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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在榮耀裏之基督的異象

以 賽亞書六章一節說，『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

結、結束，領悟他是嘴脣不潔的人，又住在嘴

，我看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祂的衣袍垂下，

在基督徒經歷中最大的事，乃是從光而來的殺

遮滿聖殿。』以賽亞所見的一位不僅是王，是萬

死。我們越看見神，就越看見我們是甚麼，而

軍之耶和華，也就是主基督，因為約翰敘述基督

越否認自己、厭惡自己。並且，我們越看見主

在地上的生活和工作時，曾說以賽亞『看見了祂

，越被主量過，就越得著潔淨、供應和變化。

的榮耀，就指著祂說。』（約十二41）以賽亞是

看見神就使我們變化，因為我們看見神時，就

在沮喪中看見在榮耀裏之基督的異象。儘管神所

得著神，並把祂的元素接受到我們裏面。『撒

揀選、所愛的百姓背叛，滿有罪孽和敗壞，基督

拉弗中有一位飛到我跟前，手裏拿著紅炭，是

仍在榮耀裏坐在高高的寶座上。基督是宇宙中獨

用火剪從壇上取下來的。他用炭沾我的口，說

一好的事物，我們必須轉離其他各種目標，以專

，看哪，這炭沾了你的嘴脣，你的罪孽便除掉

一的注意力注視祂。這地上的一切都在更換改變

，你的罪就遮蓋了。』（賽六6～7）以賽亞從

，但基督從今日直到永遠，是一樣的。因此，我

壇上的紅炭得著潔淨。撒拉弗應用這紅炭，表

們不要往下看地上的光景，乃要往上看寶座上的

徵在十字架上所完成，並藉著『那靈那聖的』

基督。再者，基督的長袍，表徵基督在祂美德上

在其審判、焚燒、並聖別之大能裏所應用之基

的榮美，這榮美主要是在祂的人性裏，並藉著祂

督救贖的功效。撒拉弗用壇上的紅炭所完成的

的人性彰顯出來。基督穿著長袍，指明祂是以人

潔淨，除掉了以賽亞的罪孽，潔除了他的罪。

的形像向以賽亞顯現。基督是登寶座的神人，有
神聖的榮耀彰顯在祂人性的美德裏。

脣不潔的民中。啟示是由看見和殺死所組成。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
誰肯為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

『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個翅膀：用兩個翅

。』（賽六8）看見神的結果乃是被神煉淨並潔

膀遮臉，兩個翅膀遮腳，兩個翅膀飛翔。彼此呼

淨。而被神潔淨的結果乃是受神差遣。『我』

喊說，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祂的

和『我們』二辭，指明在此說話者乃是三一。

榮光充滿全地。』（賽六2～3）以賽亞也看見撒
拉弗讚美在聖別裏的基督，並宣告基督的榮光充
滿全地。撒拉弗表徵或代表那作三一神具體化身
之基督的聖別；他們是為著基督的聖別站立在那
裏。而基督的聖別，是基於祂的義。基督一直是
公義的，所以祂是聖別的，與凡俗的人有分別。
『因呼喊者的聲音，門檻的根基震動，殿充滿了
煙雲。那時我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

這一位不僅僅是基督，乃是作三一神具體化身
的基督。三一神差遣我們，要將祂所揀選的人
帶到一種活基督的光景裏，使他們在祂的榮耀
裏彰顯祂，被祂的聖別浸透，並活在祂的義裏
。

（摘自台北市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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脣不潔的人，又住在嘴脣不潔的民中；又因我眼

之焚燒的榮光。以賽亞看見這異象，結果就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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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前功盡棄

當美國開發西北部時， 有一富有經驗的工程

程師多憂多慮。誰知就在那天晚上，起了狂風大

師，負責建造一座橋梁，從這一座山通到另一座

乾乾淨淨。

雨，一連幾個晝夜不息，全部工程終被風雨毀壞得

山。經過數個月，將近竣工，大約只需一、二小
時，全部工程就可告成。 工程師要求工人們晚間

信耶穌當趁現在，千萬不可遲延，因為你不知道將

回來，從速完成未了之工，工人們不肯。工程師

要發生甚麼不測。中國俗語說，『天有不測風雲，

說，
『你們若肯回來，一小時工資當作一日計算。』 人有旦夕禍福。』經上也說，『不要為明日誇口，
工人們說，『我們不能，因為我們有了豫約。』 因為一日要發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箴二
工程師越發懇切要求說道：『回來罷，一小時工

七 1。）

資當作兩日計算。』工人們仍然堅辭，但是很想

（摘自 www.lsmchinese.org)

知道工程師為何如此懇切要求。工程師說，『我
們若不從速將 此工程完成，只怕狂風暴雨驟臨，
前功盡廢。』工人們說，『在此乾旱時期，數月
之內不會有大風雨。』他們不但不回來，反怪工

造就系列
良心與信心並行

人在神生命的路上要往前去，非得對付良心不

纔能明亮。也許這樣的明亮過了三天，我們又碰著

可，因為良心與信心並行。一個人禱告需要有信

中去對付。若不是這樣，經過三、四次後，我們良

心，禱告沒有信心就等於沒有禱告 … 然而我們
的良心一有毛病，信心就沒有了；良心一有漏洞，
信心就漏出去了。我們儘可以禱告，儘可以苦求，

一件事，結果又撒謊了；這時，我們要立刻在感覺

心的感覺會漸漸消失。良心的感覺一消失，慢慢
的，我們 … 在信仰上就如船破了一般。… 有位

但若沒有信心，良心若沒有感覺，就如輪胎破了洞

傳道人告訴我，一次他去拜訪一個牧師，剛剛坐

一樣，越打氣越漏氣，就越癟氣。提前一章十九節

下，牧師的孩子跑來告訴他，有人找他。牧師就當

說，
『有人丟棄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壞了一

著傳道人的面對孩子說，『告訴他我不在家。』這

般。』社會風氣的敗壞不是與生俱來的，從前的社

就給我們看見，撒謊是非常便當的，只要撒個謊萬

會風氣並不是如此。今天連教育界也滿了謊言，老
師可以騙學生，學生可以騙家長，到處都是謊言。
尤其是少年人，包括基督徒在內，許多人在家撒
謊，在學校也撒謊。他們都以為不撒謊很難，這是
他們在主的信仰上不長進的原因。

事皆休。然而，外面一撒謊，裏面的良心就像給熱
鐵烙過 … 許多人的良心就像這樣，不是活的良
心，是死的良心，撒謊成了習慣。基督徒撒一次謊
就不能禱告，發一次脾氣也不能禱告；但有人說，
曾看見基督徒，又發脾氣又能禱告 … 但神向來

頭一次撒謊時，既有感覺，就該好好對付，不要任
憑那感覺消失。若是我們對人撒謊，我們的良心不
平安，就得馬上到人面前對付說，『對不起，我剛
剛對你說的是謊言，不是真的。』這樣，我們裏面

不聽良心麻木之人的禱告。人不聽良心的聲音，神
也不聽人的聲音。良心沒有感覺的人，禱告自然沒
有信心。
（摘自『清心的人』，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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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隆門福音開展簡介

主需要人在地上與祂配合，好擴展祂恢復的見

家裏。另外，擘餅聚會在今年八月八日開始，目的

證以完成祂的經綸。古晉市召會不僅在斯里阿曼

日聚會的習慣。同時，在小排或主日聚會中也有兒

有了福音開展的工作，為建立該地的金燈臺，也

童的服事。弟兄們確信傳福音給兒童並餵養他們是

近期在哥打三馬拉漢與倫樂有同樣的行動，繼續

此開展絕佳的路。

是讓當地的聖徒操練記念（事奉）主並建立參加主

作職事的工作，就是建造基督的身體。在二○○
八年年底，在主的帶領下，弟兄們仍然吹出福音

值得一題的是在這過程中，主預備了好幾對中壯年

開展的號聲；結果，在石隆門的行動就開始了。

夫婦以及青職聖徒來配合福音開展的行動。他們是
週週到石隆門聚小排，看望並餵養該地的聖徒與居

從始至今石隆門之福音工作已有大約兩年的歷程

民。這些青職聖徒猶如召會中的柱子，忠信的與主

。對該地福音的負擔與配合是起始於聖徒的禱告

與召會配合。深信當那日石隆門召會成立後，他們

。因著主在那地已經得著一個家，小排聚會就開

就是召會中的柱子，剛強的背負主的見證。請聖徒

始了。而後藉著多方的看望與餵養，六個家（有

們為這件事有禱告，也歡迎您們參加此福音工作。

家中成員至今尚未得救）陸續被主得著。在這過

（配合石隆門福音工作的弟兄們）

程中，讀經小組也被建立起來，特別是在土族的

外地消息
有關土耳其開展的交通
陸橋之稱，交通和戰略地位重
要。人口 7,058 萬，首都為安
卡拉。此國就是昔日的小亞西
亞，就是啟示錄所提及七個召
會所在的地方，也是使徒保羅
重要工作地區之一。
關於土語文字的翻譯工作，弟
土耳其

兄們希望能在年底完成
Rhema 系列書籍的校對工作，
可以與其他語言一起印刷。目
前已校對完了《包羅萬有的基
督》，正在校對《生命的認識》
及第一本小冊子。為著召會生

土耳其位於亞洲西部人口最多的國家，地跨歐亞

活的需要，近期也翻譯了一些詩歌，希望能達到四

兩洲。東和東南分別與蘇聯、伊朗、伊拉克、敘利

耳其的開展以及伊斯坦堡（Istanbul）召會之建立及

亞為鄰，北、西、南三面分別瀕臨黑海﹑愛琴海和

主日聚會代禱。

地中海。介於小亞細亞半島和巴爾干半島之間的黑
海海峽是溝通黑海和地中海的咽喉，國際通航重要

十首左右。求主保守這工作能順利完成。請為著土

(文字組啟)

水道之一。又是亞歐鐵路和公路的銜接點，有歐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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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四十一週。
2. 本週“創世記” 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90~91 篇。
3.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本週繼續追求“以賽亞書結晶讀經” 晨興聖言 第四週。

本地報告
1.“以賽亞書結晶讀經”錄影追求兼禱研背講成全聚會(即每週一例常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11/10(週一)晚上 7:30~9:15pm

地點﹕A107 會廳(華語)/ A105 會廳(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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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牧人(兒童服事者)大相調通啟
日期/時間﹕16/10/2010(週六)早上 8:30am 開始至下午 1:15pm 結束

地點﹕大會所

4. 全召會集中擘餅聚會
日期/時間： 24/10/2010 (主日)早上 10:00am

地點： A 棟二樓大廳

5. 小六生一週成全訓練報名通啟
對象：今年畢業的小六生或未參加過的十四歲以下青少年

日期/時間： 22/11 (週一)至 28/11/2010 (主日)

報名截止日期： 18/10/2010

備註：報名相關細則，請參閱報名公函。

6. 小六生一週訓練交通
所有服事人位（包括小牧人）有重要的交通
日期/時間： 21/10/2010(週四)晚上 7:30pm

地點： A105 會廳

外地報告
1. 美國、國際感恩節特會通啟
日期/時間： 25/11 (週四)晚上 7:30pm 開始至 28/11/2010 (主日)中午結束 地點： Columbus, Ohio, U.S.A
2. 2010 年美國、冬季訓練
日期/時間： 27/12/2010 (週一)下午 4:00pm 開始至 01/01/2011 (週六)晚上 9:30pm 結束
地點：美國、安那翰，水流職事站園區

備註：報名相關詳情，請到 B 底樓佈告欄查閱。

3. 在馬來西亞的相調特會報名通啟
日期/時間： 03/02(週四)晚上至 05/02/2011 (週六)下午結束 地點：西馬、梳邦再也的 Holiday Villa
備註：報名相關詳情，請到 B 底樓佈告欄查閱。

其它
1. 各會所園藝及整潔服事指定範圍
會所/區

服事範圍

6－2及1－4、9區 A棟一樓前面階梯，包括往B棟階梯、走道、玻璃門、飯廳、男女廁。
2－1區

會所園藝。

3－8區

B底樓整潔包括內廚房及男、女廁。

4－6、7區
5－6區

C底樓走廊、二樓、三樓及四樓樓梯和廁所的整潔及B樓（一樓以上）樓梯的整潔。
B二樓大會廳整潔包括往B底樓的樓梯整潔及B二樓男、女廁。

2. 訂婚通啟- 林翠恩姊妹與柳喆及雄弟兄已於 02/10/2010 在澳洲的 Adelaide 訂婚，謹此告知眾弟兄姊妹。
3. 結婚通啟- 劉碧倩姊妹(Sis Alene Lau)與林國強弟兄(Bro Mark Lim)於今天(10/10/2010)註冊結婚，謹此
告知眾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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