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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結晶讀經（二十三）
藉着神在基督和祂的國裏作王而恢復地

我們對詩篇的精粹，詩篇的靈，有清楚的認識，是很

著神的旨意完全得到恢復。

重要的。在詩篇裏，神聖啟示的靈、實際和特徵，乃
是作神永遠經綸之中心和普及的基督（路二四 44）。
基督先是三一神的具體化身，然後是神的家、由神的
殿所表徵之神的居所，也是由耶路撒冷城所表徵之神
的國，並且從神的家起，在神的國裏，作全地的元首。
神渴望在地上得著一個生機的居所，這居所乃是神藉
著包羅萬有之基督了結的死和使人有新生起頭的復
活，所得著之聖徒的集大成。這些聖徒將是經過過程
並終極完成之三一神永遠的顯明與彰顯，並且祂要在
祂包羅萬有的基督裏成為他們的一切。三一神要藉著
在新宇宙中這樣一個生機體，在地上作王。

整卷詩篇揭示藉著神在基督和祂的國裏作王而恢復
地。二篇啟示，基督要設立祂宇宙的國度，以列國作祂
的基業並以地極作祂的產業；祂要用鐵杖治理列國。
在八篇，成肉體、釘十架、復活、升天、並被高舉之耶
穌的名，在地上是尊大的。二十二篇論到召會要引進基
督的國，讓祂治理列國。在二十四篇，基督是王，要藉
著召會，祂的身體，得回全地。四十六至四十八篇啟示，
當召會擴大為城，我們在其中享受神作我們的一切時，
神就要藉著城征服萬民和列國，並在基督裏作大君王
治理全地。八十九篇給我們看見基督成了長子和『地上
最高的君王』，並且神要延伸這獨一者的疆界，以致得
神創造了一個團體人，不僅有祂的形像以彰顯祂，也 著全地，『使祂的左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九
運用祂的管治權管理全地以代表祂（創一 26 ～ 28）。 十三至一百零一篇歡呼神要藉著基督作王，恢復祂對
神給人管治權，目的是要征服神的仇敵撒但；恢復被 全地完全的主權和權利。神對地有權利，因為地和其中
撒但所篡奪的地；以及運用神管理地的權柄，使神的 所充滿的各種不同民族都是祂造的（九十三）。耶和華
國得以臨到地上，神的旨意得以行在地上，神的榮耀 作為基督乃是據有地的大君王（九十五），祂要來按公
得以顯在地上（太六 10，13 下）。人與地有特別的關 義和真實審判地、世界和眾民，並要作王管理列邦（九
係，神所要人管理的範圍就是地；神需要人從撒但篡 十六），因此地要歡騰並喜樂（九十七）。至終，在一
奪的手中恢復地，使撒但在地上受虧損。然而，神的 百四十五篇一節和十一至十三節，大衛因神在基督和
目的不是在舊人亞當這頭一個人身上得著完成，乃是 祂的國裏作王，而讚美神。
在新人基督這第二個人身上得著完成；這新人是由
基督自己作頭，以及召會作祂的身體所組成的。
作君王的主耶穌教導我們禱告，說，『願你的國來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10）。神的
國乃是神掌權的範圍，使祂能彰顯祂的榮耀。撒但背
叛後，地就落到撒但篡奪的手中，於是神的旨意無法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此，神造人的用意，乃
是要為祂自己恢復這地。人墮落以後，基督來了，將
屬天的管治帶到地上，使地為著神的權益得著恢復，
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召會作為基督
的身體，其工作就是把神的國帶進來。今天信徒必須
為國度的來臨禱告，直到這地在要來的國度時代，為

摘自《臺北市召會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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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咖啡的植物

早上進辦公室的時候，有人提出一個問題：「如果把
咖啡倒給這棵植物喝，會出現什麼結果？」我說：「會
睡不著覺。」另一個回答得更妙：「會在半夜起來行光
合作用。」
植物當然不會睡不著覺，植物更不會精神旺盛，半夜爬
起來光合作用。可是需要時常給它澆點水，這一點總是
錯不了的。有些果農在澆水的時候，還會在水中加些牛
奶，聽說，結出來的果子會比較好吃。我的家鄉台南，
就有一種芭樂標榜為「牛奶芭樂」。至於澆了咖啡的植
物，會不會結出苦澀的「摩卡檸檬」，或者香醇的「卡
布奇諾西瓜」呢？我就不那麼清楚了。但是不給植物澆
水，結果倒是很確定的。幾年前新婚的時候，房東好意
送給我們一些盆栽，免得陽臺上光禿禿的不好看；但還
不到半年，我們夫妻倆就把它們活活搞死了。可悲的
是，搞死它們不需要特別做什麼，你只要什麼都不做，
連澆水也不做就可以了。
這讓我想起一件事。植物不澆水會死，那麼人呢？人如
果沒有一些什麼來滋潤他，這人會變成什麼樣子呢？植
物只需要水，再給它一點陽光和空氣就可以過得很好。
但人需要的更多。人需要朋友，人需要父母，需要兄弟
姊妹，需要相互依偎的伴侶，需要幾個長得很像你的兒
女。簡單的說，人需要愛。那些說自己不需要愛的人，
有如荒漠中的仙人掌，表面上無欲無求，但當雨季來的
時候，他還是會抓住機會，狠狠地吸乾每一個水分子。

系 列

奇怪的是，人雖然彼此需要，卻也常彼此得罪，乃至於鬧
得不可開交。有些摯友或夫妻甚至鬧到反目成仇，變成你
最可怕的敵人。武俠小說家古龍曾寫道：「由朋友變成的
敵人是最最可怕的，因為他是多麼了解你，甚至於連你上
廁所用幾張紙，他都有可能知道。」另一段話也很發人省
思：「有一點不可否認的，能令你傷心、痛苦、後悔的，
通常都是朋友。」
這樣看來，人與人之間要和睦相處，實在不是容易的事。
即便是基督徒彼此之間，若是沒有主耶穌作為和平的聯
索，有時候也不免發生一些「令你傷心、痛苦、後悔」的
故事。所以我和我親愛的妻子，倘若吵了一架，最好的方
法並不是幫她泡一杯咖啡，或者送一束玫瑰花。最好的方
法，就是一起回到我們的深處，一起謙卑下來，向主耶穌
承認我們的短缺和壞脾氣，讓祂作為雨水滋潤我們，然後
憑著這些滋潤為彼此禱告，也為教會中的弟兄姊妹禱告，
更為那些還沒有信主的親朋好友禱告，讓我們的天空轉為
一片蔚藍。
如果要更為完美，那就是替全身痠痛的她全身按摩，讓她
舒舒服服睡一覺，隔天精神抖擻地上班去，這樣差不多就
可以打一百分了。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這好比
那上好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
襟；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裏有耶和
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詩篇一三三篇）
摘自《www.luke54.org》

Ron Kangas 弟兄在西雅圖和青年在職弟兄姊妹的交通（一）

1、我們都需要意識到我們每一位都在神自己為我

們都該愛我們的配偶，孩子，和父母。但馬太福音第十

們所命定的旅程上。

愛我的，配不過我……。”在那裏，主耶穌在摸我們天

保羅在聖經裏提到賽程（行傳二十 24）。雖然我們活在

然的愛和天然的情感。我們需要在復活裏愛我們的家

身體生活裏，我們的行程完全是我們每一位和主之間的

人。我們在人生的每個轉捩點，我們都需要對主說，

事情。得勝者的特徵是完成他的行程。保羅說他“不以

“主啊，我今日更愛你。”

章說到，“愛父母過於愛我的，配不過我；愛兒女過於

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我們
不能決定我們的行程是什麼。沒有人有權力能夠引導我

當起初的愛失去後，更多的墮落便隨之而來。維持和發

們的行程，只有主能。我們也不能決定我們旅程的長

展我們與“那可愛的”起初的愛的一個關鍵點在於約翰

短。既使是我們和我們的配偶，某一方面來說，雖然我

壹書四章十九節，“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這是

們在一起行走這個行程。另一方面說，我們還是要在自

我們能愛神唯一的路。所以，我們需要在時間、環境允

己個人的行程中。個人對主負責。我們不是在隨著一個

許的時候，多和主在一起，多讓神來愛我們，讓祂的愛

團體走，我們每個人都在走一個個人的行程。

更多地流入我們。保羅的見證在羅馬書第八章那裏可以
看到，沒有任何人、事、物能使我們與主的愛隔絕。

2、當我們在走我們的旅程時，我們需要維持我們與“那
可愛的”起初的愛（上好的愛）。
假如那位可愛的是主耶穌，我們就是在歌中之歌裏。我

(續)
摘自《www.luke54.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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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来西亚大專相調特會（22-24 June 2012）

親愛的聖徒們，
贊美主，馬來西亞一年兩度的全國大專特會今年上半年再一次在古晉舉辦。我們感謝主，祂再一次給我們機會
服事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人。我們深覺這是主憐憫了我們，叫我們有機會服事祂的召會！我們深信主要再一次
借著這個特會向大專生說話，並把這些青年人帶進基督身體的相調中！本次的馬來西亞大專相調特會目前報名
人數為 144 位（本地聖徒 83 位，外地聖徒 61 位），並有三位來自馬來西亞半島的同工們與本地服事的弟兄們
一同配搭服事這次的特會。在飯食方面，經過許多的交通，召會願意拿起負擔，由各個會所一同配搭服事特會
的伙食。我們在此感謝聖徒們擺出時間和體力，為著大專生的益處勞苦服事，我們信這樣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
徒然的！這要帶進基督身體的建造！願主得著我們為著祂的恢復！
時間 TIME

星期五 FRIDAY (22/6)

星期六 SATURDAY (23/6)

0600-0630

主日 LORD’S DAY (24/6)

起床/盥洗 Rise & Shine
*晨興系列（一）
Morning Revival Series(1)

0630-0730
0730-0800

*晨興系列（二）
Morning Revival Series (2)

早餐 Breakfast

0830-1000

*第二堂 2nd Session

1000-1030

休息 Break

1030-1200

*第三堂 3rd Session

1200-1230

午餐 Lunch

大整潔 Cleaning
(1215-1315)

1300-1400

午休 Rest

出發用午餐
Departure for Lunch
(1320)

1700-1900

報到 Registration

*第四堂 4th Session

（A104）

（1530-1730）

1800-1830

*第六堂 6th Session
休息 Break
(1000-1015)
*擘餅聚會
Bread-breaking Meeting
&
*第七堂 7th Session
(1015-1200)

晚餐 Dinner

1915-2115

*第一堂 1st Session

*第五堂 5th Session

2115-2145

宵夜 Supper

2215-2230

晚禱 Night Prayer

2245

熄燈、就寝 Lights Off

*聚會地點 Conference Room ： A107
日期

類别

配搭會所

用餐地點

TIME

MEAL

CO-ORDINATORS

DINING VENUE

晚餐 Dinner

一會所 Hall 1

宵夜 Supper

七會所 Hall 7

早餐 Breakfast

三會所 Hall 3

午餐 Lunch

四會所 Hall 4

晚餐 Dinner

二會所 Hall 2

宵夜 Supper

五會所 Hall 5

早餐 Breakfast

六會所 Hall 6

22/6（五）Friday

23/6（六）Saturday

24/6（日）Lord’s day

午餐 Lunch

A 樓大飯廳
Block A Dining Hall

Hartz Chicken Buffet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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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們要這樣禱告：我們在諸天之上的父，願你的名被尊為聖，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叫我們陷入試誘，救我們脫離那惡者。因為國度、能力、榮耀，
都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太 6 ： 9~10，13

禱 一、為著青年四個月訓練 42 位報名的聖徒及將在 7 月 1 日開訓禱告。
告
二、為著親子茶點相調及相關的福音聚集禱告。
事
項 三、為著各會所，各區，各排，或個別聖徒需要禱告。
追求
進度

1. 本週“新約恢復本經文及註解”共同讀經進度：根據讀經進度表第二十五週 。
2. 本週繼續追求“詩篇結晶讀經”晨興聖言 第二十三週 。

本 1. 全召會集中事奉交通聚會
地
日期/時間： 18/06/2012（週一）晚上 7:30pm
地點: 會所 A107 會廳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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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
3. 馬來西亞大專相調特會通啟
日期： 22/06(週五)晚上 7:30pm 開始至 24/06/2012(主日)中午結束。
報到時間/地點： 22/06(週五)5:00~7:00pm 在 A104 會廳
聚會地點：會所 A107 會廳
備註： 1. 22/06(週五)報名用晚餐者，請於 6:00pm 前到 A 棟大飯廳一起用。
2. 請參與聖徒於每堂會前五分鐘入場就座。
4. 作餅服事通啟
從 2012 年七月一日開始，擘餅用之小餅及中餅將由各會所各區自供自給(即各會所各區自己作自己
用);即日後，召會將不會安排任何區整體來作了供應全召會各區。但全召會集中擘餅聚會用之大餅
將由各會所輪流來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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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收入情況

上週奉獻收來

累積奉獻共收來

截至： 10/06/2012

RM 11,055.00

RM 1,771,329.80

距離心願，尚差：
RM 227,324.20

外 1. 2012 年泰國曼谷國際相調特會通啟
地
日期/時間：03/08上午10:00am開始至05/08/2012中午12:00pm結束
報
地點：曼谷神的召會聚會大廳
報名截止日期: 18/06/2012
告
其
它

1. 作餅服事— 請七會所三區（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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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24/06/2012)

週一晚上 (18/06/2012)

週二晚上 (19/06/2012)

會所/區

4－1

三會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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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區及 1 － 4、9 區

2－7區

3－9區

4－5區

5－2區

4.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六月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17 日

2－6

二會所

六月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24 日

五會所

一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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