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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王的基督藉著滋潤恢復地

此次詵篇結晶讀經訓練論到基 督、殿、城、地，最終
的結果乃是要得著地。基督第二次來時，要據有那已賜
給祂作產業的地，並要在全地建立神的國，因而恢復神
對地的權利。詵篇二十四篇七至 十節揭示得勝的基督在
神永遠的國裏作要來的王。榮耀的王是萬軍之耶和華，
就是終極完成的三一神具體化身在得勝且要來的基督
裏。基督耶穌就是成為肉體、釘十 字架、並復活的三一
神，祂是剛強爭戰且得勝的一位（啟五5）。祂要在復活
裏同祂的得勝者回來據有全地作祂的國。
基督在地上經過由大衛的苦難所 豫表受苦的生活之後，
就升到諸天之上，如今在那裏作王掌權，由所羅門所豫
表（林前十五25，啟十七14）。在詵篇七十二篇，作王
的基督由作王的所羅門，就 是大衛的兒子，在亨通昌盛
時所豫表（王上九～十）。基督將在復興時代的千年國
裏作王。那時，基督要作全地的王，諸王都要叩拜祂，
萬國都要事奉祂。
詵篇七十二篇也是一幅榮耀的圖畫，說出主恢復、據有
並治理全地的情形。基督要按公義和公 平作王，其結果
乃是平安。祂要作王，以公義、公平治理全地。公義是
神國度的事，與神的管理、行政、管治有關（太六33，
詵八九14上，九七2下）。公平乃 是在審斷上公義；沒
有審判，就不可能有公平。公平來自人按公義的審判，
並表明他的公義。這與新耶路撒冷裏神寶座的根基是純
金的事實相符合；純金表徵神按公 義和公平之屬性的性
情（啟二一18下，二二1，賽三二1）。基督以公義和公
平治理的結果，地就滿了平安。在基督回來以前，不會
有平安；在祂的治理之下，平 安纔會開始掌權。
詵篇七十二篇啟示，基督在祂的治理中，要藉著滋潤恢
復地。六節說，『祂必降臨，像雨降在 已割的草地上，
如甘霖澆灌大地。』基督得著地不是藉著爭戰和審判，
乃是藉著滋潤。祂回來時，主要的不是施行公義的審
判，乃是像雨降臨，好滋潤地。基督要憐 憫這地，像甘
霖一樣滿帶恩典回來，好滋潤荒涼之地，並使憂鬱虛空
的人滿足。今天全地都是乾旱荒涼的曠野，從這種乾旱
和乾涸之中，生發出許多邪惡的事；人經 常是罪惡的，
因為他們失望且不滿足。主耶穌要作王，不是僅僅藉著

運用能力以征服別人，主要的乃是藉著供應活水，使乾
渴的人滿足。到那日，列國都要得著主耶穌如雨的澆
灌，並要在祂的掌權下歡樂；所有的人都要因著祂的活
水得滿足。
主的掌權是藉著祂自己作湧流的河；祂要藉著祂的滋
潤，執掌權柄並恢復地。八節說，『祂要 執掌權柄，
從這海直到那海，從大河直到地極。』主的國度要藉著
祂像河一樣的湧流，擴展直到地極；那裏有水流，那裏
就有祂的掌權。主耶穌要藉著從耶路撒冷流出的河，恢
復這地（結四七1～12，珥三18）。在那日，地的中心
是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的中心乃是神的殿，有河從殿
中流出。如創世記二章十至十四節所記 載，這河要以
四個方向達到全地。
作王的基督，在祂的國度裏要藉著這河，就是這獨一的
神聖水流恢復地。在聖經裏只有一道神聖的水流。歷世
歷代以來湧流的這道神聖的水流，乃是獨一無二的（創
二10～14，啟二二1）。湧流的三一神─父是生命源，
子是生命泉，那靈是生命河，湧流的源頭乃是神和羔羊
的寶座。我們既然認識只有一道神聖的水流，並且這道
流是獨一無二的，我們就需要向主禱告說，『主阿，保
守我在這道流中。』神的生命、基督身體的交通、耶穌
的見證、和神的工作，都在這一道水流中。當我們在這
道水流中，這一切都是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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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邁向人生第三個境界
可以這麼說，我完全印證了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裏所
說的人生的三種境界。我的第一個十年是在「昨夜西風
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的迷惘下，嘗詴在找
生命的出口，過著美麗又頹廢的文學閱讀和創作的生
活。
我的第二個十年卻是為老闆、為法老賣命工作，做到
「為伊消得人憔悴，衣帶漸寬終不悔」。神讓我痛徹心
扉的經歷第一段屬「魂」的年少，又讓我經歷了第二段
法老世界，屬物質「肉體」的捆綁。
這一切都為要成就祂屬「靈」救恩的榮耀。神並沒有忘
記我十九歲那一年的禱告。我終於體會到甚麼叫做「眾
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神聽了我20年前的禱告！
二十年前，我微弱的禱告，祂聽見了，祂是信實的，我
在靈裏向祂的呼求與禱告，二十年後，祂讓我心中枯乾
的井重新湧出活水的泉源。
我終於發現文學記錄人的生命，人的智慧、喜悅、憂
愁、掙扎、與徬徨。越是偉大的作家，他心靈深處的掙
扎就越大。唯有「聖經」，記錄神的生命，神的智慧、
愛、亮光、恩典、與憐憫。祂把我帶回來，從迷失的途
中帶回來。三年前，二○○二年我生命的路有一個大轉
彎。不再是我繼續苦苦的追尋，而是神以祂無比的愛尋
找了我。我遇見了神，祂向我揭露祂的生命、祂的慈愛
與恩典。二○○二年我受浸成為基督徒。 （待續）
摘自《水深之處》，蘇文進弟兄

「燈火闌珊」，就是光亮的地方，尋尋覓覓二十年，在
黑暗裏摸索，找不到生命的出口，猛回頭，那人卻一直
等在出發點，光亮的地方。感謝神，奇妙的亮光。

系 列

正常的基督徒乃是在靈裏

一 個基督徒正常的光景，乃是住在靈裏面，他的心

進到神裏面？我們的心思、情感、意志、愛好和主張，有

思、情感、意志都服在靈的管治之下，受靈的支配；靈 沒有進到神裏面？我們的生活有沒有受聖靈的管治？有沒
支配他這樣想，他就這樣想；靈支配他這樣愛，他就這 有受神的支配？這是很嚴肅的問題；只怕我們都還沒有進
樣愛；靈支配他這樣主張，他就這樣主張。他不是沒有 到神裏面，我們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還在神之外獨立；
心思、情感、意志，他乃是滿有心思、情感、意志，只 我們還沒有服在聖靈之下，還沒有進到聖靈裏面。雖然有
不過他的心思、情感和意志，已不再站在第一的地位， 神在我們裏面，但我們卻沒有活在神裏面，我們還是獨立
乃是在第二的地位，是完全服在靈的管治之下，讓靈居 的。
首位，讓靈來作主。到這時候，他的思想、愛好、主
張、定規，都是靈在那裏管治他，都是靈在那裏支配
他；這樣，他就屬靈了。這種基督徒的生活，才是正常
的基督徒生活。這種生活不只是神進到人裏面，這個人
也被神的靈帶到神裏面去了；不只是神在他裏面，他也
在神裏面。
回到靈裏面，受靈支配
我們重生，得救之後，有神進到我們裏面，然而，我們

千萬不要把這些話當作道理，我們若將這些話拿來對照自
己，就會發現我們裏面的光景：我們的心思、情感、意
志，的確在神之外獨立。有時即使我們禱告，求主赦免我
們，我們心裏仍暗暗定意：「等我想通了之後，再來與主
交通罷。」不要以為這是笑話，這實在是我們真實的情
形；東想西想，想得夠久了，東作西作，作得夠多了，才
回頭來找主。
(《屬靈的實際》、第五篇、心思、情感、意志的屬靈)

是否也進到神裏面了呢？一個進到神裏面的人，是一個
活在神裏面的人。我們這些有神進到裏面的人，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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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路加排的见证

在今年年中弟兄们有负担要照顾在中央医院工作的弟
兄姐妹。经过交通就有一班青职的弟兄姐妹愿意拿起负
担来服事这班医务人员。在七月份就招聚了他们有一次
爱宴相调。在这相调里宝贝弟兄负担的话，看见我们聚
在一起，是因着我们都是蒙神呼招的一班人，为着完成
神的经论。因着弟兄的这一番话，我们就看见成立“路
加排”的需要。就在今年的九月二十三日，在林卓良弟
兄的家有第一次的午餐诗歌相调；虽然人数不多，却是
好的开始。
感谢主，现今已经进入了第六周，
陆陆续续不仅有医
生，护士，药剂师，还有一班医学院学生。此外，在附
近工作的青职也前来扶持。在这有限的午餐时间，我们
仍然能享受彼此的牧养。就在十月十六日的傍晚，五会
所十区的青职邀请了这班医务人员的弟兄姐妹到家中爱
宴。借着唱诗，分享，见证，使我们看见彼此的情形并
且如何在环境中经历主；借此看见我们需要更多来在一
起，彼此牧养，彼此鼓励，使我们在职场上更多联于主,
做主的见证人，为主广传福音。

李弟兄在划时代的带领中，关于各界福有这样的交通：
“在实际的作法上，那一行的弟兄姊妹打开家传福
音，就只请那一行业的人，无须请别行的人。这作法是
对的；要作各界福音一定要专。譬如，一位作护士的姊
妹，我们和她交通，看看她的家庭情形，合式不合式把
家打开。若是合式，就可以请她把家打开，邀请她的护
士朋友到她家听福音；同时，要请这位护士姊妹自己传
讲。这样作好处多多。譬如一位作医生的弟兄，素常都
不向人传福音。有一天，因着召会的带领，他把家打
开，把他的医生同事请到家里。然后，他唱福音诗歌给
他们听，又打开圣经讲解经节，结果令同事大吃一惊，
这就引起了他们的兴趣。然而，若是由全时间的弟兄
讲，就很容易把传道的架子摆出来，这会叫那些医生不
想听，而纷纷告辞, 这需要带领推动的弟兄们，接受这
个负担。虽然这的确是个“万斤重担”，却是能带进果
效的。若是能把台北召会二十几个会所里的各界弟兄姊
妹都交通透彻，使他们个个都打开家，对自己那一行的
人传福音，并且都自己传；这样，召会就能生生不息，
月月结新果。同时，这种果子常常是成串的，好象葡萄
一样。“
葉乃裕弟兄

消 息 主在亞洲的行動- 海灣六國

阿曼馬斯喀特（Muscat, Oman）

處召會約有四十五位聖徒。我們交通到最近在新澤西

（八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阿曼約於五年前在首都馬
斯喀特興起召會。由於已過數月阿曼發生多起騷亂和示
威，有五位聖徒已遷離該國，目前只剩下三位來自印度
喀拉拉邦（Kerala, India）的聖徒（兩位弟兄和一位姊
妹）繼續為主的見證留在馬斯喀特。他們熱切禱告，感
覺主帶領他們繼續在當地有主日聚會。我到訪的時候，
他們都十分渴望一起聚集。我們聚在一起唱詵、禱告、
交通，享受夏季訓練所交通的詵篇結晶讀經的豐富，我
也和他們分享主在亞洲的行動。我們因身體的交通而得
恢復和加強。由於沒有聖徒有汽車，且當地缺乏大眾運
輸，一位弟兄便有負擔為交通的需要禱告，主也每週為
他豫備一輛汽車，（從鄰居、同事或朋友借來，）用來
接載聖徒。他們見證主的牧養和照料，並且每逢有聚
集，都在聚會中經歷身體的一。他們渴望與海灣六國中
其他國家（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阿拉伯聯合大公
國UAE、卡達Qatar、科威特Kuwait、和巴林Bahrain）的
聖徒有更多的交通。其中一位弟兄將參加在杜拜
（Dubai）舉行的特會；他也希望能彀參加二 一二年一
月在臺北舉行的國際華語特會。

是：成全聖徒，為建造基督生機的身體。這次特會約有

（New Jersey, US）州訓練中釋放的七篇信息。特會主題
六十人參加，有些是來自公會的聖徒們的朋友。大部分
的聖徒來自菲律賓，其中一個家庭來自馬來西亞。當時
室外氣溫高達攝氏43度（華氏109度）；藉操練靈並進入
職事的負擔，聖徒的靈也都如火挑旺起來。聚會反應熱
烈，有四十多位聖徒起來分享。一些來自公會的朋友也
起來分享，其中一位更希望在之後的一週受浸。另外有
十二位聖徒將自己奉獻給主。何等的寶貴，聖徒們都宣
告他們在卡達並非為打工賺錢，而是為神的經綸，顧到
祂在地上的權益。在特會的尾聲，余潔麟弟兄透過Skype
與我們交通打開家並操練過召會生活 。他勸勉眾聖徒
要： 禱告、照顧、 分享、 結常存的果子。主對我們說
的話讓我們得激勵，繼續有分於波斯灣六國（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眾召會的往前。此外，我們還參加
了兩個家聚會，聚會滿有榮耀，我們都受主的激勵去得
全地。我們一無所缺：有血、有話、有靈、有召會。我
們在一裏宣告：卡達是屬基督的！

卡達杜哈（Doha, Qatar）
（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三日）Noel Corpuz 弟兄和我接

（來自王彰愷弟兄的訪問交通 www.lmasia.org）

前往卡達的杜哈，參加卡達聖徒的特會。當地目前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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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必降臨，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澆灌大地。
在祂的日子義人要發旺，大有平安，直到月亮不存。(詵篇 72:6-7)

事 項
禱
告
事
項

1. 為著剛結訓的小六生代禱。
2. 為著在美里的一個月成全訓練禱告。
3. 為著 LUNDU 及 BAU 禱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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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四十八週。
2. 本週“詵篇” 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41~42 篇。
3. 本週繼續追求“詵篇結晶讀經”晨興聖言 第十二週。
備註：下一卷晨興聖言是追求“聖經的要素”，請各區一位區召集人到書房代購並帶到區裏去分發。

1. “詵篇結晶讀經”錄影追求兼禱研背講：第十二篇
日期/時間： 28/11/2011(週一)晚上 7:30~9:15pm
備註：無需報名，歡迎眾聖徒踴躍出席參加。

地點： A107 會廳(中文組) A105 會廳(英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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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週二（29/11）晚上三會所集中禱告聚會在 A105 會廳
3. 召會兒童核心團事奉交通
日期/時間： 01/12/2011(週四)晚上 7:30pm

地點： A106 會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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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04/12（主日）兩會所集中擘餅聚會通啓
（一）二會所 04/12（主日）早上 10:00am 集中擘餅聚會在 B 二樓大廳
（二）三會所 04/12（主日）早上 10:00am 集中擘餅聚會在 A107 會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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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 (召會生活的甜美)

外
地
報
告

晚上 6:00pm
全召會愛筵

25/12/2011 (主日)

晚上 7:30 – 9:30pm
第二堂 (福音的好處)

1. 全砂青少年特會通啟
日期： 16/12(週五)晚上開始至 18/12/2011(主日)中午結束。
對象：所有就讀中學的青少年聖徒及服事者或家長。
2. 國際華語特會通啟
日期/時間： 25/01(週三)中午 12:30pm 開始
至 26/01/2012(週四)下午結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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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報名相關詳情，請到 A 一樓佈告欄查閱。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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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在美里市神的召會
地點：台灣、台北小巨蛋
報名截止日期﹕27/11/2011
地點：西馬、梳邦再也 Summit Hotel
Subang USJ

1. 請四會所三區（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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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主日早上 (04/12 )

週一晚上 (28/11 )

週二晚上 (29/11 )

會所/區

6－4

五會所

6－3

它

3.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會所/區

會所/區

會所/區

會所/區

6 － 1 及 1 － 2、3 區
2－6區
4.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3－4區

4－1區

5－3區

會所/區

十一月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27 日

二會所一區

一會所

十二月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4日

-

六會所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