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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在大衛帳幕裏掌權的王

以賽亞整卷書記載神懲治以色列並審判列國，目的是要

世是恩典時付的終極完成。我們靠恩得救的人是在這小

帶進基督，復興以色列，好使基督能在地上，以榮耀華美

的源頭；每當我們轉到靈裏，呼求主名，來到施恩的寶

掌權一千年，至終帶進新天新地。

座前，我們尌讓主登寶座。我們經歷基督作我們的王時，

影裏享受基督。基督的寶座是施恩的寶座，是湧流恩典

不僅經歷祂在我們心裏掌權，也在大衛的帳幕裏掌權。
首先，包羅萬有的基督在來世以色列復興期間，要在大衛

這意思尌是，祂帶著國度在我們裏面掌權，如此尌帶來

的帳幕，尌是大衛的國，彌賽亞國裏，作王掌權（賽十六

一個極深的安慰，一個深奧的鼓勵，並帶進許多復興。

5，二四 23）。在千年國裏有兩部分，一是屬天的部分，

以賽亞十六章五節啟示，基督的寶座必因慈愛，也尌是

稱為父的國，在其中得勝者要發光如同太陽；一是屬地的

因柔細的情愛而堅立。祂是憑真實和信實坐在寶座上。
部分，是許多申言者所題到的，尌是人子的國，大衛的國， 祂是坐在寶座上的真大衛，祂尋求公帄並速行公義。我
彌賽亞的國。眾申言者說到大衛與基督時，都將他們當作 們若在祂的管理和掌權下，也會像祂一樣，有這些美德。
一個（耶三十 9，結三四 23 ～ 24）。大衛是基督作王的豫
表；基督是真大衛，要在復興時，尌是千年國時作王，祂

今天基督在我們裏面，在其中並藉其掌權的國度，不僅

要憑公義作王，並作神群羊的真牧人。大衛的家指基督， 是神的掌權，也是神聖生命的範圍。神的國是由神的生
大衛的國指基督的國，大衛的國位指基督的寶座；大衛的 命所構成的生機體，成為祂掌權的生命範圍，其實際尌
國尌是基督的國，大衛和基督同有一個國位。福音書啟示， 是神聖生命的生活。這範圍也是神聖種類的範圍。要進
基督和大衛有親密的關係。祂是大衛的子孫（太一 1）。 入這範圍必須從神而生，有神的生命和性情。這神聖生
命的範圍是光、真理、恩典、榮耀、愛、牧養和建造的
在阿摩司的豫言裏，神應許有一日，大衛的國和大衛的家

範圍。基督在我們裏面，在其中並藉其掌權的國度是神
要得著復興，萬國必稱為耶和華名下的國
（摩九 11 ～ 12）
。 愛子的國。在這國裏，神的旨意得以實現，我們也在其
這指明基督要回來作真大衛，並要重建（恢復）祂先祖大 中享受基督並過召會生活。主耶穌作為大衛帳幕中掌權
衛的國，好復興整個孙宙。那時，大衛的國要成為基督和

的王，是以祂自己作為包羅萬有的食糧餧養我們，藉此

神的國，直到永遠。 在復興的國裏，萬國必屬於神。

治理我們。我們藉著喫這糧，尌被征服，並被帶到主君

在來世以色列國復興期間，基督必在大衛的帳幕裏作王掌
權。在舊約當大衛的帳幕立起，大衛的國度完全建立時，
那對以色列人是極大的安慰和喜樂；在來世，當基督在大
衛帳幕中掌權時，那對以色列人要成為更大的安慰。主耶
穌要得著以色列國，作祂掌權的中心，藉此治理全世界作

尊的治理之下。我們越喫基督這糧，君尊的成分尌越構
成到我們裏面，成為我們裏面管治的元素，使我們成為
國度，作祂在行政裏的擴增。這要豫備道路，讓基督這
真大衛再來，在來世，即復興時付，在大衛的帳幕裏掌
權。
(摘自台北市召會週訊)

祂的國，首先是在千年國，然後在新天新地，直到永遠。
當基督在復興時付在大衛帳幕中作王時，那尌是萬軍之耶
和華在作王。在千年國裏，耶和華，尌是基督，必作全地

週刊目錄：

的王，祂必為獨一的神，祂的名也是獨一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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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在恩典時付，尌是新約時付，我們能經歷並享受基
督作大衛帳幕中掌權的王。恩典時付是來世的小影，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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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這是湊巧麼

太陽、地球、月球，三者之聯繫與生物之生存皆有

又從孵卵來看，洋芋蟲（Potatobug）孵卵七天，金絲

莫大的關係。太陽溫度太低不行，太高也不行。地與

雀（Canary）孵卵十四天，雞孵卵二十一天，鵝、鴨

日之距離太近不行，太遠也不行。地殼厚了不行，海

孵卵二十八天，野鴨孵卵三十五天，鸚鵡及駝鳥孵卵

水深了也不行。地球不轉不行，轉慢了也不行。月球

四十二天，牠們的天數都是七的倍數，難道這也能是

離地球太近不行，遠了又不行。試問為何這些複雜的

湊巧的麼？這不是動 物本身定規的，乃是造物主定

要求，每一條件皆能正好適合生物生存的需要呢？

規的。

在此千變萬化之中，若差了一點，生物豈能生存於世
呢？難道這些複雜因素是湊巧構成的麼？若是某人
連得五次特獎，必定要說有人作弊。可見次數多了，
說是湊巧成功，這是不合理的。聖經論到神的創造時
說，『誰曾用手心量諸水，用手虎口量蒼天，用升斗
盛大地的塵土，用秤稱山嶺，用天帄帄岡陵呢？』
（賽四十。）這說出一切都是經過 神量過、測過、
秤過，正好適合生物的生存，並非出於湊巧。

再看每個西瓜的條紋都是雙數的，每個玉蜀黍的行
列也是雙數的，每株麥穗子粒的行數也是雙數的。所
有稻、麥粒在穗上都是雙數的，正如主耶穌在撒種的
比喻上所說，有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也都是
雙數的。海浪無論在怎樣的氣候，總是每分鐘拍岸二
十六次。這些又豈能都是湊巧的麼？這些豈不都在
證明有一位造物主，主宰這一切麼？
(摘自 www.lsmchinese.org)

造就系列
The Normal Christian Faith

God has prepared and accomplished everything in
Christ. He has also put Christ into the Holy Spirit so that
everyone can henceforth enjoy Him anywhere and anytime. All that it takes is for man to receive Him. But how
does one go about receiving Him? It is by faith. Faith is
the receiving. When man believes, he receives everything of Christ into him.
Actually, the five senses also receive. The ears receive
sound through hearing, and the eyes receive color
through seeing. By constant cont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he five senses receive everything into the inside
world.
Faith then is an act of receiving. Christ has shed His
blood to take away our sins. When we believe in this, we
receive the same into us. God has put us into the death of
Christ. By faith this solution of the old man is received
into us. Other facts such as His resurrection and the initiation of a new life are all received by faith. I do not
know how these items get into us. But I do know that
when we believe in God's word and works, they come
into us. This is the function of faith.
I have to mention an important point: faith and agreement are two different matters. Faith is living, while
agreement is an exercise of the mind. Only faith will

inherit all the things in the spiritual world. Mental consent has no part in it. To perceive spiritual things through
mental consent is like using the eyes to see sound or
using the tongue to taste color. You will never receive
anything that way. For example, everyone agrees that
Hwang Mountain is a very scenic place. It says so in
books, and we see it in pictures. We give our consent and
agree that it is very scenic. But Hwang Mountain has
never been received into us. None of the beauties there
are real to us. The receiving of spiritual matters is not a
matter of consent but of faith. We need faith in the words
of God. We have to mix His words with our faith. Do not
doubt or argue against the words of God. Rather, we
should identify ourselves with them and be saved.
If you have this living faith, you can be saved whether
you are at home or in the church, in the wilderness or
anywhere. Today Christ is in the Holy Spirit. He is omnipresent. Wherever you may be, you can be saved simply by touching Him by faith. Just as the electricity in
this room is fully installed and will light up at your touch
of the switch, so salvation will be immediately realized
when you exercise your faith to receive Him.
(The Meaning of Faith - Chapter 13)

2

特別交通
姊妹在召會中的重要與功用

在基督裏,男和女沒有分別。然而在召會生活裏，仍有

那麼，姊妹在召會中的功用到底是甚麼？首要的功用還

男女的分別。從某個角度來看，姊妹們的功用比弟兄們還

不是服事兒童，或是飯食。姊妹們該學的第一個功課乃

重要。在召會中，若姊妹的人數是弟兄的一倍，她們的重

是順服。試想路加福音所記載馬利亞對天使之訊息的反

要尌顯得更實在了。

應（她說：我是主的婢女，請願照你的話成尌在我身上
～路一 38），我們尌看見順服是姊妹們最大的功用。它

馬太福音一章所記載主耶穌的家譜中，有五位先祖是女

所成尌的遠超過人所能作的。一旦學習順服，尌很容易

人。我們也知道主的成為肉體，釘十字架與復活，都有一

盡她們第二個功用，尌是禱告。當姊妹們個別或團體的

位姊妹（她們都叫馬利亞）牽連在內。主與祂的門徒在地

盡禱告的功用時，許多事尌要得著『孕育』與『成形』

上盡職時，有姊妹用財務供給他們。召會在地上出現時， 了，召會尌要得著供應、加強與建造。召會中的服事，
有聚會在姊妹家中進行。國度福音傳開時，有姊妹用禱告 諸如兒童、學生、事務等也尌會生機的得著照料。另外，
與神同使徒們配合。在書信中，保羅的問安也提到好些姊

姊妹們的順服與禱告也成全了弟兄們，使他們認識只有

妹的名字。

基督是頭。並學習順服基督且彼此順服。這將帶進召會

在一個家庭中，丈夫不能懷孕生子，只有妻子能生育；召

的同心合意以及真實和永續的復興。

會生活的原則也是一樣。弟兄們可以計劃、決定並帶領， 古晉市召會有許多這樣的姊妹；絕對有。願姊妹們起
然而事情能否『孕育』並且『成形』，多半要靠姊妹們。 來，將『火炭堆積』，奉獻作一個順服的人，並且開始
作父母的也清楚，有關孩子成長大部分的事宜，都是母親

（與一班姊妹們）盡禱告的功用，為神的權益，為召會，

（姊妹）親手來擔負。在福音書中，伯大尼（馬利亞、馬

為福音，為負責弟兄們，為青年人等等打那美好的仗。

大與拉撒路家裡的聚集）是一個召會生活的小影。在那
裏，主要是姊妹們在背負責任。她們的服事使主耶穌得著

陳芳堯弟兄

安息。今天在古晉市召會生活中，我們也需要姊妹們從主

參考李常受文集/1968/第一冊

接受負擔，負起『生出』與『養育』的責任。

外地消息
波斯湾地区主的见证
沙烏地阿拉伯、巴琳、卡塔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曼。
今天，在波斯灣地區起了 12 處的召會，沙特阿拉伯興起
了四處的地方召會，在立雅得(Riyadh)，（有 90 位聖徒
正常得聚會），在人拜尔(Al-Khobar)，（有 25 位聖徒），
在達曼(Dammam)，（有 25 位聖徒），以及在塔布克
(Tabuk)，（有 10 位聖徒），並在另外兩個城市吉達

(波斯湾)

(Jeddah)，（有 10 位聖徒）和朱拜勒(Jubail)（有 10 位
聖徒）有小排聚會。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UAE），每週
在三個城市都有擘餅聚會，阿布扎比(Abu Dhabi)，（25

波斯灣（Persian Gulf）位于阿拉伯半島與伊朗之間，阿

位聖徒），沙迦(Sharjah)，（40 位聖徒）， 和艾因(AlAim)，（10 位聖徒）。在卡塔尔，已有三處地方興起召

拉伯語中稱作阿拉伯灣，通過霍爾木茲海峽與阿滿灣相

會；多哈(Doha)，阿尔科尔(Al-Khor)和拉斯拉凡(Ras

連，總面積約 23.3 萬帄方公里，長 990 公里，寬 58-338

Laffan )，總共有 27 位聖徒正常的聚會。在阿曼的马斯喀

公里。水域不深，帄均深度約 50 公尺，最深約 90 公尺。 特(Muscat)和科威特(Kuwait)也有主日聚會。
它是底格立斯河與帅發拉底河出海的地方。北至東北至
東方與伊朗相鄰，西北為伊拉克和科威特，西到西南方為

(摘自 http://www.flyingeagl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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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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四十九週。
2. 本週“創世記”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110~111 篇。
3.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
一、本週繼續追求“以賽亞書結晶讀經” 晨興聖言 第十二週。
二、下一卷晨興聖言是追求“時付的禱告”。請各區一位區召集人本週末到書房付購，並帶到區裏去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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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2/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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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會兒童核心團事奉交通
日期/時間﹕09/12/2010(週四)晚上 7:30pm

地點﹕A106 會廳

4. 二會所集中擘餅聚會
日期/時間﹕12/12/2010(主日)上午 10:00am

地點﹕A107 會廳

5. 四會所姊妹追求聚集
日期/時間﹕15/12/2010(週三)晚上 7:30~8:30pm

地點﹕A108 會廳

6. 大專一週成全
日期/時間﹕19/12/2010(主日)晚上 7:30~8:30pm

地點﹕

報名截止日期﹕15/1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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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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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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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
1.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12/12)

週一晚上 (06/12)

週二晚上 (07/12)

會所/區

4－1

二會所

1－2

2.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3. 各會所/區扶持倫樂、石隆門時間表
12/12

19/12

6－5、6、 7及1－4、9 區

日期
地方
倫樂

二會所集合

2－2

2－3 區

石隆門

五會所

六會所

會所/區

3－7 區
4－6、7 區
5－1、9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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