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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耶和華的啟示、 主耶和華臨到
耶和華的啟示就是耶穌的顯現。約翰告訴人說，他不 乃為虛空。也許你帶一位大學教授到主面前，然後開
始餧養他。大學教授可能以為自己是德高望重的重要
是基督，乃是在基督以前來的，要豫備祂的道路。（可
一1～8。）耶穌，那在約翰以後來的一位，就是耶和華
的顯現。耶穌，就是耶和華，乃是我們的神。祂是耶和
華的顯現。以賽亞四十章五節說，凡屬肉體的人，都要
看見祂。這就是好信息、佳音。

人物。然而，當你餧養他時，他就開始知道自己不過
像水桶裏的一滴，又如天平上的微塵。至終，他將領
悟他是無有，基督是萬有。他將領悟，除了基督，他
甚至不及虛無，乃為虛空。這是你們一再去訪問他、
餧養他的結果。

以賽亞四十章九節宣告出好信息－『看哪，你們的
神！』這是耶和華的顯現。耶和華就在這裏，祂是你們
的神。這是好信息。你若有神，你就有一切。你若有
神，一切的難處都要解決，一切的缺欠都要得著供應，
一切的短缺都要得著滿足。這短短的話－『看哪，你們
的神！』就是好信息。我們該有充分的禱告，好被神充
滿，好接受聖靈裏面的充滿。然後我們來到聚會中的時
候，就某一面意義來說，我們不需要說那麼多。反而我
們都能宣告說，『看哪，我們的神！』…

我們必頇傳基督到一個地步，使人認識他們只是虛
空、虛無。他們越看見自己是虛無、無有、虛空，就
越珍賞基督，並被基督充滿;他們就會寶貝基督。大
數的掃羅就是這樣。至終，他看見一切都是糞土，惟
有基督是超越的一位。他甚至以認識基督為至寶。
（腓三8。）一個任職高位的弟兄若寶貝這地位，他
就無法那麼享受基督。我們必頇看萬事如糞土，使我
們能贏得基督並享受基督。這是好信息的第四面。

好信息的第三方面乃是主耶和華臨到。祂如同大能者臨
到，來掌權並報應。（賽四十10。）祂是掌權者，如同
大能者臨到，以管治我們。祂也是審判者；祂要賞賜我
們或懲罰我們。…祂這位大能者、掌權者並審判者，乃
是來作牧人。（賽四十11，太九36，約十2～4，11，
14。）牧人照顧他的羊群時，乃是管治牠們以改正牠
們。他的管治和改正就是他的牧養。在已過，我們可能
是粗野的人，不肯聽福音或神的話。但在祂的管治裏，
耶穌作了一些事來規律我們。祂的規律就是祂的牧養。
我們許多人是因著耶穌的規律而得救的。祂的規律牧養
我們，把我們帶進羊群，叫我們行在正路上；又調整我
們有正確的步伐。祂調整我們不至走得太快或太慢，乃
要跟著羊群的步伐。今天祂仍藉著調整來牧養我們。祂
指引我們，禁止我們，也催促我們。
祂作牧人也餧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懷
中，引導那乳養小羊的。在我們中間有些人是羊羔，有
些人是那乳養小羊的。我們的牧人耶穌照顧祂全群的
羊。這當然是好信息的一部分。
以賽亞四十章十五和十七節說，萬民都像水桶裏的一
滴，又如天平上的微塵，乃是虛無的，甚至不及虛無，

以賽亞四十章裏好信息的第五方面，乃是耶和華救主
賜能力，加力量給那等候祂的人。（29～31。）當我
們申言，為主說話的時候，就經歷到這事。當我們申
言時，我們得著祂賜能力並加力。
疲乏的，主賜能力；軟弱的，祂加力量。（29。）保
羅在以弗所六章十節說，『你們要在主裏，靠著祂力
量的權能，得著加力。』他也宣告說，『我在那加我
能力者的裏面，凡事都能作。』（腓四13。）基督是
那位加能力者，所以我們這些等候祂的人，不會疲乏
或困倦。在基督這位加力者裏面，我們如鷹展翅上
騰。…
(摘自以賽亞生命讀經第四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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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世上為何有苦難？從日本強震談起
我正站在人生的邊緣上，向後看看，也向前看看。
人生一世，為的是什麼呢？我要探索人生的價值…

雜在他 們祭物中的事，報告耶穌。耶穌回答他們
說，因著這些加利利人受這害，你們就以為他們比所
有的加利利人更有罪麼？ 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

常有一些朋友問我，如果這世界有神，為什麼容許

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從前西羅亞樓倒塌，壓

這世界上有這麼多的苦難呢？又為何有許多惡人，

死十八個人，你們以為他們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似乎走亨通的道路呢？近日發生在日本的大地震，

更有虧欠麼？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

相信更讓許多人心裡有這樣的疑惑與不解。

都要如此滅亡。』

世上固然有苦難，但這並非神的本意，神是樂意賜

這二個例子，主耶穌都說他們受害並不是因著更有

平安的。所以約翰福音說：『我將這些事對你們說

罪。事實上，全人類都在罪裡。所以，主耶穌說，其

了，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

實按著公義的審判，我們都要如此滅亡。馬太二十四

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在聖經

章也提到，世代終結的兆頭將是：「到處」必有飢

裡，關於審判與苦難有諸多的記載，筆者試著從聖

荒，地震。既說是到處，表示不是對特定犯罪的審

經來解答這些問題。

判，而是給這世代的兆頭與警告。

為何有苦難與災害？ 天然災害是因著人的墮落

天然災害是對普世的警告，咒詛與審判

在創世記三章，因著亞當與夏娃的墮落，神對亞當

所以一般而言，天災不應解釋為神對於特定犯罪之人

說，地必因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勞苦，才能

的審判，這是人類墮落的結果，使地不再為人效力，

從地裏得吃的。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也

反而長出荊棘與蒺藜。這是針對所有墮落的受造之

要吃田間的菜蔬。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

物，是給普世所共同承受的，是給人類的警告，咒詛

歸了土。這段話說明，地已經受了咒詛。一方面地

與審判。

為著人類的生存效力，但另一方面，地也長出荊棘

為什麼惡人仍享亨通？ 神按著公義審判天下

與蒺藜，作為地受審判的表徵。

首先我們該知道，神必頇在人身上施行祂公義審判

因著亞當犯罪墮落，咒詛就進來 了，成為一種審

人，沒有人能逃脫神的審判。照著羅馬二章五至六節

判。按照羅馬八章二十至二十二節，『受造之物服

說，『你竟任著你剛硬不悔改的心，為自己在神動怒

在虛空之下，』並服在敗壞的奴役裏，『一同歎

並 顯示祂公義審判的日子，積蓄忿怒。祂必照各人

息，一同受生產之苦。』這也是一種審判。因著這

的行為報應各人。』行傳十七章三十一節告訴我們，

審判，人即使沒有特別的犯罪，有時也會遭受天然

神『已經定了日子，要藉著祂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

的災害。遭受地震，海嘯或颱風災害的人，並非都

判天下』。 從以上二處經文可知，萬物遲早要受主

是因為特別有罪的緣故。而是，全地與全人類共受

耶穌基督的審判。

的災難。

審判有暫時的與終極的二方面

遭受天然災害並不是因更有罪

但神的審判分為「暫時的」與「終極的」二方面。有

如果我們將一些突如其來的災禍聯於人所犯的罪，

些審判是暫時的，如對淫亂之城所多瑪的審判；有些

這樣的邏輯將有很多的反例，也缺乏同情心。比方

是終極的，如在白色大寶座前對一切活人，死人的審

有的地方更為罪惡，卻沒有天災；有的地方卻因著

判。關於這點，提前五章二十四節說，『有些人的罪

地理環境因素天災頻傳。所以若將天然災害連於神

是顯明的，先去受審判；也有些人的罪是隨後跟了去

對特定人與地的審判，如此，神似乎變成選擇性辦

的。』有些人的罪早受神的審判，有些人的罪晚受神

案的神，將有違其公義行事的法則。

的審判。不論早或晚，神審判的時間乃在於祂的定

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主耶穌提到二個例子：『就在那
時，有幾個在場的人，將彼拉多把加利利人的血攙

規。
(待續)
(摘自http://www.facebook.com/luke54.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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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A Letter from Japan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prayer and concern for the
saints and the churches in Japan. I will report to you
about our situation in brief.
Tokyo
The saints in Tokyo are all fine. Brother Hwuan also is
fine. But the meeting hall of church in Tokyo seems to be
damaged. There are a lot of cracks on the wall of the
meeting hall. We will check it with the help of experts.
But we can still use it. Please pray that our meeting hall
will be recovered fully.
Sendai, a city in northeast Japan
As for the northeast part of Japan, they suffered serious
damage. Now it is said that over 13,000 people were
killed mainly by the tsunami. We are now checking
whether the saints in the northeast part are fine or not.
There are about 20 saints in Sendai. So far there is only
one sister whom we have not contacted yet. All the other
saints, including one American brother and some Chinese
saints, are safe. But some saints still live in shelters, and
it may last for a while. Please pray that the one missing
sister will be found safe soon and that the saints in Sendai
and the northeast part of Japan will be encouraged by the
Lord to gain and experience Christ more in this hard environment. May the Lord preserve their spirit, soul, and
body complete.

Nuclear power plants
A nuclear power plant near Sendai was seriously damaged,
and there is a danger that we may be exposed to radiation.
Please pray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electric
power company will be able to control the 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keep them under full control so that we may not
be exposed to radiation.
42 saints from Taiwan
We are supposed to receive 42 full-time serving ones and
full-time trainees from Taiwan for a gospel activity in the
whole of Japan from March 25. They will stay in Japan for
2 months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the people in Japan. Please
pray that all the Taiwanese saints may be preserved safe and
may boldly preach the gospel to the Japanese people, and
that the hearts of the Japanese people will be softened and
receive the gospel.
We really appreciate the prayer of the Body of Christ. We
are very much encouraged by your prayer and concern for
Japan. Now it is the time for the gospel, the white horse, to
run all over Japan to conquer Japan! Please pray that the
gospel of kingdom will reach all the people in Japan!
Hiroo Suzuki, Church in Tokyo

外地消息
主在波蘭的恢復

波蘭是一個十分年輕的國家，人口平均年齡很輕，聖
徒的平均年齡也很輕，有好些完整的年輕家庭，十分
具有開展的潛力。然而因著天主教的背景，弟兄姊妹

位俄國姊妹因結婚來到波蘭，另有兩位俄國姊妹，及
管延珍姊妹，和幾位當地的全時間弟兄姊妹一同配
搭，看見這真是一個在新人裏相調的開展。

要脫離天主教進入主的恢復，難免遭到親友的反對與 目前在歐陸各國中，波蘭聖徒的人數最多，大約有250
敵視。然而他們一旦摸著主恢復的豐富，就深深被吸 位。其中聖徒人數最多的是華沙召會，大約有85位。
引，許多年輕聖徒不惜放下職業，參加俄國和英國的 由於波蘭地土遼闊，加上能外出各地的服事者有限，
全時間訓練。因著聖徒年輕，赴當地開展的同工，更 工作大多集中在華沙，如:Rhema辦公室、波蘭特會
需要花時間牧養成全聖徒。波蘭位於歐洲的中心點， 等。而目前聖徒們分別在六處地方召會有聚會。大多
有不少全歐的特會在此舉行。
數波蘭聖徒的年齡不超過45歲，有許多年輕的家庭，
華沙目前有四個家分別由臺灣、紐西蘭及美國移民過
去。最早移民的是原在臺北二十二會所之柯受恩弟兄

他們孩子的總數超過100位。所以每年暑假期間也會在
波蘭舉辦全歐洲的青少年特會。

一家，另一對來自紐西蘭的Ashley夫婦。此外還有來
自美國的Matthew

Stone一家，他們曾在俄國開展九

(摘自http://propagation.recovery.org.tw )

年，並一對進入主恢復僅五年的Burden夫婦。此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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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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十二週。
2. 本週“以賽亞書”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23~24 篇。
3.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 本週複習 “以賽亞書結晶讀經” 晨興聖言 第十三週。

禱告事項
1. 為著4月10日兒童福音展覽大會禱告：
a. 願神祝福這次的大會，將神的救恩傳揚出去，得著更多的小朋友及家庭，蒙拯救進入召會生活。
b. 求神將福音的靈充滿我們，在這些的日子裡，為主作剛強的見証。
c. 願神剛強所有有份展覽的小朋友及小牧人，願神與他們同在。
d. 願神紀念所有大會的預備工作，所有相關的服事與配搭，進行的順利有序。弟兄姐妹在喜樂的靈裡服事。
e. 為著兒童出席人數目標1000人禱告，家長出席人數目標500人禱告。
2. 為著本周六的區負責成全訓練代禱。
3.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入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遠的生命。(約翰福音 3:16)
為著日本強震海嘯災區，為著福音使人得救，需要你我的禱告！

本地報告
1. 全召會事奉成全聚會
日期/時間：21/03/2011(週一)晚上7:30pm
地點：A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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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負責弟兄成全訓練(二)
日期：26/03/2011(週六)
地點：A107會廳
時間：第一堂：5:00~6:30pm , 晚餐：6:30pm , 第二堂：7:15~9:00pm
備註：因這是訓練，聚會五分鐘前請就座。
4. 大專相調特會
日期/時間：30/04(週六)下午開始至02/05/2011 (週一)中午結束
地點：古晉會所
費用：每人RM45/報名截止日期﹕28/03/2011
對象：九號、十一號、高三以及各大專院校聖徒
備註：請向葉乃裕弟兄(手機:0168859180)或高鶯鶯姊妹(手機:0168687767)報名。

外地報告
1. 東馬眾召會相調特會通啟
日期/時間：01/06(週三)早上8:30am開始至02/06/2011 (週四)中午12:00pm結束
地點：民都魯民眾會堂
報名截止日期﹕21/03/2011

其它
1.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27/03)

週一晚上 (21/03)

週二晚上 (22/03)

會所/區

1－2

五會所

3－1

2.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日期
三
月

20日
27日

3.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會所/區

全召會集中

石隆門聖徒

6－5、6、7及1－2、3 區

（倫樂聖徒来古晋）

来古晋

2－5 區

2－7 區

一會所

3－4 區
4－2、4 區
5－9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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