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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結晶讀經（十七）基督在復活裏永遠、不變的存在

詩篇一百零二篇的標題指明這是困苦之人，就是受苦
之人的禱告。詩人因著錫安連同聖殿與聖城的被毀和破
壞而受苦。他受苦到發昏的地步，於是向神禱告，並債
吐苦情。本篇詩有三段。一至十一節與苦難和困苦有
關；十二至二十二節與錫安的重建，就是被毀之聖殿和
聖城的復興有關；二十三至二十八節揭示主在祂的復活
裏乃是永遠的一位。
按豫表，本篇首先說到基督的受苦，特別說到祂的死。
基督受苦是為著救贖，而祂的救贖是為著產生召會作神
的家和神的城。七節是論到基督受苦特別的一節，祂的
受苦與祂為神家的焦急有關。在這節，基督被喻為房頂
上孤單的麻雀。這指明主耶穌在地上時，可能有時候也
像房頂上孤單的麻雀，在夜間儆醒禱告，不是顧到祂自
己的權益，乃是顧到神和神家的權益。
二十三至二十八節揭示，基督在祂的復活裏乃是永遠的
一位。二十五至二十七節引用於希伯來書一章十至十二
節，說到基督在祂的復活裏繼續存在。因著基督的復
活，祂的存在是歷經世世代代而永遠不變的。復活的基
督不再受任何限制；從祂復活以後，就沒有東西能再限
制祂。復活的意思是，主耶穌衝過了一切的限制，連最
大的限制─死，也衝過了；死已被廢除，復活的基督直
活到永永遠遠。基督在復活裏超越了一切，包括時空；
祂這復活的一位乃是無所不在的，時空都不能限制祂。
基督因著祂在復活裏永遠、不變的存在，是使地轉向主
的關鍵。
基督死與復活的產品乃是召會，由錫安連同神的殿與神
的城所豫表。錫安是耶路撒冷城的中心，豫表召會作神
國的中心。十四節的石頭豫表信徒作召會建造的材料，
塵土豫表召會的立場。我們該喜悅召會的眾肢體，也該
愛護召會的立場，就是一的立場。在十六節，重建錫安
豫表重建召會。藉著被建立、得復興的錫安，列國和列
邦都要讚美、敬拜耶和華。這豫表被殘害的召會得以重
建，就要使列國都轉向主，世上的國也要成為神和基督
的國。
在基督的復活裏，憑著基督的復活並藉著基督的復活，
召會得以繼續存在。召會，基督的身體，完全是在復活

裏。金燈台豫表召會是基督的身體，描繪基督作為復活的
生命，生長、分枝、發苞、開花而發光。召會乃是在基督
復活裏的新造，由復活的基督所創造。我們要在基督身體
的實際裏，就需要完全在基督復活的生命裏。召會是『復
活的』，這乃是說，召會完全是在復活裏生機的實體，是
一個新造，是在基督的復活裏並憑著復活的基督造成的。
倪弟兄在『教會的正統』一書中說，『召會從神的眼睛看
是耐死的。陰間的門向召會開著，但是陰間的門不能勝過
她，不能把她關在裏面，所以召會的性質就是復活的』。
召會是隱藏復活基督的機關；召會就是神照著祂在使基督
從死人中復活時，在祂身上所運行的大能與大力，而運行
在其中的。召會和復活的主，不傴性質一樣，能力也一
樣。
神用甚麼方法在復活的基督身上衝過一切的限制，神也照
樣在召會身上要衝過一切的限制；因此，召會應當在生命
和能力上與復活的基督一樣。神的大能大力不傴在基督身
上，今天乃是繼續的在召會中運行。召會的能力就是基督
復活的能力。聖靈正把基督復活的能力顯在召會裏。召會
就是基督復活的能力積蓄在其中，並存在其中的。正如基
督在復活裏，召會也在復活裏；因此，召會乃是在基督的
復活裏得以繼續存在。

摘自《臺北市召會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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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列 2個老邁婦人

躺在病床上的老爸今晚說了個有趣的寓言故事：
老爸在病床上說了個『2個老邁婦人』的寓言故事
有2個老邁婦人…
第1個女人，以自己為資產，所做的一切，都為打造自
己。她姿態華美，裝扮入時，風采不減當年；身材、容貌
從年輕開始便精心呵護、保養，處處小心隱藏鍾龍的老
態。在同年齡的人們中顯得成功、耀眼；然而，是那種孤
單、落寞、一個人的成功、耀眼。
第2個女人，以身邊的人為資產，所做的一切，都為幫助
別人。她姿態簡雅，裝扮樸素，臉龐滿是因歲月刻劃過的
痕跡；略眼一望，立即就辨識出是年長、蹣跚的婦人，沒
有一點矯飾的味道。然而，她身旁圍繞著人們，來自各個
年齡層的人們。他們愛她、敬重她、樂意陪她經歷人生的
最後一段旅程；他們如今愛她，只因他們也曾被她好好地
疼愛過。
『我們都會生病、年老，但我們可以決定老去的方式。』
老爸如是說。
我心想：『哇勒，老爸你又不是年老的女人～』
但轉眼認真的看老爸，看著他鬢白的髮絲，枯瘦的體態，
我發現，老爸真的是…”有點”老了。
老爸這次因發高燒、細菌感染臨時住院，所幸檢查報告結
果出來，之前的肝臟移植手術並沒有排斥的現象；只是因
著發燒，許多與肝相關的指數一下子衝了上來。
他說：『過去的40年裡，我對身邊的朋友們都是兩肋插
刀。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對朋友非常好、夠意思的人，從不
愧對過他們，也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和他們喝酒、吃飯、唱
歌、交際、應酬，但是時間一轉眼過去，這些情份一點也
沒有保留下來。這些酒肉朋友，散的散，分的分…

反倒是這10年來，我回到了神的家，開始將時間投入在教會
裡，跟著弟兄姊妹們一起生活，學習愛人、關心人、付出自
己；雖然我也不覺得自己做了多少，但我總是記得這句話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羅
馬書13.8），並盡可能地去操練、實行…』
的確，最近來看老爸的，好多都是老爸這10年來在教會中曾
經照顧、陪同、扶持過的弟兄姊妹們。他們來的時候，許多
都懷著感恩的心，熱切分享他們近來生命的經歷、在教會的
成長。他們有的前來1次、2次，甚至多次的一再看望，不時
惦記著老爸的病情。
『另外我最珍惜的，』老爸接著說，『就是這些年有好好的
把愛放在家人身上，放在你媽媽、妹妹，還有你身上，這是
我最值得紀念的回憶。』
偶然目光與老爸相遇，才察覺老爸的臉頰上，早已掛上了兩
道淚珠。
『孩子，你要記得，愛人永遠都嫌不夠，要常抱著愛的虧欠
感。你要好好抓住時間，愛你身邊的每個人。不要當時間流
逝，發現什麼也沒有留下來，記憶裡什麼也不值得回味、珍
藏。這是最可憐的！我希望你到晚年時，也能對自己說：
「我曾經愛過」。』
我被老爸正經八百，帶著慈愛的神情撼動，一瞬間被拉進自
我的寧靜思考空間，腦海裡晃過一個又一個身邊親近的人
們，回想自己曾如何對待他們、虧欠他們…。嗯…如果可
以，我還是想又『風采不減當年』，又被『圍繞著』的老
去…
回過神來，只聽見老爸嘴裡喃喃地念著：『保羅真的很不簡
單，他能說榮耀的冠冕已為他存留，他能說當他到神面前他
要領大獎了…他真的很不簡單…很不簡單…』
摘自《www.luke54.org》

系 列

主耶穌從不忘記為我禱告

所以，那藉著祂來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
因為祂是長遠活著，為他們代求。（希伯來書七25）
基督作我們的大祭司，為我們代求，承擔我們的案件。
祂為我們顯在神前，為我們禱告，使我們可以蒙拯救，
並完全被帶進神永遠的定旨。
聖經頂明顯的對我們說，凡靠著主耶穌來到神面前的
人，主耶穌定規能救他到底。有的人對我們說，也許我
們會失去我們的救恩，也許我們還會沉淪。但是假若如
此，你把主耶穌的禱告擺在甚麼地方？神說，主耶穌是
長遠活著替我們禱告，祂是一直活著替我們禱告。
有一件事我常常覺得歡喜的，就是人可以忘記為我禱
告，但我還是一個被禱告的人。人可以不替我禱告，但
我還是一個被禱告的人，因為主耶穌一直為我禱告。有
一位在神面前作大祭司，人可以忘記我，但是祂絕不會
忘記，總是繼續長遠的替我禱告。
祂為我們禱告，祂的目的是甚麼呢？祂禱告是求神保守
我們，保護我們，叫我們像祂一樣，叫我們與世界分
別，叫我們合而為一。所以，不管世界的引誘多厲害，
撒但的試探多厲害，人的肉體多厲害，主耶穌的禱告所
發出的力量，必能保守我們。

當主耶穌在世上的時候，彼得頂驕傲，對主說，甚麼人
都可以不認你，我總不能不認你。後來彼得跌倒了。主
耶穌曾豫先對他說，彼得，撒但定規要得著你，但是我
已經為你禱告，叫你不至於失去信心。我已經為你禱
告，你必定會回頭。你在回頭之後，要堅固你的弟兄。
因此，後來彼得雖然跌倒了，他還爬起來；他不只爬起
來，他還幫助了許多人。今天許多人爬起來，還是因著
彼得。彼得的回頭，並不是彼得自己要的，乃是主耶穌
禱告的力量一直抓住了他。等一等，當他記起主耶穌的
話時，他就流淚、悔改。這都是主耶穌禱告工作的力
量。神聽主耶穌的禱告。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相信主耶穌禱告的能力，你能不能無
依無靠的把自己託給主耶穌的禱告？你說，撒但的試探
多厲害，世界的試探多厲害，肉體的鼓動多厲害，撒但
的攻擊多厲害。你如果看自己，許多時候你覺得說，我
完了。你給撒但多試探幾下，肉體就沒有力量了。許多
時候，你覺得灰心，你覺得禱告不下去，這時候你要仰
望主耶穌，祂是你的大祭司。你要仰起頭來看祂。你要
說我沒有能力，我禱告不來；但我信靠祂，祂是我的大
祭司，凡靠著祂到神面前來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
為祂是長遠活著替我們祈求。
摘自《神的福音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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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

二零一二年春季同工長老負責弟兄訓練信息鳥瞰圖表
總題：長老及負責弟兄的帶領
基礎 -

誰來帶領

第一篇 ：領頭作榜樣並以起初的愛愛主
壹ˎ 領頭作榜樣
學習基督的榜樣─享受父作恩典和愛，並受父旨意的
約束
效法保羅的榜樣─為著基督的身體，藉那靈的供應活
基督
成為信徒的榜樣─在言語、為人、愛、信、純潔上
成為基督的複製─跟隨祂的腳蹤行並活出愛的生活
貳ˎ 以起初的愛愛主─從看見主的身位，而在凡事上
讓主居首位
藉著悔改，行起初所行的；與主有個人、情深的關係
過晨興、奉獻與禱告生活；愛主話、受主同在的管治
愛召會並愛那建造的職事；憑靈生活事奉並供應那靈
喝活水的泉源並喫生命樹；不斷接觸、取用並享受祂
以祂為我們的中心與普及；渴望懷著雄心討主的喜悅
有清明的天與其上的寶座；持定元首作我們的管治者
每個細節上都求祂的指示；讓生命的流在裏面居首位
受調和之靈所管理的俘虜；藉我們的讚美使祂登寶座

過程 -

如何帶領

第二篇 ：領頭經歷生命
壹ˎ 生命基本的啟示─基督作為生命是生命樹的實際
貳ˎ 生命遇到的難處─人的眼瞎、假冒、悖逆、天然
叁ˎ 我們主觀的難處─心思、情感與意志無法配合靈
肆ˎ 接受生命的道路─藉著那靈以經歷基督的十字架
伍ˎ 操練生命的活出─看見並認識神以厭惡並否認己
陸ˎ 達神時代的工作─釋放主的生命並將生命供應人
第三篇 ：領頭供應生命
壹ˎ 生命供應的啟示─分賜生命
貳ˎ 生命職事的目標─建造召會
叁ˎ 生命服事的源頭─復活的神
肆ˎ 生命發動的憑藉─十架治死

生命的職事
第四篇 ：領頭申言，以建造召會作基督生機的身體
壹 ˎ 申言者的啟示─神聖且屬人的基督
貳 ˎ 申言者的豫言─保羅推動並得應驗
叁 ˎ 申言建造召會─作基督生機的身體
幫助聖徒達到召會生活實行的目標
必須用三種構成申言的元素來講說
藉著享受包羅萬有的基督而產生的
運用剛強的靈講說清楚且明白的話

第五篇 ： 領頭成為禱告的人
壹 ˎ 示範禱告的榜樣
使我們更多尋求諸天的國
使我們履行國度至高要求
貳 ˎ 神蹟功課的學習
仰望天上的父是祝福的源頭
行神蹟後就獨自上山去禱告

申言的源頭

目標 -

帶領方向

第六篇 ：領頭認識身體並持守身體的原則
壹 ˎ 領頭認識身體
召會一切的問題都是由於不認識身體
我們需要在生命和實行方面認識身體
貳 ˎ 領頭持守身體的原則
身體的獨一；身體的元素
身體的功用；身體的要求
身體的權柄；身體的實際
任何事要對身體最有益處
第八篇 ：領頭為著身體與主同工
壹 ˎ 為著身體與主同工的異象─作身體的工
貳 ˎ 為著身體與主同工的原則─先讓神作工
叁 ˎ 為著身體與主同工的特點
神工作的起頭必須是神的旨意
神工作的進行必須是神的能力
神工作的結局必須叫神得榮耀
肆 ˎ 為著身體與主同工的生活─與工作是一
伍 ˎ 為著身體與主同工的憑藉─適應的生命
陸 ˎ 為著身體與主同工的目標─補基督患難
柒 ˎ 為著身體與主同工的資格─成書拉密女
經過變化階段
分擔主的工作
為著主的身體
彰顯起初的愛

終極行動
第七篇 ：領頭站在召會獨一的立場上，受基督身體的
限制，在同心合意裡有身體的感覺
壹 ˎ 領頭站在召會獨一的立場─一的真正立場
貳 ˎ 領頭受其他肢體的限制，不越過我們度量
叁 ˎ 領頭為著行動在同心合意裏有身體的感覺

摘自《tw.myblog.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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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項

那些日子，耶穌出去上山禱告，整夜禱告神。 (路加福音6:12)
我儆醒不睡，就像房頂上孤單的麻雀。(詩篇102:7)

禱
告
事
項

一、為著本週末(5 月 5 日)在石隆門(BAU)的福音行動禱告祈求。
二、為著東馬青年四個月成全訓練古晉受訓人數目標 30 位禱告。
三、為著本週末(5 月 5 日)的小牧人戶外相調及下週末(5 月 12~13 日)的青職戶外相調禱告。
四、為著各會所，各區，各排，或個別聖徒需要禱告。

追求
進度
本
地
報
告

1. 本週“新約恢復本經文及註解”共同讀經進度：根據讀經進度表第十八週 。
2. 本週繼續追求“詩篇結晶讀經”晨興聖言 第十七週 。
3. 小牧人戶外相調報名通啟
日期/時間： 05/05/2012（週六）上午 10:30am
至下午 2:00pm
地點：三馬丹、李國安弟兄的果園
對象：所有的小牧人及家眷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 30/04/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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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石隆門福音行動通啟
日期/時間： 05/05/2012（週六）下午 3:00pm 至晚上 8:00pm 結束(6:00~8:00pm ―福音愛筵在石隆門會所)
地點：石隆門會所
備註：請所有報名參與者需自備來回交通工具及遵照既定的時間來配合此項行動。
5. 馬來西亞大專相調特會通啟
日期/時間： 22~24/06/2012(週五至主日)
地點：古晉市召會會所
費用：每人 RM45/目標： 150 人
報名截止日期： 30/04/2012(週一)
對象：在籍 A-Level/STPM，高三學生，大學先修班，大專生，以及大專服事者。
6. 特別奉獻情況列下[特別奉獻心願： RM1,998,654/=；心願“了卻”期限： 30/04/2012]
註：凡欲購買銀行支票者(Banker’s Cheque)，請開召會銀行戶口名稱如下:Gereja Kristian Tuhan Di-Kuching

外
地
報
告

奉獻收入情況

上週奉獻收來

累積奉獻共收來

距離心願，尚差：

截至： 22/04/2012

RM 84,376.20

RM 1,466,731.30

RM 531,922.70

3. 2012 年夏季訓練通啟

1. 西馬、東海岸之福音行動(24/04~31/07/2012)
與在沙巴的福音行動(25/06~09/07/2012)報名
通啟
報名須知： 1. 年齡介於 17 歲至 60 歲之間。
2. 身心健康
3. 能夠配搭
4. 每天的費用是 RM40/-包括
膳食， 住宿和交通。

日期/時間： 02/07(週一)下午 4:00pm 開始至
07/07/2012(週六)晚上 9:30pm 結束
地點：美國、安那翰，水流職事站園區
報名截止日期： 01/05/2012
4. 2012 年泰國曼谷國際相調特會通啟
日期/時間：03/08上午10:00am開始至
05/08/2012中午12:00pm結束
地點：曼谷神的召會聚會大廳
報名截止日期: 18/06/2012

2. 國際國殤節特會通啟
日期/時間： 25/05(週五)晚上 7:30pm 開始
至 28/05/2012(週一)中午結束
地點：Bellevue, Washington, U.S.A
報名截止日期: 01/05/2012

其
它

1.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2. 財務報告
（2012 年）

日期

主日早上 (06/05/2012)

週一晚上 (30/04/2012)

週二晚上 (01/05/2012)

會所/區

6－5

三會所

4－1

月份

承上月結存

收入

支出

結餘

三月

335,745.47

49,161.40

69,590.56

315,316.3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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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7 區及 1 － 5、6、7 區

2－7區

3－1區

4 － 3、7 區

5－5區

4.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四月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29 日

2－3區

二會所

五月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6日

一會所

一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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