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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申言—得勝者的功用

在林前十四章裏申言是為神和基督說話，並說出神和

我們需要看見申言的基本攔阻：因我們並不總是與那

基督，將神和基督供應並分賜給人。按林前十四章的方 靈合作說話，我們天然的人與我們的個性和習慣，乃
式申言，使有追求的人得以超越，且是為著召會的建 是我們在與那靈合作說話上的攔阻，勝過我們的攔阻
造。所有的信徒都能、都有義務且都當切慕申言。在林 之路，乃是反我們天然的人和我們的個性、習慣，我
們該留在十字架上。得勝者就是申言者之豫表的應
前十四章保羅囑咐眾聖徒都要申言。
驗，所以申言乃是得勝者的功用。
我們需要看見按林前十四章的方式申言的組成：一、我
們必頇有對神、基督、和屬靈事

負擔的話：在申言者、祭司

物的認識與經歷。二、我們必頇

和君王這三種功用當中，申

有發表，將我們對神、基督、和
屬靈事物的認識與經歷說出來。
三、我們需要有在神聖光照下對

我們要照著林前十四章二十

言者的功用是最高的，因為

六節聚會，就必頇渴慕並學

神的話。在主當前的恢復

我們所處情形和環境的眼光。

習申言，並藉著晨晨復興、

四、我們需要內住之靈即時的感

日日得勝，過申言的生活。

動，激勵我們的靈說話。

申言者能直接的接受並得著
中，這話的應驗具有永遠的
意義。林前十四章二十六節
作為神聖言的一部分，需要
應驗，否則主在馬太十六章

我們也需要看見以利沙伯和馬利

十八節的豫言就不能得著應
亞申言的榜樣：一、以利沙伯申言的榜樣，她活在神的 驗，召會作為新婦就不能為著基督這新郎豫備好。我
面光中並在與主的交通裏，她對主在地上的行動關切， 們要照著林前十四章二十六節聚會，就必頇渴慕並學
她的靈能被激動並藉著運用她的靈得以即時的發表。 習申言，並藉著晨晨復興、日日得勝，過申言的生
二、馬利亞申言的榜樣，比以利沙伯的更深更高， 首先 活。
馬利亞的靈以神她的救主為樂，然後她的魂尊主為大，
她的申言都是由引自舊約的話所組成。對神有主觀經

(摘自台北市召會週訊)

歷，認識是神的對付，認識是神的憐憫。
我們需要看見申言的二個基本構成：第一個基本構成，
乃是個人對聖經的認識：我們必頇按字面熟悉神的話。
我們必頇認識神話語的深意和屬靈的意義。在得著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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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經歷。所以在正確的申言這事上，我們不該黏於
個人的經歷、見證、感覺、想法、意見、感情以及對任
何人事物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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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二十五萬元賣了二元

美國有一個人買了一所舊房屋，在這舊屋裡面有
間房子，存有一個舊而生銹的鐵箱，十分障礙不
便。那人想要把牠打開，只因多年生銹，堅固非
常，無法下手。那時，有個收買廢鐵破箱的人從他
門前經過，他就喊他進來說道：『在我這裡有個舊
的鐵箱賤賣給你。』他們說好價錢，付了兩個銀
圓，那人就把箱子買去。運到家 裡，用了許多方法
硬把箱子打開，不料裡面存有許多珍貴的東西，如
鈔票、郵票、寶石等等，價值超過二十五萬美元，
無知屋主竟然將牠賣了兩個銀圓。你可知道在你身
體裡面，有個比全世界的金銀還更貴重的靈魂麼？
你對於你的靈魂是怎樣待牠呢？許多人竟把自己的

靈魂輕易賣給魔鬼還得不到兩個銀圓。有時魔鬼僅僅
給你一

些快樂，或者一些金銀、知識，並你所喜歡

犯的罪惡，作了買你靈魂的代價。主耶穌曾說，『人
若 賺 得 全 世 界， 卻 賠 上 自己 的 魂 生命 ， 有 甚 麼 益
處？』（太十六26

上。）又說，『人還能拿甚麼換

自己的魂生命？』（26下。）主耶穌情願捨去自己的
生命，為要叫你得著生命。若我得了二十五萬美元，
你想我是把這些錢放在自

己家裡守著麼？不，我必

把牠放在我所信任堅固穩妥的銀行裡，叫牠為我保
存。朋友，請把你的靈魂交託大能穩妥的救主耶穌基
督。
(摘自www.lsmchinese.org)

造就系列
基督徒是矛盾的

在我們得享完全救恩的那一天未到之先，基督徒

有時，弟兄勸我們有件事作不得，是不可作的，但我
們能找出一個、兩個，甚至十個理由，說我們必頇那

的生活乃是矛盾的生活。我們都知道基督徒有四 樣作。雖然弟兄勸我們不要作，我們還是覺得應該
「有」：有基督、有聖經、有召會、有基督徒，並 作，但就在我們講理由的時候，那個在我們裡面的感
且基督徒也是奇特的。然而，基督徒也是矛盾的。 覺，開始反對我們；我們講第一個理由，它反駁我們
一個人起頭作基督徒時，都是矛盾的，從早到晚不 第一個理由，我們講第二個理由，它反駁第二個理
知有多少矛盾的事發生。得救前，基督徒的裡面是 由，然后是第三、第四，什至第十個理由，它都反駁
一致的，沒什麼起伏、沖突，比方要往東就往東， 我們。我們口裡雖然對弟兄說，我們還是該作，但我
要往西就往西，要作什麼，就作什麼，這人裡面是 們裡面不贊成，我們這人裡面有矛盾。
一致的。然而，從得救那天起，很希奇，這個人裡
面就矛盾了，好像有了一個感覺，還會有另一個感 很多人不是裡頭服，外頭不服；就是外頭服，裡頭不
服。有的什至說，「我裡面是覺得不要說，但又覺得
覺，而且這兩個感覺常是不一致的。
非說不可，不說太便宜對方了。」這就是基督徒的矛
一個人作基督徒若是沒有矛盾，這個基督徒定規有 盾；這裡有一個基督徒，外面講理，裡面不贊成講
問題。比方，你和一位弟兄談一件事，才說了幾
理；外面與人爭，裡面不贊成如此。每一個基督徒，
句，裡面就覺得還是不說的好，如此，矛盾就產生
都是這樣裡外矛盾的。所以，基督徒夫婦吵架時，不
了。一個正常的基督徒，在得救初期，都是矛盾
的；凡不矛盾的，恐怕還沒有得救。我們都有這樣 需要人調解；當他們吵得不可開交時，有一個東西不
的經歷，許多時候，我們喜愛某些人、事、物，很 會容讓他們，會在裡面攪擾他們，叫他們覺得不可以
希奇，當我們喜愛他們超過一個程度時，我們裡面 再吵下去。這種矛盾証明他們是道地的基督徒，真正
會有一個感覺限制我們，約束我們，叫我們反抗那 的基督徒。
樣的愛；那個感覺不贊成我們的作為，使我們矛
盾。

（摘自基督徒的趋向，第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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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事奉主的心志

人生中有多事，你可以埋怨，也可以滿了感謝。你

次面，我就寫封信給她：我是要全時間事奉，不是要談

可以跟主說：『很多事我不知道，但我渴望這一生能

戀愛，若你願意，就可以繼續；不願意，就可以告訴服

事奉你！』一個人要事奉主，至少我們在服事過程

事的家！當然我姊妹願意，因此到現在我沒有聽見我姊

中，越過我就越認定，主量給每一個事奉他的人，有

妹一句怨言：她嫁給一個全時間事奉的人。

一條路。倪弟兄在山上的樣式裡說到神為每個重生的
兒女，量給一段路程，要叫他重生的生命達到最完滿
的地步。所以你我就要出去服事主，我們決定每件
事，都影響我們心志。

並沒有人勉強你，也沒有人要求你，但我實在可以見
證，從這一點一點、一滴一滴的小事上，在我們裡面有
一種東西一直在加強，是沒有人能夠拿掉。你會遇到困
難，但不會倒；可能會倒，但你會再爬起來。要培育認

不要小看你要結婚… 我很少看到學員在結訓之後，

定基督、認定召會。召會對我不好，他是召會！我們要

主動找我說：『我訓練結束了，我非常渴慕在召會生

知道我們是把自己的一生給了主，也給了召會。

活中事奉，有什麼事是我可以服事的？』你會嗎？你

羅馬書十四章說，我們活著是向主活，死了是向主死。

會自己走到負責弟兄跟前，把自己交給召會？至少我

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把主給改為召會，你會發現，

交過，我把我的婚姻交給召會。

你的事奉完全不一樣！一個人事奉主就是服事一個一個

那時我在東勢鎮召會，讀到倪弟兄恢復職事中的信

看得見、未必你能那麼滿意的弟兄姊妹，把自己的青

息…，聖靈就感動我，我就跪下，因為我知道我的婚

春、生命、財富給了召會，你會覺得值得嗎？是的，這

姻並沒有奉獻。我就在那個禱告中，把我的婚姻奉獻

就是事奉召會！可能你會在一個鄉鎮，一班平常的弟兄

給主，奉獻給召會。我回到原初服事的地方，我就找

姊妹… 一個人要事奉主，要有一種心志，把自己的生

負責弟兄說，我把我的婚姻奉獻給召會。負責弟兄就

活安排到自己能夠事奉主！
陳俊良弟兄

服事我的婚姻。我見我姊妹第一次面，我就說可以
了！我瞭解，我過了一個奉獻的關！當我見姊妹第一

外地消息
苏格兰已过半年的行动（2010年1～6月）

觀看全球眾召會正積極開張，在各處建立主恢復

(Ediburgh)的相調聚集。自從參加每月一次的相調

的金燈台，歐洲從去年開始同工弟兄們傳輸負擔

，就不再覺得孤單。我看見比我們更北的蘇格蘭

，將在英國各地開展十二處新的召會。位於英國

，還有這麽多愛主、渴慕主的聖徒們。其實，在

北方的蘇格蘭，將於今年成立第一處召會於格拉斯

英國各地，我們真正缺乏，最需要的還是當地的

哥城(Glasgow)，分散在蘇格蘭各地的學生聖徒（

英國人。目前，在倫敦同工弟兄們呼召，英國颇

大部分從馬來西亞及少數中國學生聖徒）便有負

具規模人數的召會，能一個家，一個家地移民，

擔，從今年一月起，每個月一次聚集在一起相調

至英國即將開展的十二個城市，請弟兄姊妹爲此

。新堡市位於英格蘭最北的城，自今年一月起，

代禱。

我們也參加了往北兩三小時車程外在將於今年成
立第一處召會於格拉斯哥(Glasgow)、爱丁堡

(摘自http:recoverytch.wordpress.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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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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十週。
2. 本週“以賽亞書”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19~20 篇。
3.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本週繼續追求 “需要對主的恢復有新鮮的異象” 晨興聖言 第六週。

禱告事項
1. 為著3月13-15日學生相調特會禱告。
2. 為著4月10日兒童福音展覽大會禱告：
a. 願神祝福這次大會，將神的救恩傳揚出去，得著更多的小朋友及家庭，蒙拯救進入召會生活。
b. 求神將福音的靈充滿我們，在這些日子裏，為主作剛強的見證。
c. 願神剛強所有有份展覽的小朋友及小牧人，願神與他們同在。
d. 願神記念所有大會的預備工作，所有相關的服事與配搭，進行得順利有序。弟兄姊妹在喜樂的靈裏服事。
e. 爲著兒童出席人數目標1000人禱告，家長出席人數目標500人禱告。

本地報告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07/03/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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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學生區集合擘餅聚會
日期/時間：13/03/2011(主日)早上10:00am
地點：A107會廳
備註：學生們包括服事者有否參加在Sematan Palm Beach Resort的學生相調特會，皆可一起來擘餅聚會。
4. 全召會學生相調特會(13~15/03/2011)在Sematan Palm Beach Resort的報名已經截止，
請各區盡速把填妥的報名表及費用交到辦公室。
5. 全召會集中擘餅聚會
日期/時間：20/03/2011(主日)早上10:00am
育兒地點：A105會廳
招待服事：一會所
車輛指揮服事：二會所
餅杯服事：三會所
兒童照管服事/地點：五會所/ A108及A110會廳
會所巡邏服事：六會所
6. 大專相調特會
對象：九號、十一號、高三以及各大專院校聖徒
地點：古晉會所
日期/時間：30/04(週六)下午開始至02/05/2011 (週一)中午結束
費用：每人RM45/報名截止日期﹕28/03/2011
備註：請向葉乃裕弟兄(手機:0168859180)或高鶯鶯姊妹(手機:0168687767)報名。

其它
1.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13/03)

週一晚上 (07/03)

週二晚上 (08/03)

會所/區

1－1

三會所

1－3

2.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三
月

3.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會所/區

6日

二會所集中擘餅
（倫樂聖徒来古晋）

六會所

6－3及1－5、6、7 區

13日

六會所

五會所

2－3 區
3－2 區
4－1、8 區
5－7、8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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