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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神的建造
们的感觉作工。当他们觉得很好，觉得火热，觉得与主

神建造的根基是不变的。神自己已经立好了这个根基， 接近时，就为主竭力工作。但如果他们觉得冷淡、疲倦、
就是基督耶稣。没有一个建造不以基督为根基；但建造却 不振作、不感兴趣，他们就无所事事。火热和冷淡都是
有分别，有不同的材料和技巧。神要祂的仆人用金、银、 出于我们自己，是无用的。一切基于感觉的都是禾秸。
宝石建造。神不问，也不会问你所建造的是多大的建筑， 也有许多人只用属肉体的材料，就是头脑、发表、口才、
或者你建造得多精巧、多快速或多美丽，乃是问你用甚么 机智、干才等，但这都是草。这是属地的，不是属天的，
材料建造。你光是同意这点，或看见这个真理，还是不够 且会完全被焚烧，因为全是天然的。神会光照你最强、
的；甚至这个「看见」，也可能是木、草、禾秸。神所在 最中心、最紧要的东西。祂要显明这事，然后就来对付。
意的，乃是：你是否用金、银、宝石建造？

木代表一切属人的、属地的。我们所看见大部分基督徒
的工作，都不是来自神的。

金是指神，指神一切所作的、一切出于神的，也是指神的
荣耀，如果一切都是神作的，当然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 人以为在传福音的事上，主要是那个福音，至于是谁传
银是指救赎。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工作都是基于并蘩于 的和怎样传，就无关紧要；他们认为神的话会作工。但
十字架。宝石代表圣灵的工作。另一方面，以赛亚书四十 神不是这样看，神要知道是谁传这福音，这福音是藉着
章六节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哥林多前书三章 谁的手出去，是用谁的力量，并凭谁的命令传的。祂要
提到「草」要被烧毁；这就是说，凡属血气的，凡出于肉 知道一个人是受谁差遣的，他的工作是甚么材料建造
体的，都要毁坏。「木」是指人，与神相对。「禾秸」代 的。这其中不能有搀杂，必须全是出于金、银、宝石。
表人的软弱，代表天然生命的死亡和无用。这就给我们看 金、银、宝石的价值是大的；木、草、禾秸的价值是小
的。在重量上也有分别。木、草、禾秸很轻；金、银、
见，我们该用甚么材料来建造。
宝石却很重。我们有多少重量？有时人少说一点关于
那用金、银、宝石建造的人，认识神是父，客观以及主观 属灵的事倒好，因他们的生活和话语往往不符！也们
的认识十字架，也向自己一切所是和所有死了。他也认识 所说的，不是他们所是的。―― 倪柝声《生命信息》
一切必须是圣灵的工作。许多时候，有人要你去帮助他们，
(摘自倪柝声《生命信息》)

或者你想要在属灵上帮助人，但问题来了：「我的动机是
甚么？」是要给自己一点安慰、舒服或喜悦么？要有所作
为么？要以后有所得着么？若是这样，我们无法帮助他
们，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欲望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还没
有经过死。或者我们觉得受带领去跟人谈话，也知道要说
甚么，但我们却越过限度，说得太多了。十字架的确把一

週刊目錄：

些不是出于神的东西除去，但那除去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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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彻底，所以我们说出神所赐的话，但又加上别的话。

福音系列

宝石的意思，是指首先组织在我里面，然后在生命里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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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向别人显明出来的。宝石是稀有的，很难得到，但禾
秸却是一大堆的，到处都是。许多基督工人主要是按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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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神向人說話麼？神所說的話有記錄麼？

我承認聖經是一本影響人類歷史最深遠的經典之

這些關於祂的豫言。還有關於以色列亡國與 復國的豫

作，但是我還不能十分肯定聖經就是神所說的話。是

言，以及許多其他的豫言，也都一一奇妙的應驗了。親

不是可以請你舉出一些具體的證明呢?

愛的朋友們，誰能準確的豫知未來呢﹖一、兩件事應驗
也許是巧合，但是每一件事都應驗，這除了 神，還有

聖經的 的確確是神所說的話，可用以來作證明的點

誰能呢﹖

實在是很多，今天我們先就客觀的幾方面來加以說
最後我們再從聖經的不變性這一方面來看看。聖經從

明。

古到今只有一本，並不需要我們作任何的修改、修正、
首先，我們先從聖經的組成這一

或者補充，就已經是 完美無缺，

方面來看看。聖 經的著者前前
後後大約有四十人，第一位著者
到最後一位著者，相距的年代大

孙宙中只有神和神的話
是真實的，是永活長存

概有一千六百多年。這些作者的
身分和地位也都不一樣，有尊貴

的，是永不改變的。讓

如君王、也有神的祭 司，更有卑

我們更多的認識聖經，

微的漁夫、牧羊人，還有亡國奴，
甚至有囚犯。然而他們所寫出的

更多的被神的話所組

而且無懈可擊。當然聖經的繙譯
版本可能會有因為繙譯上、或是
印刷上的錯誤，而有修正或修改
的必要，但是在原文絕沒有任何
的錯誤。我們所熟悉的科 學可
能會有修正或修改的必要，但是
聖經絕不更改。因為聖經乃是神
所說的話。

內容卻實在是一脈相承，前後呼
應，而且是有始有終，絕對找不
出任何矛盾、牴觸，或 者是有錯誤的地方。朋友們，
聖經實在是人類世界中獨一完美的書，這絕不是出乎
人的，乃是神藉著人所寫出來的。有一位基督徒作了

親愛的朋友和弟兄姊妹們，在這
個孙宙中只有神和神的話是真實 的，是永活長存的，
是永不改變的。讓我們更多的認識聖經，更多的被神的
話所組成。

一個很好的比喻: 他說，假若你請四十個木匠來作同
一件家具，而事先不告訴他們尺寸或者樣式，只告訴

【經文佐證】

他們要這件家具的某一部分，最後把他們各自所作的
部分拿來組合在一起，你 想想它能成為一件有用的

第一要知道，經上所有的豫言，都不是人自己的見解；

家具嗎﹖當然不能。在彼得後書一章告訴我們，經上

因為豫言從來沒有發自人的意思，乃是人被聖靈推動，

的話不是出於人的意思，乃是人被聖靈推動，從神說

從神說出來的。

出來的話。因此，聖經的源頭乃是 神。
其次，我們再從聖經豫言的應驗這一方面來看。聖經

彼得後書一章二十至二十一節
(摘自 www.lsmchinese.org)

裏的豫言很多，經過歷史的發展，有很多已經一一的
應驗了。譬如，舊約聖經對於基督應 當生在何處、長
在那裏、甚麼時候受死、怎麼樣死法，以及祂的復活
等等，都有豫言。而主耶穌在地上一點不差的應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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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給待婚弟兄的交通（五）

會所這麼大，要做整潔，就全家一起來，那個感覺就非常
的甜美。在中區有一個全時間的弟兄，他天天在各個小排

夫婦乃是一同承受生命的恩典
夫婦不是冤家、剋星，也不是「前世相欠債」，我們沒
有前世，我們只有今生，一直到永世。不要說：「我的
妻子是大十字架，我的兒女是小十字架，我就一生背著
這十字架，將來有一天，拿這十字架換冠冕。」我們的
姊妹是一同承受生命恩典的。最能顧到我們的光景，最

跑，他姊妹就在家裡看孩子。他女兒天天問：「爸爸呢？」
他姊妹被問得好煩，就說：「你爸爸在天上！我們在地上
爬。」事奉要一同，可不要弟兄在外面忙個半天，姊妹在
家裡一直等，一直等，一個電話也沒有，像我以前一樣，
那姊妹真的等得好心急。弟兄不回來，姊妹都不敢睡覺。
所以最好服事能一同，就算姊妹在外面等都沒關係，因為
她知道弟兄在這裡，她的心就安靜了。

能與我們同心往前的，就是我們的另一半，就是我們的
弟兄，我們的姊妹。因此，最好能在下列的事上操練「一

台北有一位弟兄，他聽說人一得救，全家就得救。所以他

同」：

就發明一套歪理，就是人一被提，全家也被提。他說：「我

（一）在屬靈的追求上一同：

姊妹去事奉，我來賺錢。有一天我的姊妹若被提了，我只

『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

要抱著她的腳，就一同被提了。」結果有一天他作夢，夢

效。』晨興時，若是可能，最好夫妻能一同晨興，一同

見主耶穌來了，好多人被提，他的姊妹也被提了，他眼明

有屬靈的追求，那個感覺非常的甜美。尤其是清早一起

手快，一抱，也跟著上去了。不過他姊妹成熟了，改變形

來，夫妻能在一起禱告。我聽說高雄召會最近常有夫妻

狀，穿過天花板就出去了。他還是肉身，一到天花板，碰！

在家裡一起禱告，這是最甜美的一句話。不要丈夫享受
屬天的，姊妹享受屬地的，這就不好。我們都一同來享
受主。屬靈的追求一同，會叫我們的心裡的思念一同，
叫我們所有的感覺一同。
（二）在召會的事奉上一同：

就掉下來了。結果一醒過來，才知道從床上滾下去了。趕
快爬起來就跪在床頭向主認罪：「主阿！但願這只是個
夢，不是真的，從今以後我要起來事奉你了。」我們要同
心合意在神的家中一同事奉。（續）

召會有什麼事奉，我們都一同來。小排聚會，姊妹排椅
林天德弟兄

子，弟兄就開車子出去接弟兄姊妹，回來就一同服事。

外地消息
主在歐洲行動的簡報（六）

校園游配搭。移民到新的12個城市后，許多的學生們

關於在學生們中間的工作，李弟兄說，“我們需要

大學生，或有個人的接觸，或有團體的接觸。在大學

也加入到移民地聖徒們中間，通過分發雷瑪卡來接觸
新生開學的這一周裡，在12個新的城市中，有超過400

成全和訓練青年人。所有的弟兄都需要背負這個負 個，請求要有未來的接觸，另外的400個請求是在倫敦
擔。當青年人興起時，我們不僅需要幫助他們長而且 和英國的其他城市中。
還要成全訓練他們。因為我們所推廣的工作乃是要得
著青年人，我們需要有這樣一個訓練”（李弟兄文
集，1967，卷一，p.329 英文版）

這裡也有些令人鼓舞的報告，關於歐洲的青年人和學
生們的。今年的11月份，第一個為著所有青年人的特
會在伊比利亞半島（西班牙和葡萄牙）舉行。在其他

今年（2010年）英國這裡有比以往更多的在校大學生 地方的聖徒們藉著成為校園裡的學生來接觸他們的同
來參加召會生活。第一個大學生訓練在2010年9月舉 學；或是開發福音網站；或給不信的派發福音單張，
行，有40位的學生來參加。這些學生進到了禱告的負 以此來激起他們對福音的興趣。
擔裡為著有個正常的神人生活。在這個訓練裡，這些
學生持續的聚在一起有禱告，並且與相當數量的大學

(摘自http://bbs.cgdepot.net/viewth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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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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二十三週。
2. 本週“以賽亞書”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45~46 篇。
3.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本週複習 “以賽亞書結晶讀經” 晨興聖言 第二十三週。

禱告事項
1. 願神祝福初蒙恩得救的弟兄姐妹，穩固在召會生活中，受牧養被成全。願神差遣我們出去喂養他們，照顧他們成
為常存的果子。
2. 願中壯年的弟兄姐妹答應主的呼召，參加在美裡的中壯年班成全訓練。

本地報告
1.“以賽亞書結晶讀經”錄影追求兼禱研背講――第二十三週
日期/時間：06/06/2011(週一)晚上7:30~9:1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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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A107會廳

外地報告
1. 馬來語相調特會
日期/時間：22/07(週五)晚上7:30pm開始至24/07/2011(主日)中午結束。
地點： 沙巴、根地咬召會會所
報名費：每人RM20/報名截止日期﹕04/07/2011(週一)
2. 姊妹相調成全訓練
日期/時間：29/08(週一)下午4:00pm開始至01/09/2011(週四)中午結束。
地點： 梳邦再也、伊甸園
報名截止日期﹕11/07/2011(週一)
3. 東馬眾召會青職相調特會
日期/時間：30/08(週二)下午4:00pm開始至01/09/2011(週四)中午結束。
地點： 詩巫、晶木酒店
對象：18~48歲青職聖徒、青職服事者、中年在職以及負責弟兄們
報名截止日期﹕11/07/2011(週一)

其它
1. 江順源弟兄與劉嚀妮姊妹結婚聚會通啟
結婚聚會日期/時間：06/06/2011(週一)早上10:00am
地點：晉城酒店
備註：歡迎眾聖徒踴躍出席參加，會後備有午餐招待。
2.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12/06)

週一晚上 (06/06)

週二晚上 (07/06)

會所/區

6－3

四會所

6－2

3.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日期
六月

5日
12日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會所/區
6－1及1－1、8區

全召會集中
二會所四區

4.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六會所

2－2 區
3－6 區
4－3、5 區
5－5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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