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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基督為耶和華的僕人
聽神的話。因著主耶穌有受教者的耳朵和舌頭，尌知道

上一篇信息說到，以賽亞書啟示基督作耶和華的僕人， 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這樣的言語能供應生命。
由三個人物所豫表。本篇信息則是以賽亞對基督直接的豫
言。基督作耶和華的僕人，其源頭乃是祂的神性；其資格
乃是在於祂的人性，在於祂人性的美德。以賽亞書五十二
章十三節至五十三章十二節啟示，基督作耶和華的僕人，
不是在舊約的經綸裏，乃是在新約的經綸裏；在舊約中，
以賽亞書五十三章是惟一帶有新約色彩、味道和氣氛的一
章。
我們進一步來看以賽亞書如何詳盡豫言基督是耶和華的
僕人。首先，作為耶和華的僕人，基督是耶和華所揀選並
所愛的一位；祂是耶和華所喜悅的。耶和華的僕人耶穌基
督，是神在億萬人中間獨一的揀選；因著祂是神所揀選
的，神尌喜悅祂。第二，基督有耶和華的靈在祂身上。耶
和華將祂的靈放在耶穌身上，意思尌是祂將自己給了耶
穌，並且耶和華與祂的僕人耶穌乃是一。當基督受浸時，
聖靈降在祂身上，作經綸的能力，為著祂的職事；祂尌將
公理宣佈與外邦。第三，基督不喧嚷，也不揚聲。主耶穌
不喧嚷，不使街上聽見祂的聲音，祂是安靜、無聲的；祂
從不尊大自己，不與人爭競，也不宣傳自己；祂沒有名聲，
也不求為自己得名。第四，基督不折斷壓傷的蘆葦，也不
吹滅將殘的火把。這指明祂滿了憐憫；不論祂如何受到反
對，祂都敞開憐憫和恩典的門。主的子民有些尌像壓傷的
蘆葦，不能吹出樂音；有些尌像將殘的火把，不能發出亮
光；然而，主耶穌不『折斷』受壓傷的人，也不『吹滅』
像將殘之火把的人。主耶穌要選擇一些壓傷的蘆葦和將殘
的火把，並成全他們，使他們能在祂手中成為有用，以施

第八，基督信靠神，硬著臉面好像堅石；祂在完成神定
旨的事上，非常剛強。當基督受死的時候到了，祂尌甘
願上耶路撒冷去，甚至走在跟從祂的人前頭；祂的迅速
和勇敢，令他們希奇。這是祂按著神的定議，順從神以
至於死，為要完成神救贖的計畫。主耶穌知道祂要藉著
死，在復活裏得榮耀，並要釋放出祂神聖的生命，產生
許多弟兄作祂的彰顯。
按照以賽亞書四十一章二十一至二十九節，基督作耶和
華的僕人，是要暴露偶像的虛假和虛空。在基督以外，
一切都是虛假、虛空，並且都是偶像。事實上，一切頂
替神，或佔有神地位的，都是偶像。在約翰壹書五章二
十一節，偶像是指異端的代替品，頂替了真神，也是指
一切頂替實際之神的東西；我們這些真神的真兒女，應
當儆醒、保守自己，遠避這些異端的代替品，以及一切
頂替我們那真實、實際之神的虛空之物：我們與這位神
在生機上是一，並且祂對我們是永遠的生命。作為那些
被基督所頂替並等候祂，而在恩典裏享受神生命能力的
人，我們乃是團體的同著基督並在基督裏，作基督的肢
體和耶和華的僕人；我們這些基督的肢體，乃是基督的
豫表，作雙重的見證。我們見證，我們是無有的，我們
已經被『解雇』且為基督所頂替，基督是我們的一切，
作我們的實際、中心和普及。我們也見證偶像是虛假、
虛空的，這些偶像的元首乃是撒但，並且在基督以外，
一切都是虛假且虛空，都是偶像。耶和華是獨一的神，
惟有藉著一班作祂見證人的子民纔得以證明。
(摘自台北市召會通訊）

行公理，至於得勝。第五，基督甘願受辱。第六，基督多
受痛苦，被藐視，被人棄絕；祂的人生是痛苦和憂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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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由憎惡轉向仁愛

淵田美津雄原是日本一位海軍上校，二次世界大戰， 愛仇敵，使她突由憎惡轉向仁愛；因此她甘心到集中
日軍偷襲珍珠港時，由他擔任空中攻擊隊總指揮官，率
領三百六十架飛機，暗暗殺向珍珠港去。轉瞬之間，美
國 海軍遭受慘重損失，受傷艦艇八十艘，重傷與沉沒
軍艦十九艘，被毀飛機十九架，喪失官兵將近三千人。
這次突襲非常成功，使他極其興奮。至終日本無條件投
降， 他便灰心喪志，解甲歸田。一次，他由被俘遣返
的日軍口中聽到一個感人的故事：一批被俘的日軍囚
在美國集中營中；料想不到，營中竟有一位二十歲左
右的美國小 姐曾用種種方法，親切服侍他們，如同父
母服侍子女，使得他們大受感動，一齊問她，為何這樣
好待他們。起先她不肯說，後經一再逼問，方纔說了出
來。原來這位 小姐的父母乃是傳教士，曾在菲律賓傳
道，日軍佔領菲律賓，他們避居北呂宋山中。後來美軍
反攻上陸，日軍退入北呂宋山中，發現他們，疑是間諜，
硬把他們殺 死。被殺之前，日軍允准他們的請求，容
讓他們向神禱告。不久，這個消息傳到美國這位小姐耳
中，當時她極悲憤，充滿憎惡日人之心，但在某晚，當
她默想父親被 殺前的禱告之時，神的愛感動了她，要

營服侍俘虜。
過了一些日子，淵田美津雄又在某一車站 看見一位美
國人散發單張，他也得到一張，上面一段寫著：『將人
類互相的憎惡改變為弟兄的愛，是基督的教訓。』他看
了之後，心中馬上起了一個意念：『趕快查 看一下聖
經罷！』於是他便立刻設法買到一本聖經，讀到路加福
音二十三章三十四節，主耶穌被釘十字架時說，
『父阿，
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 得。』使他深
受基督的愛所感，那位美國小姐的事也尌湧上他的心
頭，使他眼淚不禁奪眶而出，立即認罪悔改，接受基督
作他的救主。
（摘自 http://lsmchinese.org)

造就系列
我們傳福音的榜樣

聖經經節

約翰二十章三十一節…這裏我們看見，要得著永遠的生
命，尌需要相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我們需要相
信祂是神兒子的神聖身位，並祂是神受膏者的工作。
『基
督』這稱呼與主的工作、職分和使命有關。『神的兒子』
行傳九 22 ：…證明這位耶穌尌是基督。
這稱呼是指主的身位。祂的身位與神的生命有關，祂的
約翰二十 31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
使命與神的工作有關。祂是神的兒子，作了神的基督。
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尌可以在祂的名裡得
祂憑著神的生命為神作工，使人因相信祂是基督、是神
生命。
的兒子，能得著神的生命，成為神的兒女。
職事的話
行傳九 20 ：隨即在各會堂裡傳揚耶穌，說祂是神的
兒子。

在行傳九章，保羅為我們今天的傳福音，設立了很好
的榜樣。無論我們用聖經的那一段傳福音，無論我們
所傳的主題是甚麼，都必頇一直強調基督這兩方面。
我們需要傳基督的身位和基督的工作。我們需要強
調，我們所傳的這一位是神聖的；祂是神的兒子，祂
的源頭是神聖的。我們也該強調祂的工作，祂是為神
所膏的，來完成祂的使命。這尌是說，我們該傳講神
的兒子和基督。

（摘自使徒行傳生命讀經，第二十七篇，
掃羅的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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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2011 年春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總題︰聖經的中心線
第一篇信息

神話語中的線

第二篇信息

基督作為神的話

第三篇信息

經歷三一神─藉著基督在一位靈裡得
以進到父面前

第四篇信息

以弗所書中所啟示神的經綸

第五篇信息

希伯來書中包羅萬有之基督的概覽

第六篇信息

包羅萬有、賜生命、複合、七倍加強之
耶穌基督的靈

第七篇信息

基督身體的感覺

第八篇信息

新耶路撒冷─關於伊甸園之神聖啟示的
對照與應驗以及基督徒工作的獨一目標
(摘自 http://lsmchinese.org)

外地消息
南加州西谷眾召會福音行動報導
聖徒們按語言分成四隊出去接觸人。英語的聖徒約有 90
位，分成 31 組，主要去 Pasadena 拜訪 BFA 恢復本聖經
的接受者。許多以前用電話未能連絡上的，這次直接見
到面了。有的收到聖經還放在書架上，經過聖徒介紹如
何使用恢復本聖經后，對注解與串珠十分珍賞，並表示
願意加入 RSG 讀經小組。看見他們對神話語的渴慕以及
敞開的態度，令聖徒們大得激勵。西語的聖徒到
Whittier 拜訪收聽西語廣播電台的聽眾，反應十分熱

南加州

絡，許多都表示希望再有回訪。韓語的聖徒們則在人多
的商場門口擺桌子接觸人，他們使用印制精美的約翰福
音單行本來傳福音。他們雖來自不同的各處召會，但眾
人如同一人，靈裡剛強士氣高昂。華語的聖徒們有近 130
位，也是分成 31 組，每組約有 3、4 位弟兄姊妹，每組

已過在南加州西谷眾召會在阿凱迪亞市（Arcadia）會
所舉辦了一場特別聚會，盼望聖徒們能借著在各處建立
恢復本聖經追求小組(RSG)，來追求真理並傳揚福音。當
天共有來自 Alhambra 、Arcadia、East LA、El Monte、

都帶著預備好的袋子，內有福音單張、“三分鐘福音”
及新約恢復本聖經等福音材料，在阿凱迪亞市會所附近
的街上叩門傳福音。原以為接觸對象多數會是華人，結
果有半數以上的居民是說英語。

Monterey Park 、San Gabriel 以及 Huntington Beach
等 7 處召會，英語、華語、西語和韓語 4 種不同語言，
近 800 位弟兄姊妹參加。聚會從早晨九時開始，上午先 (摘自http://www.mswe1.org/onlinePractice/report/2007 )
有兩篇信息，下午按語言分組出去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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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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十五週。
2. 本週“以賽亞書”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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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週。

禱告事項
1. 願我們都被福音的靈充滿，起來……宣揚耶和華救主為好信息。願神差遣我們出去接觸人，聖靈與我們同工同
行動，引導萬人歸向救主耶穌基督。
2. 願神祝福參加4月10日兒童福音展覽聚會的小朋友和父母親，救恩臨到每一個家。願神祝福這些小朋友們，得
著他們這一生，一生尋求神，敬畏神，愛神，事奉神。
3. 為著病痛的聖徒代禱：傅慧慧姊妹

本地報告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 11/04/2011(週一)晚上 7:30pm
地點：在各會所指定會廳。
2. 週二禱告聚會─按區/會所集合禱告將由各會所自行交通決定。
3. 大專相調特會(30/04~02/05/2011 在古晉會所)的報名已截止，請盡速將填妥的報名表及費用交到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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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東馬眾召會相調特會(01~02/06/2011 在民都魯民眾會堂)的報名已截止，請各區盡速將填妥的報名表
及所需的相關費用交到辦公室

其它
1.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17/04)

週一晚上 (11/04)

週二晚上 (12/04)

會所/區

6－3

二會所

6－2

2.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四月

3.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會所/區

10日

儿童福音大会

儿童福音大会

6－3及1－1、8 區

17日

二会所一区

一會所

2－1 區
3－7 區
4－3、5 區
5－5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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