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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基督的尊大

神的定旨和計畫是要人有祂的形像彰顯祂，並有祂的管
治權代表祂。詩篇八篇給我們看見，這定旨和計畫從未改
變。這一篇所豫言的人是第二個人主耶穌，祂恢復了人失
去的定命，並完成神原初的定旨。這第二個人也是一個團
體人，有神的形像彰顯祂，並代表神管治萬有，使神的定
旨得以成尌。

藉著重生成為嬰孩和喫奶的，繼續於聖別、更新和變化
。主從嬰孩和喫奶的口中，使讚美得以完全，目的是要
使敵人、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這是主的恢復和得
勝。嬰孩和喫奶的這樣完全的讚美，乃是主成為肉體、
人性生活、受死、復活、升天，並再來管治這地之工作
的終極完成。『所以我們應當藉著耶穌，常常向神獻上
讚美的祭，這尌是承認主名之嘴脣的果子』(來十三15)。

詩篇三至七篇，照著大衛的屬人觀念，地上是一片紛亂。
八篇是大衛受感讚美基督的尊大；說到諸天、地、嬰孩和
喫奶者、人、三類仇敵，也說到主的成為肉體、人性生活
、死、復活和升天、基督的身體、祂的再來及祂的國。主
因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喫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
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詩八2）。這是主在祂救贖工作裏
的最高成尌。

神派人（基督）管理神手所造的，使萬物，尌是一切的
牛羊，田野的獸，空中的鳥，海裏的魚，凡經行海道的
，都服在祂的腳下（詩八6～8）。這話先應驗在亞當身
上（創一26～28），但由於人的墮落而受了破壞。在基
督的升天裏，神將萬有服在基督的腳下，並使祂向著召
會作萬有的頭。在召會這身體生活裏，我們有分於基督
歸服大能的輸供，將萬有服在祂身體的腳下。這話將在
大衛觀看主指頭所造的天，並主所陳設的月亮星宿（詩八 千年國復興時代裏，得著完滿的應驗（啟二十4～6，太
3）。這指明，他在夜間將眼光從注視地轉而默想天。在 十九28，賽十一6～9）。
這眼光裏，大衛有純淨的異象，看見神所創造和陳設的純
淨工作；這說出主救贖的目的，是要將我們從紛亂的地轉 『耶和華我們的主阿，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尊大〔威嚴〕
向明亮的天。大衛看天時，轉而想到地上的人。『人算甚 』（詩八9）。在這裏我們看見，九節重複一節上半的
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詩八4） 話，是要加強關於主的名在全地尊大的思想。這使地和
？八篇四節的第一個『人』，原文是以挪士，第二個『人 天一樣尊大，如主的禱告前半段所指明的：『我們在諸
』，原文是亞當。以挪士和亞當都是指明：在神的創造裏 天之上的父，願你的名被尊為聖，願你的國來臨，願你
，神所創造的人（創一26）；在人的墮落裏，撒但所擄掠 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六9～10）。
的人（詩八4），以及為著完成神的救贖，成為肉體的那
人基督（來二6）。這樣的人是神在祂的經綸裏所顧念，
（摘自臺北市召會週訊）
並在祂成為肉體時所眷顧的。
主使人比天使微小一點（詩八5上），這是指基督的成為
肉體，連同祂的人性生活，為著祂包羅萬有的死。基督在
成為肉體時，尌著在肉體裏的意義說，神使祂比天使微小
一點；這是在形體上，不是在地位上。神又使基督得著榮
耀尊貴為冠冕（詩八5下），這指基督在祂榮耀裏的復活
，以及在祂尊貴裏的升天。
詩篇八篇二至五節也向我們顯示，嬰孩和喫奶的如何產生
。神要產生嬰孩和喫奶的，尌眷顧了人。神眷顧人，乃是
藉著成為肉體，穿上人性，並且成了比天使微小一點的人
；也是藉著生活在地上，受死，從死人中復活，並升到諸
天之上，得著榮耀尊貴為冠冕。神眷顧人是藉著祂所經過
的漫長過程，成為賜生命的靈臨到並進入我們裏面。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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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國王也虛空（一）

西元前九百多年，以色列王所羅門，擁有無比的智
慧，至高的地位，凌駕眾人的財富，又有上千的妃嬪；
但他仍不滿足，常歎人生的虛空。在他所寫的傳道書
中，可以了解他這無奈的心路歷程。
有一段，他是這麼寫道：『凡我眼所求的，我沒有留下
不給他的；我心所樂的，我沒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
心為我一切所勞碌的快樂；這尌是我從勞碌中所得的
分。後來我察看我手所經營的一切事，和我勞碌所成的
功；誰知都是虛空，都是捕風，在日光之下毫無益
處。』（二章十至十一節。）
所羅門的感覺，相信也是許多偉大英雄豪傑的心聲。我
們可以看到某些達官顯貴，在有名、有利、有權之後，
並沒有因此而滿足，反而在金錢上、愛情上、或權力上
要得更多。許多成功的人也見證，他們竭力在事業上晉
升時，裏面反倒覺得虛空；他們得著所要得的以後，便
覺得那些算不得甚麼。為甚麼人在達到人生的高峰時，
仍覺空虛？仍覺不滿足？
傳道書三章十一節說，『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
好；又將永遠安置在世人心裏…。』神花了六天的時間
創造天地萬物後，按照自己的形像與樣式造人，作為最
高的受造之物，為著盛裝神的生命，成為彰顯神的器
皿。神造人時，將所羅門所稱為『永遠』的東西，放在
人裏面。『永遠』是指對永遠之事的渴望。神已將這樣

的渴望與尋求，放在人的心裏，使人尋求神，因為惟有
神是永遠的。因此，在人裏面有一種對神的渴望，這是
出自人對永遠之事的渴求。
神的仇敵撒但知道神的心意，便引誘人違背神的旨意；
他將自己作為罪，注射到神所造的人裏面。所羅門寫
道：『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尌是神造人原是正直，
但他們尋出許多巧計。』（七章二十九節。）因著人的
墮落，人類以及神所交託給人管理的一切受造之物，也
都被帶進敗壞的奴役之中，服在虛空之下。在敗壞裏的
人生，便成了虛空，也成了捕風。
由此可知，我們若要得到完
全的滿足，不再虛空，尌要
回歸神原初創造人的目的，
尌是回到神這永遠生命的源
頭，過敬畏神的生活，服在
神的權柄之下，以神作人的
一切─救贖、生命、財富、
享受、快樂和滿足，使人被
神充滿，而把神彰顯出來。
待續…
摘自（www.lsmchinese.org）

造就系列
基督身體的實際－神人共同生活

約翰六章五十七節: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
著，照樣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著。
基督身體的實際，尌是神所救贖的一班人，和神人基督一
同過神人的生活。
神差主耶穌來作甚麼？神乃是差祂來作人，憑神的生命活
出一個神人的生活來。這樣生活的結果，尌產生一個孙宙
的大人，和祂一式一樣。是人，卻是憑神的生命活出神人
的生活。…神差祂來，尌是叫祂作一個人，憑神的生命活
出一個神人的生活來。祂在地上三十三年半，活出這種生
活的典型來。以後祂尌到十字架上受死，然後經過死而復
活。祂在祂的復活裡把祂自己那個人性，帶到神裡面，而
由神生為神的長子。不僅如此，在祂的復活裡，神所揀選
的人也都在祂的出生裡，與祂一同出生。…祂這樣一位，
尌成了賜生命的靈，祂把自己和神的眾子，都在復活裡生
出來了。

主耶穌…尌是那位神而人者，經過死而復活，成為賜生
命之靈，也尌是那是靈的基督。祂在祂的升天裡作了新
約的中保，作了新約的擔保者，作了大祭司，作了天上
的執事﹔如今在天上作一件事，尌是把祂所救贖而重生
的人，都作成神。怎麼作法呢？尌是在他們裡面，一直
的把他們分別成聖，把他們更新，把他們變化。這個變
化尌是神化。變化的目的，尌是叫人成為神，直到把人
模成祂的形像，和祂完全一樣。祂的形像尌是神而人
者。…祂是人活在地上，但祂不憑著祂那個人的生命活
著，祂乃是憑著神作祂的生命而活著。所以祂拒絕自
己，否認自己。…這種生活尌是在十字架下過復活的生
命。所以尌著基督來說，在祂到十字架上去死而復活以
前，祂天天都是過著死而復活的生活。死尌是拒絕自
己，把自己擺在死地，復活尌是把神當作生命活出來。
所活出來的雖然是人的生活，可是所顯出來的美德乃是
神的屬性所變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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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基督身體的實際》

特別交通
哥漢新生蒙恩簡述

感 謝神，是神豐盛的憐憫，在哥漢興起一班愛祂的
人。主親自祝福了在哥漢的召會，堅固祂在這裡的見
證。

九月十一日，大學迎新週結束，社區與大專聖徒一同配
搭，下午兩點尌把新生們載出校園，陪伴他們購物，接
著在哥漢會所有本學期第一次的詩歌愛筵相調。當天來
了近八十位的新生，個個向我們敞開，單純的接受我們
所供應的基督。在享用豐富的愛筵後，當晚聚會的主題
為“聖經”，一面為了讓學生們認識聖經是神的呼出，
一面盼望他們被吸引，與我們讀聖經。藉著一篇短篇的
信息和五位聖徒的見證，證明聖經是神的說話，並且分
享如何吃喝享受基督。

今年年中學期結束後，多位哥漢的大專生因完成了他們
的學業而前往訓練中心以及返回本地。父老們一面滿懷
喜樂，一面又有說不出的沉重，擔心現有的學生無法補
上所留下的空缺。從七月開始，長達兩個月之久，全哥
漢召會大小週週為這事代求。我們求神將人數加給哥漢
召會，增多考上砂大的聖徒，也求主在新學年的新學生
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尌是在迎新週，大專學生們除
中，賜給我們更多平安之子。
了忙著接觸人，也同時帶著邀請卡，邀請新生參與九月
八月中旬，砂拉越大學新學生公佈名單，我們實在見 十六日的全哥漢召會砂拉越文化村一日遊相調。在迎新
證，猶如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節說的，在所求的事上和 週中，大專聖徒們努力的邀請，深怕因為費用的問題，
諧一致，都必從諸天之上的父得著成全。砂拉越大學共 應邀的不會太多。哪知統計過後，竟有六十位學生應
錄取了三千七百多位學生，是大學創校十八年以來最多 邀，完全超越我們所求所想的。但榮耀歸給調動萬有的
的一次。更讓我們喜樂歡呼的，尌是共有八位已在召會 主， 不但為我們預備前所未有的特價入門票，也預備了
中健康成長的聖徒在這名單之中。這消息成了全哥漢聖 一家能一手包辦又價廉物美的商家為我們預備當天的飯
徒的強心針。之後，聖徒們更是竭力，預備砂大迎新週 食。加上古晉市召會在福音車的供應上的補助，使這一
的福音。
日遊相調順利的進行。一日遊相調當天，一百五十多位
的聖徒以及福音朋友有很好的相調，主也聽了我們的禱
九月六日清晨，學生們在禱告後尌進入校園，社區弟兄 告，給了我們晴朗的天。經過這樣的相調，社區聖徒們
姊妹們則孚候在會所，一面預備飯食，一面繼續為學生 更有活力，大專聖徒們對福音更有負擔，新生們更向我
們代求。在校園中，大專學生們在人山人海的新生中， 們敞開，許多福音朋友也願意與我們讀聖經。
一見有正在徘徊不安的學生，尌立刻向前給予幫助，並
領他到會所一同用飯。藉著享用師母們所預備豐盛的午 從新生福音的開始至今，我們實在經歷這位信實、又真
餐，加上猶如父親與母親的社區聖徒的問候與關心，學 又活的神與哥漢召會同在。同時，我們也實在看見莊稼
生們的心都被溫暖，個個得著人性的顧惜，向我們敞 故多，工人卻少。藉著每週三的讀經小組以及每主日晚
開。不少學生也有家長隨同，家長們也陪同兒女到會所 間的詩歌愛筵相調，所有哥漢的聖徒們都配搭事奉，催
與我們用餐。在看見聖徒們的愛心，以及基督身體肢體 趕莊稼的主，收割祂的莊稼。我們相信主開始了這善
的配搭，父母們放下心裡的大石頭，皆放心的將他們的 工，祂必要完成這工。
兒女交託於我們。
(葉乃裕弟兄)

外地消息
Report on the Bookshop in London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seekers in Europe, a two-story
building was recently purchased in the heart of London. This
building is now being remodeled with the view of opening it
as a bookshop and caféby the end of the summer. Our burden is to provide a comfortable and welcoming atmosphere
in which to distribute the ministry… we would like to distribute the ministry in the twenty-one European languages in
which it is available, as well as in Arabic. The new property
is very close to several key train stations. Yearly traffic
through these stations exceeds that of Heathrow Airport (the
busiest airport in Europe) and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by approximately 50% during the London 2012 Olympics. There
are many universities in close proximity, many halls of residence in the immediate area, and open homes of the saints
nearby. We expect the bookshop to be a gathering place for
many appointments with students throughout the day, as
well as a means for sowing the ministry into the UK,
Europe, and beyond. We are praying that this facility will be
fully used unto the work of the ministry, unto the building
up of the Body of Christ.
…the shop is expected to open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just
before the ITERO in Holland. It is becoming clearer that this

little shop, with a ground floor coffee shop and a first floor
bookshop/lounge, will become an excellent contact point
for many seeking ones in the UK. One day while the saints
were working, a brother knocked on the door, looked inside
and declared strongly that this would become the best bookshop in all of London. He was a real seeking one who had
heard about the shop in an advertisement on the radio
broadcast, and he told us of his desire to come when the
shop opens. It is our clear burden that this shop, because of
its central location, will become a contact point for many
seeking believers in London and in the UK. (Please pray
that the Lord will supply the brothers with wisdom and the
proper view to know how He desires the bookshop to operate. And that through the bookshop the seed of the ministry
will be sown in London, the UK, Europe, and beyond. )
Beseeching.org, 2011, The Bookshop in Central London
(Updated 12 Sep 2011)
Available at: <http://beseeching.org>
[Accessed 19 Sep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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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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三十九週。
2. 本週“詩篇 ”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23~24 篇。
3. 本週繼續追求“詩篇結晶讀經”晨興聖言 第三週。

禱告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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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為著本週末區負責成全訓練禱告。
3. 為著“詩篇結晶讀經”的追求禱告：
一、藉著追求晨興聖言、看錄影、研讀聖經和生命讀經、講說，進入詩篇這卷書的啟示，
並享受神話語的生命供應。
二、藉著出去牧養人，將所享受的話語供應朋友、弟兄姊妹們。
4. 為著2011年小六生一週成全訓練的報名及預備工作禱告。

本地報告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26/09/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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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負責成全訓練(五)
日期：01/10/2011(週六) 時間：第一堂：5:00~6:30pm ，晚餐：6:30pm；第二堂：7:15~9:00pm
地點：A107會廳
備註：因這是訓練，聚會五分鐘前請尌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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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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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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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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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三會所一區(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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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九月

25日

一會所

四會所

十月

2日

二會所四區

三會所

5.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3.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會所/區

主日早上
(02/10)
6－3

週一晚上
(26/09)
二會所

週二晚上
(27/09)
6－2

會所/區
6－2及1－1、8區
2－4區
3－4區

4.財務報告(2011年)
月份

承上月結存

收入

支出

結餘

4－2、6區

八月

319,834.61

51,156.50

70,591.80

300,399.31

5－5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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