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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滿足神心願並成尌神喜悅的神人

這篇信息論到詩篇十六篇，標題是『大衛的金詩』。詩

邊，我便不至搖動。』基督將神常擺在祂面前，作祂的
篇十五和十六篇是一組。十五篇的開頭，大衛問了一個很 保障；因神在祂右邊，祂便不至搖動。祂在地上時絕不
好的問題：『耶和華阿，誰能寄居你的帳幕？誰能住在你 是獨自一人，因為父始終與祂同在。
的聖山？』但大衛卻給了一個錯誤的答案，以為是遵行律
法的完全人。事實上，沒有人照著律法是完全的。我們要 第九節開始是第二個階段，說到基督的死。九節說，
看見，這問題的答案乃是十六篇所啟示的基督；惟有神人 『因此我的心快樂，我的榮耀歡騰；我的肉身也安然居
基督能滿足神的心願，並成尌神的喜悅。基督是神來成為 住。』在基督的死裏，祂的心快樂，祂的榮耀（祂的靈
人，過一種滿了神聖屬性彰顯於人性美德的人性生活。然 同祂的舌）歡騰。祂甘心樂意受死，以成尌神的經綸。
後祂受死、復活、並升到神的右邊。並且，惟有神人基督 主耶穌在埋葬時肉身安息，等候復活。
這神的長子，連同祂許多的弟兄，尌是神的眾子，能滿足
十節進一步說，『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魂撇在陰間，也不
神的心願，成尌神的喜悅。
叫你的聖者見朽壞。』這裏不僅講到基督的死，也說到
接下來，我們逐節來看詩篇十六篇。第一至八節是第一個 祂的復活，這是第三個階段。神必不將基督的魂撇在陰
階段，說到祂的人性生活。一節說，『神阿，求你保孚 間，也不叫祂的身體見朽壞，腐壞。基督的魂要從陰間
我，因為我投奔於你。』基督在祂的人性裏投奔於神，祂 復起，祂的肉身也要從墳墓復活。十一節上半接著說，
在地上所過的生活乃是不斷信靠神的生活。第二節說，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尌是復活。
『我對耶和華說，你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 在成為肉體時，基督將神性帶到人性裏；在復活裏，祂
主耶穌在地上為人時，始終承認父神是祂的主。祂的好處 將人性帶到神性裏。
（福分、喜樂、享受）不在神以外；父神是祂的分。第三
節說，『論到地上的聖民，他們是尊高的人，是我所最喜
悅的。』基督愛父神；祂所喜悅的，是神國裏的聖徒。基
督喜悅聖民，尌是地上尊高的人，因為聖民是構成祂身體
的肢體。第四節說，『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
必加增；他們所澆奠的血我不獻上，我嘴脣也不題別神的
名號。』基督與別神並他們的祭物無分無關，祂嘴脣也不
題別神的名號。馬太福音四章，當魔鬼以世上萬國的榮耀
試誘祂時，祂宣告說，『撒但，退去罷！因為經上記著，
「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祂。」』
詩篇十六篇五節說，『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
分；我所得的分你為我持孚。』這裏的『產業』指基業，
『杯』指享受；父神是基督的基業和享受。第六節說，
『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業實在美
好。』基督沒有為自己揀選甚麼；祂把祂的定命和所有的
揀選留給祂的父定規。祂珍賞神用繩在佳美之處所量給祂
的地界，以及神所給祂美好的產業。第七節說，『我必頌
讚那指教我的耶和華；我的心腸在夜間也警戒我。』主耶
穌否認己，受父的指教，以父神為祂的策士。不僅如此，
基督的心腸與神是一。當神指教為人的基督時，基督藉著
與神接觸，祂的心腸也警戒祂；這是一個神人正確的經
歷。第八節說，『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祂在我右

十一節下半是第四個階段，啟示祂的升天：『在你面前
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基督在神
面前，有分於滿足的喜樂。這指明祂升到天上，到神面
前，為要享受祂所達到、所得著的；祂享受神右手中永
遠的福樂。在基督的升天裏，祂在神的右邊，好完成神
關於召會的永遠經綸。

（摘自臺北市召會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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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國王也虛空（完）

不戴消毒手套的醫生

但這不是要我們不管世事去追求神，過著隱居的生

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的作者馬太，不是一位職業作家，

活，因為神也要我們盡人生的本分與責任，誠如所羅門
所言：『我知道世人，莫強如終身喜樂行善。並且人人
喫喝，在他一切勞碌中享福；這也是神的恩賜。』（三
章十二至十三節。）雖然人被撒但引誘放棄神，成為墮
落的，神仍祝福人，使日頭照耀，使雨降下，維持孙宙
中正確的次序，使人有美好的生活，享受各種物質的事
物，以維持人類世世代代的生存。離了神的祝福，無一
人能忍受在地上的生活。一面，在日光之下，凡事都是
虛空的虛空，且服在敗壞的奴役之下；另一面，人生的
某些事物，如教育、工作和婚姻，仍是人生活的憑藉。
神使用人對這些事物的奮鬥，以保孚人在地上。人類若
不能生存，神尌無法從墮落的人類中，得著祂所揀選的
人。人類若被了結，基督尌無法來臨，尌不會有為著祂
成為肉體的譜系。

而是一個替羅馬政府收稅，不受人歡迎的稅吏。然而，在
主耶穌遇見他的那一天，主耶穌對他說，『來，跟從
我。』他尌起來，跟從了耶穌。那天晚上，馬太家裏高朋
滿座，主耶穌怡然自得的，和馬太的朋友們坐在一起喫
飯。席間，耶穌對馬太和他的朋友們談了些甚麼，沒有人
知道。但是，屋子外面的人說了些甚麼，聖經上倒是記載
了。有些沒有受邀的法利賽人，看見耶穌和稅吏並罪人一
同喫飯，尌向主的門徒們提出了責難和質疑。

在兩千年前，神成為肉體，尌是人子耶穌。在過完三十
三年半的為人生活後，祂被釘在十字架上，了結了人墮
落的罪性。三天之後復活，成為賜生命的靈，分賜生命
到悔改並信入祂的人裏面，使人類得以回到正確的地位
上，擁有永遠的生命，藉此滿足人，也滿足神。
請聽，那位曾經虛空的君王所羅門，在傳道書末了說，
『你趁著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尌是你所說，我
毫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曾臨近之先，當記念造你的
主。』（十二章一節。）
摘自（www.lsmchinese.org）

然而，主耶穌卻斬釘截鐵的回答說，『強健的人用不著醫
生，有病的人纔用得著。』又說，『我來本不是召義人，
乃是召罪人。』
這世界上有太多的人，左手拿著厚厚的一本甚麼準則，右
手持著長長的一把甚麼尺度，見人尌先核對一下，丈量一
下。可是，耶穌來卻沒有衡量、評斷我們，祂乃是來醫治
我們。因為在主耶穌眼中，我們都是用得著醫生的病人。
祂不僅醫治我們，祂醫治的手還滿帶慈愛和溫柔。聖經上
記載了許多主耶穌醫病的神蹟，大多數的人都注意神蹟的
結果；但這裏要題醒你，祂治病的過程。主伸手摸患痲瘋
的人，潔淨了他的大痲瘋；耶穌拉彼得岳母的手，扶她起
來，她的燒尌退了；管會堂的女兒死了，主握她的手，她
復活了；主摸瞎子的眼睛，瞎子得了復明。
這位奇妙的救主，祂來不是定罪，祂來乃是為了醫治；祂
用滿帶慈愛和溫柔的手摸我們，握我們，拉我們，扶我
們。祂不僅醫治我們的病－赦罪，祂更使我們的心得著安
慰；祂是一位不戴消毒手套的醫生。
摘自（www.lsmchinese.org）

造就系列
憑感覺與憑信心
…

有一種基督徒，他追求屬靈的，追求永遠的，追求主

的自己，可說是高級的基督徒，但是他的追求都是憑著感
覺、憑著興奮。他很熱切的讀聖經，整天和弟兄姊妹來
往，聚會也很興奮。但是等到這一個時期過去了，興奮低
落了，禱告尌癟了氣，讀經像啃木頭差不多，和弟兄姊妹
交通也打不起精神。這兩面的情形，一面是興奮，一面是
沉悶，都證明這班基督徒是在情感裏面。他們得救了，也
愛主了，也追求屬靈了，但是他們是活在情感裏面，活在
感覺裏面。
前兩天，有一位弟兄從遠處特特來看我，他裏面非常痛
苦。他說，李弟兄，我這些日子禱告碰不著主，我失去了
主的同在，我真受不了！我說，你是不是有罪不肯放棄
呢？他說，沒有。我又說，你有沒有甚麼是主要你順服
的，而你不肯順服？他說，這也沒有。…我再說，你有沒
有甚麼是主向你要的，而你不肯為著主？他說，也沒有。
我說，既是如此，你尌可以放心。主並沒有離開你，祂不
過是要把你從感覺裏帶出來，帶到信心裏面去。

沒有一個人跟從主，能彀憑著眼見。一個追求主的人，
只能憑著信心來跟從。你從頭一天來跟從主，尌不是你
的眼睛看見祂，也不是你的感覺覺得祂，乃是因你得著
了一個信心。你從前得救是如何，現在跟從祂也是如
何。你從前得著生命是如何，現在要有生命的長進也是
如何。所以得著主，跟從主的人也分兩類，一類是憑感
覺的，一類是憑信心的。所以聖經說，義人必因信而
活。你跟從主不是憑感覺，不是憑眼見，乃是憑信心。
你們也許問，怎樣纔是憑信心？比方一個弟兄在初得救
的時候，禱告滿有主的同在，讀經滿了味道，來到聚會
中非常有滋潤，傳福音非常有口才，滔滔不絕，他整天
滿有主的同在。但是現在呢？他不覺得主的同在了。那
麼我尌要問，在他身上主的同在真沒有了麼？不是，主
的同在仍舊在那裏，不過那個同在的感覺沒有了。同在
的實際還在那裏，同在的感覺沒有了。這是甚麼意思
呢？這尌是主要把他從感覺裏帶出來，帶到信心裏面。
（十二籃(第八輯),第二篇、基督徒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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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開家的二十項祝福

詩篇給我們看見，打開家、在家中過召會生活，至少
有二十項的祝福：一、榮耀—“耶和華啊，我愛你所住
的殿，和你的榮耀所居之處。”（二六8）榮耀乃是神的
彰顯；當你為神的福音把家打開，你的家成了神的榮耀
所居之處！黑暗乃是撒但的彰顯；今天世人開家辦派
對，成了黑暗所居之處。二、榮美—“有一件事，我曾
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尌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裡求問。”（二七4）不論
你的家裝潢得怎麼氣派、奢華，都算不得榮美；唯有神
是榮美的！三、啟示—“等我進了神的聖所，我才看清
他們的結局。”（七三17）在神的聖所裡得著了神的啟
示！四、可愛—“萬軍之耶和華啊，你的居所何等可
愛！”（八四1）五、活力—“他們栽植於耶和華的殿
中，發旺在我們神的院裡。”（九二13）發旺，尌是有
活力！六、結果子—“他們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
要滿了汁漿而常發青。”（九二14）我們好些年長的聖
徒，孩子長大了，或外地求學，或成家立業，家裡成了
空巢，整天只能和配偶四目相望。何不打開家，讓你的
家變成結果子的家呢？七、泉源—“歌唱的同跳舞的都
要說，我的泉源都在你裡面。”（八七7）八、敬拜—
“你們要尊崇耶和華我們的神，在祂的聖山下拜；因為
耶和華我們的神是聖別的。”（九九9）九、業分—“我
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神是我心裡的盤石，又是我
的業分，直到永遠。”（七三26）十、新油—“你卻高
舉了我的角，如野牛的角；我是被新油膏了的。”（九
二10）十一、遮蔽處，隱密處—“因為在我遭難的日
子，祂必將我隱藏在祂的遮蔽處；祂必把我藏匿在祂帳

幕的隱密處，將我高舉在盤石上。”（二七5）十二、鼓
勵—“祂……將我高舉在盤石上。現在我得以昂首，高
過四圍的仇敵。”（ 二七5下～6上）十三、頌贊—“我
要在祂的帳幕裡獻歡呼的祭；我要唱詩，歌頌耶和
華。”（二七6下）十四、美善—“你們要嘗嘗，便知道
耶和華是美善的；投奔於祂的人有福了。”（三四8）十
五、飽足—“他們必因你殿裡的肥甘得以飽足。”（三
六8上）十六、愉悅—“你也必叫他們喝你樂河的水。”
（三六8下）十七、生命—“因為在你那裡，有生命的源
頭。”（三六9上）十八、光—“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
見光。”（ 三六9下）十九、跳舞—“你已將我的哀哭
變為跳舞。”（ 三十11上）二十、喜樂— “你已將我
的麻衣解下，用喜樂給我束腰。”（三十11下）這尌是
你打開家所得著的祝福！
余潔麟弟兄給西谷眾召會的交通
（9/3/2011）

外地消息
俄語世界開展現況報導（一）

今年（二○一一年）是主的恢復在前蘇聯境內開展的
二十周年。這二十年來，全球眾召會在一個新人的配搭
中，同心合意的迫切禱告，奉獻財物，並差遣全時間服
事者移民前往，在這塊跨越十一個時區的廣大地域，傳
揚國度福音，建立了約兩百處召會。一九九二年，在莫
斯科開辦了全球第三處全時間訓練，每年在真理，生
命，事奉，性格等方面成全許多來自俄語世界各地的尋
求者。目前有數十位經過訓練的聖徒以全時間的方式服
事，他們不僅在前蘇聯境內開展或加強各地的見証，更
將福音開展至波蘭，蒙古，以色列等地。
俄語世界的福音開展一直都是一個孙宙新人榮耀的行
動。在這行動中，有來自美，加地區的英語聖徒，與來
自台灣的華語聖徒配搭，傳福音給說俄語的民眾，帶領
他們得救，並將他們成全為我們的同工。一個美國人，
一個華人和一個俄國人一起配搭，在前蘇聯境內一地一
地的去傳福音，這真是一幅榮美的圖畫。

同工們開展移民至俄羅斯之初，主要從事的工作有二：
首先，在兩個首要都市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直接傳福音領
人信主，並且建立召會。當時渴慕信主的人數眾多，因
此傳福音多是藉由福音大會，而挨家挨戶的叩門傳福音
則是四，五年之后的事。其次，同工們也接觸雷瑪或
BBD (Bible Book Depot) 的讀者們，邀請他們前來莫斯
科參加半年一次的兩週訓練，藉此將真理的豐富供應給
渴慕的尋求者。
二十年來，台灣聖徒有分於俄語世界的福音開展者，總
數已逾兩百人。而在開展期間，前蘇聯各處召會也日漸
茁壯成長，全時間服事者人數穩定增加，因此來自海外
的全時間同工便陸續離開俄羅斯，烏克蘭等國，回到
美，加，台，韓等地。目前在俄羅斯，烏克蘭兩國境
內，已無來自台灣的全時間者服事。（待續）
(摘自美地季报，第二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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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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2. 本週“詩篇 ”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25~26 篇。
3. 本週繼續追求“詩篇結晶讀經”晨興聖言 第四週。

禱告事項
1.
2.
3.
4.

為著 2011 年 10 月 6 日至 8 日在荷蘭舉行的秋季國際長老同工及負責弟兄訓練禱告。
為著在美里正在進行的第二屆中壯年成全訓練代禱。（10月份是此訓練第一學期末了的一個月）
為著2011年小六生一週成全訓練的報名及預備工作禱告。
為著各會所、區、排、個別聖徒的情形和需要禱告。

本地報告
1.“詩篇結晶讀經”錄影追求兼禱研背講：第四篇
日期/時間：03/10/2011(週一)晚上7:30~9:15pm
地點：A107會廳(中文組)
A105會廳(英文組)
備註：無需報名，歡迎眾聖徒踴躍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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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具有歷史價值的照片,為配合制作古晉市的召會歷史通啟
請將照片裝在信封袋內並註明物主的姓名與聯絡電話,盡速交來辦公室。
4. 更新召會通訊錄通啟
為配合更新召會通訊錄，請各區召集人確定區裏每位聖徒都將“聖徒資料調查表”填妥並收齊盡速交回辦公
室。倘若表格不夠，請來辦公室領取。
5. 古晉市召會小六生一週成全訓練報名通啟
日期：21/11(週一)至27/11/2011(主日)
報到時間：21/11(週一)早上8:30~10:00am(小六生) 20/11(主日)下午3:00pm(組長及輔訓)
地點：古晉市召會會所
報名費：每人RM50/報名截止日期﹕17/10/2011
備註：請小牧人或服事聖徒到辦公室領取報名表格，並在報名截止或之前交來辦公室。
6. 週六學生集合聚會通啟
日期/時間：08/10/2011(週六)晚上7:30pm
地點：A107會廳
備註：那些預備好要默經的聖徒們，請於當晚8:00pm到會客廳來默寫腓立比書第三、四章。

外地報告
1. 在馬來西亞的大專成全及相調
日期/時間：04/11(週五)晚上7:30pm開始至07/11/2011(週一)中午結束。 地點：西馬、梳邦再也之伊甸園
報名截止日期﹕10/10/2011(週一)
備註：報名相關詳情，請到A一樓佈告欄查閱。
2. 在馬來西亞的相調特會通啟
日期/時間：23/01(週一)晚上7:30pm開始至25/01/2012(週三)中午結束。
地點：西馬、梳邦再也Summit Hotel Subang USJ
備註：報名相關詳情，請到A一樓佈告欄查閱。
3. 美國、國際感恩節特會通啟
日期/時間：24/11(週四)晚上7:30pm開始至27/11/2011(主日)中午結束。 地點：美國、加州San Jose
備註：報名相關詳情，請到A一樓佈告欄查閱。

其它
1. 作餅服事— 請三會所二區(3—2)服事餅杯的聖徒們今天安排時間來會所作大約100片小餅及幾片中餅。
2.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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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日

二會所四區

三會所

6－3及1－2、3區

9日

三會所

二會所

2－5區
3－5區

3.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會所/區

主日早上
(09/10)
6－4

週一晚上
(03/10)
三會所

週二晚上
(04/10)
6－3

4－3、7區
5－10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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