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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基督為耶和華的僕人，由波斯王古列、以色列和以賽亞所豫表

在以賽亞書四十一至六十六章，基督被啟示為耶和華
的僕人，由三個人物所豫表：一個外邦王，就是波斯王
古列；神所揀選的團體人以色列；申言者以賽亞。就著
豫表的意義而言，三者都是神的僕人。
古列、以色列、和以賽亞都作了相同的事以討神喜悅，
就是釋放神的子民，建造神的家、神的殿，並建立耶路
撒冷城所表徵之神的國；他們都豫表基督作神的僕人（
路四18～21）。所有在基督裏，並因此與基督是一，釋
放神的子民，並建造神的家和神的國的人，都是神的僕
人；那些與基督是一的人，成了一個大的、團體的基督
，與個人的基督一樣，同是神的見證和神的僕人。

是耶和華所揀選，並用祂公義的右手所扶持的；以色
列藉耶和華勝過仇敵，並因祂這位以色列的聖者歡樂
，以祂為誇耀；以色列是耶和華的見證人。耶和華的
靈澆灌在以色列身上，使他的後裔得福；耶和華要因
以色列得榮耀。以色列是神的僕人，這是就著成就神
經綸中的心願，使祂得著團體的彰顯，而得著榮耀這
面意義說的。以色列人既然為神所用，團體的彰顯神
；就這面意義說，以色列與作神僕人的基督乃是一。
耶和華的僕人是團體的，以色列是這團體僕人的一部
分。召會在今世是神的見證，事奉神，使神得彰顯和
榮耀。讓神得榮耀，是我們事奉的目的；我們對神最
高的事奉，就是彰顯祂的榮耀。
基督為耶和華的僕人，也是由申言者以賽亞所豫表。

今天，我們需要與基督是一，釋放神的子民脫離撒但的 以賽亞豫表基督作耶和華的僕人，替神說話。以賽亞
擄掠，回到對神作他們產業的享受；也需要與基督是一 作神的代言人事奉神，說出神的話，這話乃是祂自己
，釋放神的子民，脫離巴比倫和巴比倫的原則；更需要 的具體表現。以賽亞的申言幫助以色列得釋放，以及
與基督是一，建造召會作神的殿和神的國。
重建殿和城。在以賽亞書四十九章四節，以賽亞豫表
基督為耶和華的僕人，是由波斯王古列所豫表。古列是
耶和華所興起、所膏、並所愛的。他向巴比倫行神所喜
悅的事。他成就神的籌算，也使列國降伏，並管轄君王
。他是耶和華的牧人，成就耶和華所渴望的（賽四四28
）。古列事奉神，乃是藉著打敗神的仇敵巴比倫，巴比
倫曾擄掠神的百姓並毀壞聖殿；藉著宣告讓以色列從被
擄中得釋放；並藉著下詔允許猶太人在耶路撒冷重建聖
殿（拉一2～3）。這三件事乃是豫表，表徵基督擊敗撒

基督，由於人錯誤的判斷基督，認為祂的話虛無虛空
；然而，基督確知祂當得的公理必從神而來（彼前二2
3）。神看基督的話為寶貴（參太二四35），必為著祂
的說話賞報祂。以賽亞書五十章四至五節，說到以賽
亞作耶和華的僕人所領受的教誨；因此，在領受從神
而來的教誨上，以賽亞豫表基督。在他所過的生活上
，以賽亞豫表基督：六至九節顯示耶和華的僕人以賽
亞所過的生活，正如主耶穌在地上 所過的生活。
(摘自台北市召會通訊）

但，釋放祂的信徒脫離撒但的擄掠，並建造召會作神的
殿。古列征服巴比倫並釋放以色列被擄的人，又囑咐並
扶持以色列建造神的殿和城，如此行了神所喜悅的事（
賽四八14）。
基督為耶和華的僕人，也是由以色列所豫表。以色列豫
表基督，為要成就耶和華所說仁慈安慰的話；以色列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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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什麼是光
【有些話，就好像光一樣。當光一照亮，頓時我們明朗、 奇事罷；你就要對亞倫說，拿你的杖丟在法老面前，使
明白、明亮了，我們看清了情勢，也看清了自己，豁然 杖變作蛇。摩西、亞倫去見法老，就照耶和華所吩咐的
開朗...】

行；亞倫把杖丟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杖就變作蛇。於

什麼是光

是法老也召了智慧人和行邪術的來；他們是埃及行法

『光』是什麼意思？除了字典告訴我們的，
『由視覺器
官接收，使人察覺物體存在的電磁輻射』之外，你是否
想過，有些人、有些事、有些話，就好像光一 樣。當

術的，也用秘咒照樣而行。他們各人丟下自己的杖，杖
就變作蛇；但亞倫的杖吞了他們的杖。（出埃及記七
章）

光一照亮，頓時我們明朗、明白、明亮了，我們看清了 在出埃及記七章，當摩西和亞倫去對法老說，叫他讓以
情勢，也看清了自己，豁然開朗。事實上，凡將事顯明 色列人出埃及地時，他們在法老面前行了奇事，但希奇
的，就是光。（弗五 13。）能把隱藏的事顯露出來的， 的是，埃及行法術的人也作了同樣的事。在這裡，埃及
就叫作光；能把隱藏的事表明出來的，就叫作光照。 行法術的可比作世界上的哲學家。屬世的哲學家可能
神就是光與神在光中

教導類似福音所傳揚的事，他們可以揭露人類生活的
本質，他們可能也教導人生存的意義，但是他們卻沒有

光不隻將隱藏的事顯明，聖經告訴我們，
『神就是光。』 辦法賜人生命。哲學家知道世界生活的結局就是死，但
（約壹一 5。）當人到了神跟前，神這真光就照出你我 他們無法挪去死。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尼採，終其一
的一切來。神是光，光叫我們認識自己。

生，想要構建一個沒有神，卻有人生意義的人類社會。

聖經不僅說神就是光，還說『神在光中。』（約壹一 他想離開這個范疇，超過世人的價值觀，建立新的理想
7。）神在光中是什麼意思？若是一個人在幽暗中，他 世界。但是他失敗了。他悲慘的終局，成了他的學說最
就像是一個謎，一個奧秘，旁人隻能推想，卻猜不透這 諷刺的腳注。
是誰，這人的樣貌如何，到底這人是怎樣的一位。但是， 隻有福音能除去死，隻有主耶穌能賜人生命，就如亞倫
當他走到光中，一切就明朗了。神在光中這句話告訴我 的杖吞了行法術者的杖，福音也吞沒世上所有的哲學。
們，神顯明了祂自己。這意思是說，我們的神乃是一位
啟示出來的神。祂在福音的光中把祂自己啟示出來，把

光與生命

自己顯現出來，（林后四 6，）叫人知道祂是怎樣的一 約翰福音一章告訴我們，基督是生命的光，是那真光。
位，祂為我們作了何等大的事。神是光，叫人認識自 祂來到世上，要照亮每一個人，以點活人，使人得重生。
己；神在光中，叫人知道祂、認識祂。
因此，第一，神就是光；第二，神在福音的光中顯現出
來。神是光，這光能照出人真實的情況。神在光中，這

這光的生命，乃是不能毀壞的生命，不朽壞的 生命，
和我們所該持孚那真實、永遠的生命，成了神對我們的
救恩。

光照出祂自己是一位滿有恩典的神。光叫我們看見神， 『光與生命乃是並行的。』這是聖經中一個極大的原
叫我們接受祂作救主。光也叫我們看見自己，叫我們知 則。詩篇三十六篇九節說，『因為在你那裡，有生命的
道需要主的血洗淨我們一切的罪，並且生活行動在神 源頭；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光在那裡， 生
命就在那裡；生命在那裡，光就在那裡。神就是光，神
的光中。
不同的光

也就是生命。你願不願意作一個是光和生命的人呢？
願我們都向主求，使我們成為一個是光的人，是生命的

與神的光相對的，就是天然的光和人造的光。有的時 人，使我們成為光，成為生命。這是聖經中神聖啟示的
候，當人談論文化或哲學時，我們也覺得有光；或者， 高峰，也可以成為我們的經歷。
當人講說自己的觀念時，我們也覺得好像接受了光
照。但事實上，這完全是不同的光。
耶和華告訴摩西、亞倫說，法老若對你們說，你們行件

（摘自 http://www.luke54.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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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系列
神原初的心願是要作人的生命

聖經是一本奇妙的書，在開頭的兩章裏，就說到神
怎樣創造天地萬有和人類。神造了人之後，沒有告訴
人要人作甚麼，反而給人豫備了一個園子。這個園子
就是伊甸樂園。

裏面。在全孙宙中，神所創造的萬有，形形色色，千
千萬萬，但祂最寶愛的就是人；因為人是祂的對象，
要作盛裝祂的器皿，來彰顯祂。所以聖經一開頭，就
將神這樣的心意表達出來。到聖經末了的啟示錄，就
給我們看見神這目的的集大成－新耶路撒冷。這新耶

園中的樹很多，但有兩棵是特別的；一棵稱作生命

路撒冷乃是一個孙宙的大器皿，在永世裏盛裝神、彰

樹，一棵稱作善惡知識樹。神要人接受生命樹，意思

顯神。

是要人接受神自己進到人裏面，作人的生命和生命的
供應。所以，這生命樹說出了神的心願。聖經告訴我
們，神造人是按著祂的形像，照著祂的樣式。（創
一 26。）因此，人的形像像神，樣式也像神。不僅

聖經六十六卷書記載了神種種的作為，而其集大成乃
是人接受了神作生命，將神完完全全彰顯出來。這就
是神永遠的目的。

如此，神更把祂所造的人擺在生命樹前；神的用意就
是要人喫這棵生命樹的果子。我們都知道人喫甚麼，

(摘自 http://jubilee.recovery.org.tw )

就像甚麼；喫生命樹的人，自然就像生命樹。
神愛世人，不只是喜愛，更是愛到極點，願意進到人

外地消息
日本開展報導－核災、震災、基督栽，得人、留人、成全人

感謝主，召會是神的召會！(林前一2。) 除了東京
代代木會所有些許的受損，聖徒一切平安，在仙台的
聖徒也幾乎全數連絡上，甚至目前核電廠的情形，也
在全球眾聖徒恆切的禱告下得著控制。正如出九16所
說，主叫我們存立，是特為向我們顯示祂的權能，並
要使祂的名傳遍全地。
雖然外面有核災、震災，但我們信神為我們預備了一
扇敞開的門，是沒有人能關的，(啟三8，) 讓基督有
路栽種到人的心裏，使基督在日本得著繁增與擴增。
從三月25日起至五月30日，有45位台灣的全時間同工
及訓練學員將分批、陸續在日本各地宣揚這 不能震動
之國的福音。阿利路亞，外面的天災並不叫日本聖徒
福音的靈消減，隻叫我們靈裡更激昂，更迫切。
我們盼望藉著講說基督，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使人
的心得安慰、渴慕要神。藉著地震，神福音的白馬已

經跑在前頭，我們需要跟上主的行動，在東京宣揚國
度的福 音，使基督在人心裡作王掌權，以接受這不能
震動的國。我們也要積極實行神命定之路，要得五十
位青年人，其中有十位是日本人，建立十個讀經小
組、三個兒童 排，不僅得人、留人，更要成全人，藉
著成全聖徒和新人，使他們也能過一個全時間享受主
的生活。
開展宣告：
『全然放膽！福音白馬跑前頭，東京宣揚神的國。
作神代表！講說基督安慰人，用權柄得五十人。
與神同工！成全新人如我們，基督必定大得勝。』

(摘自http://matt2414.fttt.org.tw/japanindex/j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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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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十四週。
2. 本週“以賽亞書”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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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週。

本地報告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 04/04/2011(週一)晚上 7:30pm
地點：在各會所指定會廳。
2. 週二禱告聚會──全召會集合禱告聚會
日期/時間： 05/04/2011(週二)晚上 7:30pm
地點： B 二樓大廳
3. 古晉市召會兒童福音展覽大會
日期/時間： 10/04/2011(主日)下午 3:00~5:00pm
地點： A 二樓大廳
備註：請各相關的服事者務必要準時出席忠信的來配搭服事。會後，備有晚餐招待。
2011 兒童福音展覽大會各項服事
服事項目

服事單位

停車/交通

三會所聖徒

招待

大專生

大會飯食

4月10日早上8:30 – 每會所3位
下午12:30 – 每會所5位
每會所派12位弟兄服事

派發便當
會廳/廁所整潔

會前 – 6會所聖徒
會後 – 1會所聖徒
二會所聖徒

會所巡邏
場地佈置(椅子)

大會場地佈置小組(須要預備2200椅子)

外地報告
1.

大專成全訓練通啟
日期/時間： 第一梯次 ：

02/05(週一)晚上7:30pm開始至20/05/2011(週五)中午結束。

第二梯次 ：

21/05(週六)晚上7:30pm開始至08/06/2011(週三)中午結束。

地點：在吉隆坡的召會一會所
報名截止日期﹕18/04/2011
2. 國際國殤節特會
日期/時間： 27/05(週五)晚上 7:30pm 開始至 30/05/2011 (週一)中午結束
地點：美國、德州(Texas) Dallas
報名截止日期﹕01/05/2011

其它
1. A 棟二樓大廳整潔-- 請六會所聖徒安排時間來作 A 棟二樓大廳整潔包括男、女廁。
2.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10/04)

週一晚上 (04/04)

週二晚上 (05/04)

會所/區

6－2

一會所

4－1

3.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四月

4.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會所/區

3日

一會所

三會所

6－2及1－5、6、7 區

10日

儿童福音大会

儿童福音大会

2－7 區
3－6 區
4－1、8 區
5－4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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