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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的基督，以及作為立定神新約經綸之因素的基督

本篇信息有兩個結晶：一是詵篇六十九篇所說受苦的
基督，由受苦的大衛所豫表。另一則是詵篇四十篇所啟
示，基督乃是立定神新約經綸的因素。
大衛是贏得勝利，並為神的國得 著領土的戰士，但他的
生活卻是受苦的生活。他是受苦之基督的豫表。大衛在
他一切所受的詴煉上，是個信靠神，照著神的主宰而行
的人。他在神的主宰之下學了十 字架的功課。我們也需
要學習這兩個重要的功課，就是神的主宰以及憑復活的
大能背十字架的功課。
詵篇六十九篇詳細的說到基督的苦難。祂無故的為多人
所恨（4）；祂為神的緣故遭人辱罵 （7，9）；祂為神
的家，心裏焦急，如同火燒（9）；祂多受苦難，無人體
恤 （29 ，1 9～2 0）；祂 哭泣求神 救祂出 離死亡 之水
（10，13～17，1～2）；祂在十字架上受苦時，人拿苦
膽給祂當食物（21上）；祂在十字架上渴了，人拿醋給
祂喝（21下）；祂為神所擊打並擊傷 （26）；祂為一個
門徒所賣（25）。基督的苦難乃是為著錫安，為著建造
神子民的城邑（35～36）。
主耶穌已把祂受苦的生活擺在我們面前，作我們臨摹的
範本，叫我們跟隨祂的腳蹤行。主把所 受的一切羞辱和
傷害，交給那位在祂的行政裏按公義審判的公義之神，
使自己服從祂；這指明主在地上生活為人時，承認神的
行政。跟隨祂的腳蹤行，並不是指傴傴 效法祂和祂的生
活，乃是指我們要在受苦時享受祂作恩典，好使祂自己
這內住的靈，帶著祂生命一切的豐富，在我們裏面繁殖
祂自己，使我們成為祂的複製品。
新約的職事是由對基督之豐富的經歷，經過受苦、消耗
的壓力，以及十字架殺死的工作而產生 在新約的眾執事
裏面（林後一8，四8～12）。使徒和信徒需要『為基督
的身體，就是為召會，…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西一
24）。基督的患難有兩類：一類 是為成功救贖；另一類
是為產生並建造召會，這是藉著釋放神聖的生命。我們
不能有分於基督救贖的苦難，但我們需要多多交通於基
督為著召會的苦難；我們所有分 於的苦難，乃是為著建
造基督的身體。

詵篇四十篇六至八節的豫言，是關於包羅萬有之基督最
大的啟示之一，說到祂藉著成為肉體第一次來，從神所
領受的託付，就是要除去舊約的動物祭牲，而在祂的身
體裏，立定祂自己作新約的祭物（來十7，9～10）。這
是要結束神舊約的經綸，而開始神新約的經綸，在其中
基督頂替一切的供物和所有的人事物。
詵篇四十篇六至八節關於基督的豫言，乃是二、八、十
六、二十二至二十四等篇，關於基督之 啟示的目標和
目的地。四十篇七節的『我來了』，指明基督藉著成為
肉體第一次來，以祂自己作立約的祭物和供物，為著立
定新遺命（太二六28）；祭物是為著我 們在神面前的
罪和罪行，供物是為著我們與神的交通（詵四十6）。
這二者是舊約據以立定的元素，而舊約是舊約時代裏神
經綸的中心與普及（出二四1～8）。神 不喜悅，也不
要祭物和供物，意思就是祂要結束祂在舊約時代的經
綸；這是本篇豫言的重要性和重大性（詵四十6）。在
這豫言裏，基督藉著成為肉體而來，頂替動物祭牲，並
立定祂自己作新約惟一的祭物，藉此結束神舊的經綸，
而開始神新的經綸，就是祂新約的經綸（來十5～9）。
基督作這樣惟一的祭物，乃是立定神新約經綸的因素，
使祂成為新約經綸的中心與普及，好產生並建造召會作
祂生機的身體，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為著從神的舊
造中完成神的新造，基督轉換了時代；祂的轉換時代，
比創世記一章所題的創造孙宙更為重大（林後五17，加
六15）。

摘自《臺北市召會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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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列 尋找就尋見－穿越了20年的等待（一）

我是一個情感豐富，意志力堅強，頭腦很大的人，愛
文學卻搞科學。我能受浸得救，完全是因著神奧秘的恩
典。
追尋文學、古典樂的電機系學生
一九八二年，我高三那年，因為讀了「人生的光明面」
這本書，就開始自己學著向神禱告，每天晚上睡前禱
告。這樣持續了一年，忘了是甚麼原因，忽然就停下了
禱告。一晃眼，二十年。直到二○○二年我受浸得救，
神記著我二十年前的禱告，神是信實的，祂永遠記念你
在靈裏向祂的呼求與禱告，即使相隔二十年。
一九八三年，我十九歲的時候，常常感覺到生命的苦
澀、美好、與寂寞。常想抓住一些甚麼卻抓不住，我反
覆問自己「生命是甚麼？甚麼是永遠？」，這些問題困
擾著我。
我開始大量閱讀各種書籍，特別是文學書籍，希望從那
裏找到答案。很快地，我被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吸
引、感動。那時候我是一個電機系的學生，對於電機相
關的科目卻絲毫沒有半點興趣，我真正的興趣是文學。
繼續讀電機系，成了我最大的痛苦。
大學四年，我幾乎不聽老師上課，不抄筆記，不管老師
講甚麼，我就低頭讀自己的書，常常翹課到圖書館去找
文學的書來讀。我以無比的深情擁抱文學的同時，卻加
深我對生命短暫且虛空的嘆息。我狂烈的生活在一種難

系 列

以言喻的喜悅和憂傷中，纖細的心靈徘徊猶豫，竟而產
生一種不可自拔的，厭世的絕望。
在極度感傷的氣氛中，籠罩著無以抑制的憂鬱，使我清
晨起來就想自殺。得不到生命的救贖，我更加瘋狂的閱
讀各種書籍、終日浸泡在古典音樂中，寫札記，讀文
學、談生命。然而我知道這裏沒有出路，那種感覺實在
痛苦，苦苦的追尋，無法補滿裏面龐大的虛空。這樣追
尋的日子從一九八三年持續到一九九二年。
每天工作超過16小時的日子
一九九三年起到二○○二年，是我人生第二段的追尋。
說追尋是安慰自己，根本就是墮落。放棄自己的夢想，
低頭為法老工作、燒磚賺錢。從心靈的探尋，墮落到物
質的追求。人的墮落，每況愈下。一九九三年八月，因
為工作被派到美國加州，從事IC設計工作，我每天下午
兩點左右到公司，隔天清晨七點離開辦公室，一天工作
超過十六小時，週末和周日也不休息，連續五個月，別
人一年半做的工作，我五個月完成。
我狂烈的工作嚇壞了美國人，也讓老闆側目，回台灣
後，很快在六年內晉升到研發部最高階主管。可是外面
越好、裏面越壞。我的家庭生活完全沒有品質可言。我
的心好像有一個又黑又深的井，裏面是枯乾的，沒有半
滴水。工作滿八年，二○○一年我決定離開公司，追尋
另一段的人生。
摘自《水深之處》，蘇文進弟兄

恩賜與生命（完）

保

…
羅告訴我們，他是藉著生命服事教會，他這樣
說，就確切指出教會中一切真職事的根基是甚麼。死亡
在神的僕人身上作工，就產生生命；因著他有生命，別
人也就有生命。教會有所領受，因為有人樂意背十字
架。算得數的，乃是有人接受了耶穌的死。…神的兒女
若讓神藉著詴煉和詴驗作工，讚美神並順服祂的旨意，
祂就有可能把生命帶給別人。但只有那些付此代價的
人，纔能得著這寶貴的職事。因為生命惟有藉著死纔能
釋放出來。恩賜本身的價值既是較低的，恩賜使我們能
作並能說的，就絕不能補足我們這些神的僕人裏面所是
的缺欠。
由此我們看見建造身體的兩種職事－恩賜與生命；我們
可以自問：我們在那一種裏面看見神最高的旨意？我要
回答：不是恩賜，乃是藉死而得那來自基督的生命。我
們 不 是要 丟棄 恩賜 ， （提 前 四 1 4 ，提 後一 6 ，彼 前 四
10，）但我們若把恩賜擺在第一位，就表示我們在屬靈
的事上仍然『意念像孩子。』（林前十三11。）保羅在
林後三、四章裏向我們指出，最有價值的事，乃是我們
藉著接受主的帶領而得著對基督的認識，並基於這認
識，將那靈在我們裏面形成的生命，供應我們的弟兄。

他們屬靈的歷史短暫，他們裏面藉十字架作工而有的生命
度量也有限。因此，為著造就年幼的教會，並為著拯救靈
魂，屬靈的恩賜可能特別顯著。但這些恩賜本身不是成熟
的記號，當然也絕不值得誇耀。恩賜的顯明會建立信心，
但隨著教會中屬靈生命度量的不斷增長，就越過越不需要
依賴恩賜，因著恩賜而驕傲的危機也越過越少。這樣的長
進，不一定就是所說或所作的事不同了，乃是神僕人裏面
的意義增長了。話語可能沒有改變，卻是從裏面更深的感
覺發出來的。不是恩賜，乃是十字架的作工；這是人屬靈
的身量。只有愚昧的人，纔因著神所給的話語而驕傲，因
祂豈不是曾給我們看見，在必要時祂也會藉著驢子說話
呢！

因此，就某種意義說，我們用不用恩賜乃是次要的事。重
要的乃是我們供應生命－我們從主所得著的生命。神到底
是否容許個人保留某些恩賜，或者加添他們的恩賜，這是
神的事。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在教會的長進上，神是使
用生命過於使用恩賜。至少在比較明顯的表顯上，恩賜是
逐漸消退的，而生命是加增的。就著對教會有效的職事來
說，話語、口才、神蹟或方言都不是首要的。神可能使用
人一時作祂的出口，事後又把他們擺在一邊。但身體的生
命卻在往前。所以信靠恩賜的人乃是愚昧的，除非他們從
今天，有許多人藉著恩賜來盡職；藉著生命盡職的卻比 生命的賜與者供應生命。
較少。對於在主裏年幼的信徒，這可能無可厚非，因為
摘自《這人將來如何》，第八章、供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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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哥打巴達旺開展-家打開的見證

已過十哩區兒童排的地點是在會所，進行了好長一段
時間都沒有新人加進來，並且雖然有小牧人周周從古晉
上十裡會所來配搭服事兒童，但兒童卻仍然是三幾位，
連他們也束手無策，不知如何往前。
感謝主，最近召會帶領人人„打開家、得青年、牧養
人、同成全„為著培育剛強的下一代，這就翻轉了我們
目前的情形。一位弟兄看見許多家打開的蒙恩見證，非
常篤定這是得人最好的憑藉。於是經過身體的交通，就
決定將兒童排遷移到他的家裡進行，果然效果立刻得著
顯明。因著家打開，他害羞的姐妹和母親也破冰一同配
搭服事，並且更得鼓勵的是他的兩個孩子，都非常積極
去邀請鄰舍的小朋友們，兒童人數就立刻翻了一倍。他

們的家一打開，就如同撒該將主耶穌接到家裡一般，叫
他們一家五口都得著復興，並且叫所有的聖徒，尤其是
服事者們都非常喜樂，滿得鼓勵。
我們盼望在要來的幾各月裡，哥打巴達旺區能有更多的
家被打開，用以作鄰舍兒童排，以廣傳福音，得著更多
的兒童和他們的家庭。
我們尤其盼望我們的土著姊妹FLORINDA家裡能有一個
強的土著兒童排，為著開展附近在土著中間的福音和見
証。請眾聖徒在禱告中紀念。
張壯燿弟兄，李國仕弟兄

消 息 主在亞洲的行動- 印度

目前在印度的福音工作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第
一、校園工作.印度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人口年齡不
超過二十五歲，年輕一代對福音也十分敞開.我們
在某些主要大學的福音行動相當興旺，例如位於新
德 里（New Delhi）的 德 里 大 學、印 度 理 工 大 學
（IIT）和 尼 赫 魯 大 學（JNU）； 位 於 海 得 拉 巴
（Hyderabad）的 海 得 拉 大 學 和 奧 斯 馬 尼 亞
（Osmania）大學；以及位於清奈（Chennai）的羅
耀拉大學（Loyola College）和馬德拉斯基督教學院
（Madras Christian College）等.新德里召會從去年
至今已有一百七十二人受浸，其中大部分仍存留在
召會生活中，享受這分職事的供應.
第二、訓練.在新德里的全時間訓練（FTTND），
目前有二十七位學員正在參加兩年的全時間訓練，
另有一些聖徒已完成短期全時間訓練並返回所屬召
會或國家.參加新德里全時間訓練的，不傴來自印
度本地，也有來自斯里蘭卡、尼泊爾、孟加拉、柬
埔寨、緬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的聖徒.在
全時間訓練以外，某些地區也舉行為期一週或以上
的短期開展訓練.訓練的負擔是要在全國三百八十
三個主要城市傳揚包羅萬有的基督，藉着活出神人
生活並成為活力人，讓主得着擴增和繁殖.聖徒們
都見證，他們實在享受主的供應，並接受負擔傳揚

福音.目前陸續有聖徒希望參加訓練，已報名參加的
召會也越來越多.
第三、福音行動.藉着同一地區眾召會集調的機會，
聖徒們會一起到某個鄰近城市傳福音.每次行動為期
兩週至一個月，因着眾召會的同心合意，已藉此方
式成功的興起多處地方召會.全時間訓練學員在休假
期間，也會分組到指定地方實行六至十週的福音開
展行動.另外，海外聖徒每年至少一次到印度與眾召
會相調，參與這裏的福音工作.來自香港、紐西蘭和
首爾的全時間訓練學員都曾有分於印度校園的福音
開展.有很多新人因此受浸，並且大部分都存留在召
會生活中.
今年，我們盼望延續以上負擔，繼續在大專校園開
展，帶領五百位大專學生得救；持續藉着各樣的訓
練成全聖徒；並藉着各樣的福音行動，興起二十處
地方召會，得着一千位新人穩定在召會生活中，其
中有四百位被帶進新德里召會.
印度在主今天的行動中扮演着戰略性的角色，因為
福音要回到耶路撒冷，路線要取道於中東的阿拉伯
國家.願主藉着印度的工作，興起眾多青年人，配合
迎接主再來的終極行動，在地上建立祂的國.
(www.lmas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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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項

因此，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
舊事已過，看哪，都變成新的了。 （林後 5 ： 17）

禱
告
事
項

一、為著 11 月 21 日開訓的小六生一週成全禱告。也為著同時在美里開訓的一個月成全訓練禱告。
二、為著印度禱告(請聖徒們先一同閱讀第三頁外地消息後纔禱告)。
三、為著各會所、區、排、個別聖徒的情形和需要禱告。

追求
進度
本
地
報
告

1. 本週“舊約恢復本經文及註解”共同讀經進度：根據讀經進度表第四十七週。
2. 本週“詵篇” 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39~40 篇。
3. 本週繼續追求“詵篇結晶讀經”晨興聖言 第十一週。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 21/11/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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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全訓練時間調整通啟
原訂 19/11/2011(週六)之區負責弟兄成全訓練及 17/12/2011(週六)之姊妹成全訓練將一致改期到
10/12/2011(週六)二者同時一起進行，希請垂注。
4. 小六生一週成全訓練組長 ˎ 輔訓報到通啓
日期/時間：20/11/2011（主日）下午3:00pm
地點：A110會廳
備註：請所有被錄取的組長ˎ 輔訓務必要準時報到
5. 小六生一週成全訓練報到通啓
日期/時間：21/11/2011（週一）上午8:30-10:00am
地點：C底樓走廊
備註：1.請服事的小牧人提醒並預備小六生來參訓
2.請所有被錄取的小六生務必要閲讀錄取通知書以確保所攜帶的物品足夠，並要準時報到。
6. 2011年小六生一週成全訓練膳食服事一覽表(每個會所服事當天的早、午、晚餐)
日期

20/11(主日)

21/11(週一)

22/11(週二)

23/11(週三)

24/11(週四)

25/11(週五)

26/11(週六)

27/11(主日)

會所/服事小組

召會伙食組

一會所

二會所

四會所

三會所

五會所

六會所

召會伙食組

7. 2011 年年終感恩相調特會
23/12/2011 (週五)

24/12/2011 (週六)

晚上 7:30 – 9:30pm
晚上 6:00pm
第一堂 (召會生活的甜美) 全召會愛筵

25/12/2011 (主日)

晚上 7:30 – 9:30pm
第二堂 (福音的好處)

早上 9:00–11:00am
第三堂(追求與長進)

早上 11:00–12:00pm
集中擘餅聚會

8. 收集聖徒資料調查表通啟
為配合更新召會通訊錄，請各區召集人繼續收集聖徒們(包括久不聚會的聖徒在內)的“聖徒資料調
查表”並於十一月底之前交回辦公室。
備註：凡沒交回表格的聖徒，其資料將不會出現在召會通訊錄裏。

其

1. 請四會所二區（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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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它

日期

主日早上 (27/11 )

週一晚上 (21/11 )

週二晚上 (22/11 )

會所/區

6－3

四會所

6－2

3. 財務報告(2011年)
月份

承上月結存
295,567.54

十月

收入

支出

結餘

62,190.97

62,927.20

294,831.31

4.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會所/區

會所/區

會所/區

會所/區

會所/區

6 － 5、6、7 及 1 － 1、8 區

2－5區

3－3區

4－5區

5－2區

5.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十一月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20 日

六會所

二會所

十一月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27 日

二會所一區

一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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