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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關於在神經綸裏之基督的啟示

我們研讀詩篇時，需要領悟，聖經的靈乃是高舉基督
。聖經的靈高舉神所命定的基督，使祂在舊造裏、在新
造裏、在基督的身體裏，並在凡事上居首位。基督既在
凡事上居首位，我們就必須在我們的為人，並所作的一
切事上，讓祂居首位。而詩篇二篇正是照著高舉基督的
神聖觀念；在二篇裏，基督被高舉為神經綸的中心。
詩篇二篇是神的說話，神的宣告，神的宣揚，說到基督
是祂經綸的中心。在二篇裏沒有經綸一辭，卻有神經綸
的啟示和實際。二篇的王與國度，給我們看見神的經綸
，因為神得著王是為著完成神的經綸。而基督的國度乃
是列國的大國度，包括全地；祂的國度將包括每個地方
和每個人。二篇也啟示基督在神經綸裏的步驟，開始於
祂在永遠裏，在祂的神性裏受膏，（詩二2），繼續於祂
的復活（也含示祂的死~詩二7），祂的升天（詩二6），
祂設立祂宇宙的國度（啟十一15），以列國作祂的基業
並以地極作祂的產業（詩二8），以及祂用鐵杖治理列國
（詩二9）。
我們需要看見詩篇二篇裏，關於神經綸中之基督的神聖
啟示。一至三節豫言世界的掌權者抵擋基督；這些經文
的應驗開始於希律和本丟彼拉多，而要終結於敵基督。
在二節，神進來宣告基督是祂的受膏者。基督在永遠裏
，在祂的神性裏，被神膏為彌賽亞，就是基督，受膏者
。祂這位受膏者成為肉體而來，以成就神永遠的計畫。
祂在時間裏，在祂的人性裏，於受浸時再次受膏，主要
是為著在地上盡祂的職事。基督在祂的復活裏，成為賜
生命的靈，為要作神的受膏者。基督在祂的升天裏，被
立為主為基督，正式成為神的受膏者，主要是為著在祂
天上的職事裏完成神的託付。
詩篇二篇四至六節是神關於基督的宣告。基督在祂的升
天裏，為著神的國被立為神的王。神宣告祂已經立基督
在錫安山上，不是在西乃山上。西乃山是頒賜律法的地
方；在諸天之上的錫安山，是今天基督在升天裏所在的
地方。新約的信徒不是來到西乃山，乃是來到錫安山。
我們在錫安山這裏有召會，基督的身體，以及為著神的
見證之神的經綸。西乃山產生在律法下為奴的兒女；但
我們的母，就是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在諸天之上的錫
安山那裏，產生應許的兒女，承受所應許的福，就是包
羅萬有的靈。

詩篇二篇七至九節是基督自己的宣告。使徒保羅在使徒
行傳十三章三十三節引用詩篇二篇七節的話，指明七節
是指基督的復活。神的受膏者基督被剪除、被釘十字架
之後，在祂的人性裏復活，生為神的長子。在八節，宣
告基督已得著列國為基業，地極為產業。在九節，宣告
基督在祂的國裏，必用鐵杖治理列國。
詩篇二篇十至十二節是福音的傳揚。這些經文是關於神
與基督要向世人發怒的警告：有一天，基督要在忿怒中
來執行祂的審判；在新約裏，基督要在怒中對世界施行
審判的那一段時間，稱為『主的日子』，也就是神的日
子。我們都需要領悟，自己乃是無有，我們的光景是罪
惡的，我們的處境是虛幻的；這就為基督開路，將我們
釘十字架，並進到我們裏面，從我們活出祂自己，並使
我們在生機的聯結裏與祂同活，藉此頂替我們。投奔於
子就是信入子基督，以祂為我們的避難所、保護和藏身
之處；以嘴親子就是愛祂，因而享受祂。約翰福音陳明
，信和愛乃是我們有分於主的兩個條件。我們藉著信接
受主，藉著愛享受我們所接受的主。
（摘自臺北市召會周訊）

聖經的靈高舉神所命定的基督，使
祂在舊造裏、在新造裏、在基督的
身體裏，並在凡事上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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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不難的難關（完）
真是心不甘情不願！

所以，這趟向父母親傳福音，幾乎不費甚麼力氣便說
動了兩位老人家。令人難以置信的，他們當時就願意在
家裏受浸歸主。主垂聽了我們的禱告；這實在是令人振
奮的時刻。
清明節過後，在老師的協助下，我們將家裏所有的偶像
和價值萬餘元的供桌，全部拆解，並雇車載去十四公里
外的焚燒場燒掉。在載運的過程中，還發生了一件奇妙
的事情。當我們將供桌載到目的地時，司機纔發現後面
兩個輪胎，不知道何時各被刺進了一根大鐵釘，照理
說，車上的東西又重又多，以這樣的狀況還能車行十四
公里不出狀況，實在不可思議！
擺脫宗教喜獲自由
在我這個原來拜偶像的家庭中，不但我的父母信了主，
在我和妻子婚後一年多，我的小妹也受浸了。現在，我
們每次從樹林回到嘉義老家探望父母，看到他們因著在
召會生活裏享受主，全人得著釋放，滿溢喜樂平安，就
感到無限安慰，不禁低頭敬拜主。
尤其我的母親，過去總是愁眉苦臉、牢騷不斷，人一見
她，就覺得真是又老又苦。但如今，卻像脫胎換骨似
的，回轉像個小孩子，每天臉上充滿笑容，心中裝滿喜

造就系列
如同乳母顾惜自己的孩子

樂。即便她不太識字，卻靠著媳婦與孫子所標的注音
符號，將一首首詩歌背得滾瓜爛熟、一字不漏，快樂
的用閩南語唱詩歌。
此外，母親還常對我的妻子說，『很感謝你當初帶我
信主！』讓我們聽了真是好窩心、好感動。所以婆媳
之間相處得非常好，很少看到有婆媳之間，像她們這
般融洽和諧的。因為她們不只是婆媳，更在主裏擁有
同一個生命，這比甚麼都重要。
自從父親受浸之後，原本喫素的他，終於可以擺脫偶
像的束縛和捆綁，放心大膽的喫他最愛喫的魚！所以
每次我回到嘉義老家，一打開冰箱，哇！冰的全是
魚。我聽過為了信仰在家庭中引起極度紛爭的故事，
也聽過信仰使一個家庭度過人生難關的故事；但是在
我自己身上和我的父母親身上，竟然經歷全家得救得
極其自然，一點也沒有衝突和掙扎。這個『簡單的相
信』絕對是我們一家蒙恩過新生活的祕訣。親愛的朋
友，你願意有一個新生活麼？請你簡單的相信，接受
這位主耶穌，這是一個不難過的難關。（林若義）
摘自《禧年報》，第二卷，第四期

传福音是得属灵的孩子，照顾人是喂养属灵的孩子…对

不来也罢，你活也罢，死也罢，死活是在乎主，没有！
他是越发急切、极其巴望。

传福音所得的人要有属灵的孩子的感觉，就象保罗一再写
信给帖撒罗尼迦人，关切他们，就象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
一样在那里抚育他们。使徒所关心的不是教导，而是完成
抚育的工作，为要帮助年幼的长大。

四、一定要见你的面，见不到你的面，就不行！

…保罗如同母亲乳养她的孩子…他是温和地这样做…不是
严加管教，而是劝勉、恳求。他在做属灵父亲时，也有牧
养的灵。‚弟兄们，我们如丧失亲人一般，暂时与你们分
离，是面目的，不是心里的，我们越发急切，极其巴望要
见你们的面。‛
一、见不到新人，急得不得了，他不是一般的急，他是如
同丧家之犬，象丧失亲人一样，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保罗
就有这种感觉，他不是光用灵来事奉新人，他是用感觉来
事奉他的新人。
二、暂时与他们分离，是面目的，不是心里的，他的心里
从未与他们分离，心里面和他们是联在一起的。
三、照顾是越发急切，极其巴望的。不是说，你来也罢，

保罗不光只是说，灵里为你祷告，阿们，哈利路亚，赞
美主，不，他是说，我是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切切地
想念你…保罗照顾人是照顾到人的心里面，照顾到他的
感觉里面，英文是inward parts of Christ，就是软心，
慈心。我是在基督里面的那些部分里面，来想念你们。
保罗作使徒，在以弗所三年之久，昼夜牧养。时间不分
昼夜，地点是一家一家，不是搞一个大聚会，九百人，
一千人。使徒工作以牧养为主，使徒职事和天上职事配
合，天上职事是牧养，地上的职事也是牧养。
在歌罗西书二章保罗说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在爱里面联
系…要把新人成熟地献上，就好像保罗在歌罗西书所讲
的，第一个就要把他的心温暖温暖，叫他的心得安慰，
如果心不得安慰，什么东西都打不进去…这就是牧养人
的榜样。
摘自《牧養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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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彼此对立、互相矛盾的两种观念」

诗篇都是敬虔圣徒从经历中吸取的发表。作者既是敬

你看见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的不同么？第一篇宣告说，
你蒙福或灭亡，在于你是否遵守律法。你如果遵守律
法，就必蒙福；如果不遵守律法，就必灭亡。第二篇的
宣告却完全不同。你是否蒙福，是否灭亡，全在于你是
否避难在基督里面，且以嘴亲他。如果你避难在基督里
面，就要蒙福；如果你亲他，意思就是爱他，你就永不
灭亡。诗篇第一篇的观念是律法，而第二篇的观念是基
督。你们看见了么？神要的不是律法，乃是基督。

虔的圣徒，就按照他们的经历极力说出赞美神的话。当
然这样的发表是基于他们对神的观念。他们有经历、有
情绪、有感受来发表一些话，这发表当然是基于他们自
己的观念。但因为他们这么接近神，向神敞开，神就有
自由在他们的说话中说话。然而神的说话不是基于他们
的观念，而是基于神圣的观念。我们必须看见诗篇中有
两种观念：圣徒的观念和神的观念；属人的观念和神圣
的观念；天然的观念和属灵的观念。这两种观念在诗篇 让我们放下第一篇，往前到第二篇。如果你仍留在第一
中总是在一起，但不要以为二者是互补的。这两种观念 篇，赞同第一篇，你就仍然在属人的观念、律法的观念
乃是彼此对立、互相矛盾的。
中，你还没有得着神圣的启示。在神眼中，你是否蒙
诗篇第一篇其实是说，遵守律法的人便为有福。这是一 福，是否灭亡，不在于律法，而完全在于基督。你若避
位圣徒按着他的观念而有的发表，而他的观念是律法的 难在他里面，爱他，就必蒙福。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
观念。他喜爱律法。但正当他说出诗篇第一篇，然后说 们向着律法已经钉了十字架，我们已经向律法死了。
出第二篇的时候，神的灵却进来说，不是‘遵守律法的 （罗七4，加二19。）这意思是说，我们与律法无关。我
便 为 有 福 ’ ， 而 是 ‘ 凡 避 难 在 他 里 面 的 ， 都 是 有 福 与基督同活，不要跟我讲律法。不是遵守律法、喜爱律
的’。诗人说遵守律法的人便为有福。主却进来宣告： 法的问题，而是避难在基督里面、以嘴亲他的问题。
避难在子里面的人便为有福。你看见么？诗人按着他的
观念说出一些话，但因为他这么接近神，向神敞开，神
就能插进来，在他的说话中，按着神圣的观念说出一些
话来。这是诗人写诗篇的方式。诗人按着他们的观念说
话，但神忽然在他们的说话中说话时，观念就改变了。
这是我们了解诗篇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避难在基督里面是旧约的说法，新约的说法是信入基
督。以嘴亲他是旧约的说法，新约的说法乃是爱他，耶
稣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旧约的说法
是：‘你以嘴亲我么？’今天问题不在于遵守律法，问
题完全在于避难在基督里面，并以嘴亲他。我们必须信
他，爱他。只要我们避难在他里面，亲他，那真是太好
诗篇第一篇有两个点：（一）遵守律法的人便为有福。 了。
（王焕卿投稿）
（二）不敬虔者的道路终必灭亡。这是作者属人观念的
两个特征。诗篇第二篇的结语是凡避难在基督里面的，
都是有福的，并且我们当‘以嘴亲子，免得他发怒’。

外地消息
Report from Bible Distributions in America

O

( n Sept 11) one group of saints went to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another group went to Ground Zero to distribute
free Bibles and Basic Elements of the Christian Life, vol. 1.
The group at Columbia passed out 80 Bibles in about two
hours. About 20 saints of all ages participated. Kids boldly
walked up to people to tell them about getting a free Bible.
High schoolers eagerly went out with the product offer cards
and tracts to preach the gospel. We found the campus to be
more receptive than we expected. A campus security guard
came by to ask if we had authorization papers. After we
showed him the papers we asked him if wanted a Bible, and
he was very open. We also showed him how to use the footnotes and he seemed very happy, but his co-worker said we
couldn’t distract him from his job so he left the table. Later
he came back to get another Bible because he had showed
his copy to another co-worker who liked it so much that he
gave his copy to him. Giving away Bibles on campus opened
an easy way for the local saints to invite students to weekly
Bible studies, and students seemed genuinely interested in
attending. The saints were very encouraged by the students’
response and by how quickly the Bibles were passed out.

At Ground Zero, it took us a while to find a place to set up
the table, and then it ended up that we set up next to a protest group that was yelling loudly. They eventually decided
to do a march, and they all cleared out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 distribution. After they left (and also while they were
there), we were able to give out 80 Bibles. It ended up being
very good, and the local saints were really encouraged…
The local saints were encouraged by how many were interested in having a Bible study or meeting in a home. Two
prayed to receive the Lord, 12 were interested in a Bible
study or home meeting, and 14 provided their contact information. In total, we gave out 280 Bibles on Saturday and
160 Bibles on Sunday. We also gave out Basic Elements of
the Christian Life, vol. 1 with each Bible.

BiblesForAmerica, 2011, Report from distribution at two
locations on Sept. 11 (Updated 11 Sep 2011) Available at:
<http://lethiswordrun.com> [Accessed 13 Sep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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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追求進度
1.
2.
3.

本週‚舊約恢復本經文及註解‛共同讀經進度：根據讀經進度表第三十八週。
本週‚詩篇 ‛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21~22 篇。
本週繼續追求‚詩篇結晶讀經‛晨興聖言 第二週。

禱告事項
1. 为着 2011 年 10 月 6 日至 8 日在荷兰举行的秋季国际长老同工及负责弟兄训练祷告。
2. 为着‚诗篇结晶读经‛的追求祷告：
一、藉着追求晨兴圣言、看录影、研读圣经和生命读经、讲说，进入诗篇这卷书的启示，
并享受神话语的生命供应。
二、藉着出去牧养人，将所享受的话语供应朋友、弟兄姊妹们。
3. 为着2011年小六生一週成全训练的报名及预备工作祷告。

本地報告
1.‚詩篇結晶讀經‛錄影追求兼禱研背講：第二篇
日期/時間：19/09/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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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6/9/2011或之前交來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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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妥並收齊於26/09或之前
交回辦公室。倘若表格不夠，請來辦公室領取。
5. 2012年中文福音月曆及桌曆訂購
月曆每本RM16/-；桌曆每本RM7/訂購截止日期﹕20/09/2011
請各區召集人按區單位直接到書房訂購繳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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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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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
3.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1.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九月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會所/區

18日

二會所三區

五會所

6－1 及1-5、6、7區

25日

一會所

四會所

2－3區

2.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會所/區

主日早上
(25/09)
6－2

3－3區
週一晚上
(19/09)
一會所

週二晚上
(20/09)
4－1

4－1、8區
5－4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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