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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包羅萬有的基督成為神經綸裏的一切

我們要看見包羅萬有之基督的異象，特別是以賽亞書中

們這些作神兒女者的父；作為父，祂是源頭和供應者，在

所啟示的。因為神在祂經綸中的心意，乃是要將一個奇妙

鑰匙的一位，為著保存神家一切的寶藏，就是基督一切的

的人位作到我們裏面；這人位就是包羅萬有的基督，祂是

豐富，作我們的享受。祂是能打開並關閉神豐富寶藏的一

凡事上，在每一面都支援我們。祂也是肩頭上放著大衛之

孙宙中一切正面事物的實際；祂帶著祂所達到、
所得著的

位，神的豐富都具體化身在祂裏面。祂是神經綸的中心，
一切，作到我們裏面。神的目的乃是將基督作到我們裏面， 是彰顯神並代表神的那一位，拿著鑰匙要開啟神管治權
使我們能完滿的享受祂，
並藉著我們對基督有個人的經歷 下的一切事物。
和享受，而產生基督的身體。
基督像釘子，被神釘在堅固處；堅固處表徵第三層天；
以賽亞一至十二章的內容是包羅萬有的基督。
十三至二十

基督今天是在諸天之上，像釘子釘在神裏面。基督必成為

三章則說到耶和華對列國（包括耶路撒冷）的審判及其結

祂父家榮耀的寶座。這裏的榮耀就是神的兒女，他們乃是

果；解開這段話的鑰匙，是神的『解雇』和基督的頂替。 器皿，掛在基督這釘子上。隨著這榮耀有寶座，這寶座實
在這裏有一幅圖畫，給我們看見在整個孙宙中，一切在神 際上就是基督自己。神兒女所享受之全備供應的一切豐
家以內並以外的，都要被『解雇』，而由基督來頂替。神

富，都掛在基督這釘子，這托住者身上。杯子和瓶罐豫表

創造我們的時候，祂『雇』了我們，而當祂把我們擺在十

我們有分於基督之豐富的各種方式和憑藉。在神的家中，

字架上，與基督同釘的時候，祂就『解雇』了我們。解雇

祂的眾兒女都是器皿，盛裝祂的靈，作為水解人乾渴，也
之後就有基督來頂替。在以賽亞書裏，一切都被神『解雇』 盛裝祂的生命，作為酒使人歡喜快樂。
了，開除了；然後那開除人的神進來，用基督頂替一切；
這事也啟示在馬可福音裏，並且是保羅在他書信裏的觀 在新約中，基督了結我們並以祂自己頂替我們，全然是一
念。

件接枝生命的事。因基督使祂自己與我們聯合，與我們聯
結，當祂死在十字架上時，我們就與祂同死且被了結。我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與人之間有一種對於頂替的爭執。 們與基督聯結了，並且在這聯結裏基督頂替我們。如今我
人對神的反應，就是想要頂替神，把神放在一邊，把神趕 們因著在基督裏的信，與基督有生機的聯結；在這聯結
走。撒但是頭一個想要把神趕離寶座，而頂替神，把神趕

中，祂活在我們裏面，與我們同活，藉著我們並經過我們

走，佔取神的地位。他驕傲的五次宣告：『我要…』，這

而活，因而頂替我們。我們需要被包羅萬有的基督注入、

指明他背叛的意圖是要推翻神的權柄，高舉自己與神同

浸透、充滿，直到我們經歷祂是我們的一切。包羅萬有的

等。撒但要求地位的野心，成了聖經所記載一切背叛的動

基督是在我們裏面，但我們需要看見祂、認識祂、被祂充

機。敵基督者反對基督，並以一些事物代替基督，頂替基

滿、並且絕對與祂是一。真正的召會生活，是其中所有聖

督；敵基督者的原則就是否認基督身位的一些點，
就如祂

徒都被『解雇』而由基督頂替的生活；這使基督成為召會

是永遠的父與賜生命的靈。現今撒但在人背後，就是想要

中的一切。

除去神，趕走神；甚至當人想要為神作事時，也是把神擺

(摘自台北市召會週訊)

在一邊。因著人的反應，那『雇了』人的神，至終就把每
個人『解雇』，使祂可用基督來頂替他們。因此，包羅萬

週刊目錄：

有的基督作為以馬內利，頂替並成為神經綸裏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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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泥娃娃

一個父親，偶從馬路經過，看見賣泥娃娃的，那些泥
娃娃的臉上塗得又白又紅，又塗兩條黑黑的眉毛，他就
買了一個回家給他小女兒玩。小女孩看見這個泥娃娃，
非常喜歡。她想：『這個泥娃娃的臉很白，比我的臉還
要白；牠的臉也很紅，比我的臉還要紅。』她就一直用
手摸牠，摸到後來，泥娃娃的臉不像樣了。這小女孩就
很希奇，怎麼這個泥娃娃經不起摸呢？後來她一想：
『我的臉髒了，我的媽媽不是就打一盆水給我洗臉

親愛的朋友，你這個人外面裝飾好看，裡面滿了罪惡
好像泥娃娃一樣，你是越洗越髒。當你想把自己整一
整、理一理的時候，你是經不起整的，你是經不起理
的，你是越洗越髒的人。人的修行，人的作好，人的
改良都是沒有用的。這些不能叫你裡面的壞改好，惟
有相信耶穌，纔能得救，纔有生命上的改變。給你片
刻安樂，過後更加痛苦。惟有接受耶穌作你救主，纔
叫你得到永遠的福樂。
（摘自 www.lsmchinese.org）

麼？』她就也去打了一盆水給泥娃娃洗臉；這泥娃娃
越洗越黑， 越洗越髒，連水也洗髒了。她哭了，她的
父親跑來了，說，『你為甚麼哭呢？』她說，『我給泥
娃娃洗臉，你看反而洗髒了！』父親說，『泥娃娃是不
能洗的，越洗越髒。』

造就系列
作個禱告的人
事奉主的人是一個禱告的人

一 個事奉主的人，首要操練的，就是作一個禱告的

說：「萬事求求神！」我們萬事都要向神求，不要說我
不行，我纔要求神；就是我行，我這個行也沒有用。…
我天然的那一套，在事奉上都沒有用。雖然我鼓勵你們
受高等教育，但是我還是要對你們說，你們若是把所學
的東西，全部搬到神的工作上，那些都絲毫沒有用；若
是你們受過高等教育之後，有許多的禱告，把出於頭腦
的東西都拿掉了，再來作主的工，
這樣受過高等教育就有用了。

人。…（你們）最近都聽見很多次這樣的話─要在真理
上有追求、要在生命上有長大。這是很重要的，但是你
必須一直要學習、要操練作一個禱告的人。要為著你所
參與的工作禱告，為著你自己禱告，
為著你工作上的行動禱告，為著你工
作的對象禱告，為著你所要作的事禱
禱告就是向主表明你的態度
告。
，你不會作，你不能作。…

一個禱告的人就是操練自己，在
態度上常向主表示「我沒有用」。
你要到學校宿舍去看望人，你要到校
世界的人說：「萬事不求人 在路加福音十七章裏，有一個比
園撒福音單張，你要去帶校園的查經
。」但是我們事奉主的人是 方說，僕人耕了地，放了羊，從田
裏回來，他為主人作了許多，等到
小組聚會…，你要作的這些事，非要
說：「萬事求求神！」
傍 晚 回 家，還 得 站 在 主 人 跟 前
用禱告把它完全遮蓋起來不可，要用
說：我是「無用的僕人」，這就是
禱告把你的工作浸透過！我們去作
工的時候，常會發現時間不彀用。禱告需要時間，但是 禱告的態度。你覺得自己有用，你自然不曾禱告；當你
沒有時間，你還禱告不禱告呢？就是沒有時間，你還得 的心、你的靈、你的態度、你的感覺，還有你的情感，
操練禱告；就是沒有時間，你應該操練心裏常常仰望 都覺得「我沒有用」；這個感覺，會保孚你時刻禱告、
時刻仰望。我們的難處就在缺少禱告，不只年輕人要操
主。在你的靈裏，你是投靠祂的！
練，連年長的也要學。永遠向主表示這樣的態度：「主，
禱告就是向主表明自己不會作、不能作
我不能，我是無用的僕人，我甚麼都不會，甚麼都作不
好。」
禱告就是向主表明你的態度，你不會作，你不能作。…
世界的人說：「萬事不求人。」但是我們事奉主的人是
(摘自「關於學校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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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消息
全召會青年在職座談
題目：神的旨意與人的職業

流程： 7:30 – 7:45 PM 詩歌歡唱
7:45 – 8:10 PM 短篇信息

對象：所有青職聖徒與朋友，社區家庭與大

8:10 – 8:30 PM 蒙恩見證

專生（特別是將要畢業的）
日期： 2010 年 11 月 20 日（週六）

8:30 – 8:35 PM 休息茶點

時間： 7:30 – 9:00 PM

8:35 – 8:50 PM 問答交通

地點： A107 會廰

8:50 – 9:00 PM 活動報告

2010年小六生一週訓練報到
一、 所有參訓的小六生11月22日(週一)準時報到
報到時間 : 早上8:30~10:00
二、 所有組長 11月21日(主日)準時報到
報到時間:下午3:00

外地消息
斯裡蘭卡，孟加拉，巴基斯坦，阿富汗 的开展近况
和基督徒（佔 5.9%）。一位說泰米爾語的印度弟兄和
另一位斯裡蘭卡的聖徒到了拜蒂克洛，與那裡服事的
弟兄們一起配搭，為福音的擴展與繁增一起勞苦。到
目前為止，3 位斯裡蘭卡當地人得救受浸！其中一位
是個年輕的教師，他非常敞開，盼望他的妻子也會得
救受浸。弟兄們在熱切地禱告主，願主能在拜蒂克洛
興起許多穩固的家，在這個城市建立一個金燈台。當
前，斯裡蘭卡有 4 處地方召會。
孟加拉，巴基斯坦，阿富汗
孟加拉是以穆斯林為主的伊斯蘭國家，大約人口的
斯裡蘭卡

90%都是穆斯林。盡管有這強大的伊斯蘭勢力，主還
是在孟加拉首都達卡（Dhaka）的一所頂尖大學得著
見証。達卡召會是借著一位韓語弟兄的勞苦興起的，
2009 年 12 月 13 日舉行了第一次的主的桌子。目前

斯里蘭卡

有 35 位聖徒享受職事的供應。巴基斯坦的拉合爾
（Lahore）有一些非常積極的接觸，他們對職事非常

2009 年 5 月，持續了二十五年的內戰終於停止了。
這為兩位服事者提供了機會，得以奉差遣到斯裡蘭卡
傳揚福音。最近，這些服事者坐落於斯裡蘭卡東岸的
拜蒂克洛市（Batticaloa）租了一個房子。這個城市在
說泰米爾（Tamil）語的地區（北部和東北部區域）

敞開。一些當地的弟兄們幫助我們把職事的話語翻譯
成烏爾都語。在阿富汗的首都喀布爾，一小群弟兄們
分成多個小排聚集，一起追求《神的經綸》。
（摘自http://www.flyingeagles.org）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拜蒂克洛的人口有 51 萬，主
要是印度教徒（佔 68%），少數的穆斯林（佔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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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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四十六週。
2. 本週“創世記”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102~103 篇。
3.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本週繼續追求“以賽亞書結晶讀經”晨興聖言第九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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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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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31位中國聖徒相調聚會
日期/時間﹕14/11/2010(主日)晚上7:30pm
地點﹕A107會廳
4. 全召會青年在職座談
日期/時間： 20/11/2010（週六)晚上 7:30 – 9:00pm
題目：神的旨意與人的職業

地點： A107 會廰

對象：所有青職聖徒與朋友，社區家庭與大專生（特別是將要畢業的）

5. 2011 年青職戶外相調聚集
日期： 30/4-2/5/2011（週六至週一）

地點： Hilton Batang Ai 渡假村

報名：請到召會辦事處領取報名表格（一個單位一張表格），填妥連同費用一起交到办公室。
報名截止日期﹕15/11/2010
6. 全砂眾召會青少年服事者相調成全聚會
日期： 17/12(週五)晚上開始至 19/12/2010 (主日)中午結束

地點：美里市召會、珠巴會所

費用：每人 RM125/-

報名截止日期﹕29/11/2010

外地報告
1. 紐西蘭、威靈頓召會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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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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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民都魯 Park City Everly Hotel

報名截止日期﹕31/01/2011

其它
1. 訂婚通啟－林翠君姊妹(Rebecca Ling)與游家鴻弟兄(Tyler Yu)已於 05/11/2010 訂婚，謹此告知眾弟兄姊妹。
2. 財務報告
月份

承上月結存
283,064.07

十月

收入
65,143.50

支出
45,845.23

結餘
302,362.34

3.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21/11)

週一晚上 (15/11)

週二晚上 (16/11)

會所/區

1－1

五會所

1－6、7

4.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5. 各會所/區扶持倫樂、石隆門、哥漢時間表
21/11

28/11

6－2及1－5、6、7區

日期
地方
倫樂

2－7

2－1

2－6區

石隆門

二會所

三會所

3－4區

哥漢

會所/區

4－1、8區
5－5區

（飯食)

14/11
六會所
（林巧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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