而然的呼求祂說，
『哦，主阿！』

聲呼喊並呼求。不要爭辯說，神不是聾子，我

我們不需要教人呼求主名，有一天他們都要呼

們小聲禱告祂也能聽見。連主耶穌自己在園中

求祂的名。當難處來臨的時候，他們就需要呼

禱告也是強烈的哭號。（來五7。）在圔特和

求祂的名。呼求主的名就是享受主，喫主作生

以挪士的時代，人學會用呼求神的方式向神禱

命樹。(摘自創世記生命讀經，第十五篇)

告。你若試試，就會發現的確不同。使徒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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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消息
關於文字工作的交通

小牧人（儿童服事者）大相调

從事文字出版的人，心裏總是堅孚一個理念，

召會定于十月十六日(週六,公共假期)在會所有

文字傳播的力量遠遠大於人間的口傳。重大的訊

小牧人大相調。邀請所有的小牧人出席這次的相

息，若因人口傳遞的限制，傳錯了，傳歪了，不

聚。會所及區聯絡弟兄也歡迎出席。

傳了，這是何等可惜啊。神的說話乃是基督人的

時間/節目：

真理，為基督人所寶貝。感謝神，聖經，這本神

8:30AM 歡唱詩歌+分享

給人的文字，代代流傳，歷久不衰,其中神聖啟示
，更是耀眼明燈，照亮無數尋求者的心靈，引導

10:00AM 點心

失迷之人的腳蹤。本著這個理想，召會週訊誕生

10:30AM 蒙恩見證

了。吾等深盼，這份刊物是讀者們“自己”的讀

11:45AM 兒童工作檢討

物;其中搜羅“職事信息”，“福音系列”，“造

12:30PM 愛筵

就系列”，“本地消息”，“外地消息”(如

1:15PM 整潔，結束

福音開展)等，期帶給眾人閱讀的享受,更得著靈

兒童核心團

命營養，靈魂體興盛。

關於召會週訊的使用：

請為吾等代禱，作神忠信的管道，按時分糧給神

請聖徒們務必將此週訊帶到週一的事奉交通聚會與

的兒女。也願神賜福這份刊物，將神聖話語帶給

週二的禱告聚會，以便交通。至於報告事項的細節

所有需要的人群；願對耶和華的認識充滿徧地，

，請到會所佈告欄或召會的網站查閱。任何有關週

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賽十一9)，阿們。

訊的事宜，可在newsletter@churchinkuching.org與

文字組

我們連繫。

外地消息
神在柬埔寨福音大能的見證

感謝主在柬埔寨已過五天所作, 將 134 個果子加
給了柬埔寨主的恢復。在 26/9/2010 主日上午，約
230 位聖徒和福音朋友們參加在金邊的特會。來自
台灣的 2 位弟兄分享了“主恢復的康庄大道──到
錫安的高峰，以及得勝者和傳揚福音”的信息。並
由數位聖徒作了見證加強，這給與會者強的印象，
看見主的恢復是榮耀的，且是為著主的回來和這世
代總結。在接下來的擘餅聚會中，聖徒們唱着釋放
的詩歌与高昂的讚美，來自台灣、泰国、韓国和柬

2 小時的研討──如何將 134 位新受浸的新人帶進

埔寨的 8 位弟兄一同到台前擘餅並將感謝歸於主，

召會生活。海外同工們提示如何照顧新人：列出名

合一的見證實在鼓勵了本地的和那些來自不同省

單，使用活力排及“初信餒養”等等…之後請大家按

份的聖徒們。

照各地方分組交通，如何確定地照顧、牧餒每一位新

特會的末了部分是傳福音，結果有 30 位新人受浸。

人。(摘自 www.flyingeagles.org/report/Cambodia )

午餐後，柬埔寨數處召會的服事聖徒們與開展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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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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2. 本週“創世記” 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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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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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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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會兒童核心團事奉交通通啟
日期/時間﹕07/10/2010(週四)晚上 7:30pm

地點﹕A106 會廳

4. 召會大專擴大核心團愛筵相調通啟
對象﹕所有擴大核心團成員以及對大專服事有負擔者

日期/時間﹕07/10/2010(週四)晚上 7:00pm

5. 小六生一週成全訓練報名通啟
對象：今年畢業的小六生或未參加過的十四歲以下青少年
報名截止日期： 18/10/2010

日期/時間： 22/11 (週一)至 28/11/2010 (主日)
備註：報名相關細則，請參閱報名公函。

外地報告
1. 美國、國際感恩節特會通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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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成全訓練通啟
日期/時間： 03/12 (週五)晚上 7:30pm 開始至 20/12/2010 (週一)中午結束 地點：在新山的召會二會所
備註：報名相關詳情，請到 B 底樓佈告欄查閱。
3. 在馬來西亞的相調特會報名通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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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報名相關詳情，請到 B 底樓佈告欄查閱。

其它
1. 各會所園藝及整潔服事指定範圍
會所/區

服事範圍

6－1及1－2、3區 A棟一樓前面階梯，包括往B棟階梯、走道、玻璃門、飯廳、男女廁。
2－6區

會所園藝。

3－7區

B底樓整潔包括內廚房及男、女廁。

4－2、4區
5－5區

C底樓走廊、二樓、三樓及四樓樓梯和廁所的整潔及B樓（一樓以上）樓梯的整潔。
B二樓大會廳整潔包括往B底樓的樓梯整潔及B二樓男、女廁。

2. 財務報告
月份

承上月結存

收入

支出

結餘

八月

271,863.82

63,412.45

52,604.47

282,671.80

3. 作餅服事 請三會所二區（3—2）服事餅杯的聖徒們今天安排時間來會所作大約 100 片小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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