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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基督作約並作光，成為神完全的救恩

在這一篇裏，我們要留意三個重點。第一是關於基督

一部分，我們要先清楚基督作為「光」乃是為着生命
的分賜，這是為着神救恩的完成。所以今天我們要更

作「約」，我們該如何來經歷。按着我們所讀到的，第 多得着生命的分賜，就要得着更多的光。...然而，
貳大點第四中點：基督照着神的義，藉着祂救贖的死， 我們要如何得着更多的光呢？綱要中並未點出來。我
用祂的血立了新約。（這新約成了新遺命－遺囑。）所 們可以從剛剛所題到創世記第一章的圖畫看出來，要
以，基督作為「約」乃是與神的公義有關，基督的死完 得着更多的光，我們需要日、月、星辰。日頭表徵基
全滿足神公義律法的要求。所以在經歷上，基督作為 督，月亮表徵召會，星辰表徵眾聖徒。我們若能操練
「約」乃是保證，擔保那具體化在基督裏的神，是祂子 更多接觸基督、活在召會生活中、並與眾聖徒常有交
民承受的產業。...在第壹大點第四中點說，我們對基督 通，我們必要得着更多的光，而有更多生命的長大。
的經歷，乃在於神義的根基。這意思是說，我們經歷 今天許多基督徒可能會注重與主個人的交通，但是他
主、享受主，不是以我們的情形為根基。如果是這樣， 若沒有過召會生活、沒有與眾聖徒一同交通、相調、
當我們屬靈情形跌到谷底時，我們就沒有資格來享受主 建造，他生命的長大必定很有限。所以，我們應該積
了。讚美主，神的義乃是我們的根基！只要我們肯轉， 極的投入召會生活。...此外，我們也可以參考李弟
兄「生命的認識」第十四篇中所題到的，蒙光照的路
就能支取這約裏一切的豐富。
倪弟兄在「神的福音」一書中曾舉過一個例子，...他說
到他曾經有兩次在一個公園裏看書。頭一次他發現天空
烏雲密佈，打起雷來，只是尚未下雨，就快步走回家。
回到家時，沒有淋到雨，他非常慶幸。第二次時，也是

有四個點：第一，必須「要」光照；第二，要敞開自
己向着主；第三，要把自己停下來；第四；不能反駁
光。我們若履行這四個點，也必要使我們更多蒙光
照。

烏雲密佈、打起雷來，正想如頭一次衝回家裏時，雨已 最後一個重點，是在綱要的最後三個大點。第陸至第
經開始下了。於是，他選擇先在一間小房子躲雨。等到 柒大點題醒我們，為着得着並享受基督作為「約」和
雨下完了，天空放晴了，他才走回家。倪弟兄就問大 「光」，我們要看見神已經將靈賜給我們。所以我們
家，這兩次走回家的經歷中，那一次的心境是更平安 要藉着呼求主名來操練我們的靈、照着靈而行、住留
的？當然，我們都知道是第二次。因為第一次時，由於 在我們的靈裏。我們千萬不能小看呼求主名。羅馬書
雨還沒有下，所以倪弟兄是抱着忐忑不安的心走回家 十章告訴我們：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祂對一切呼
的，因為不知道雨甚麼時候會降下；第二次的心情則不 求祂名的人是豐富的。我們若常常操練呼求主名，祂
同，因為雷已經打過了、雨已經下過了，所以他走回家 的約所包含的、祂的光所分賜的都要成為我們的；我
時，十分平安，毫不擔心會被雨淋濕。所以倪弟兄就 們必要從滿了泉的救恩中歡然取水。這是一條簡便的
說，「我們所得着的救恩是『下過雨』的救恩，是『打 路，也是我們最容易忽略的路。願主得着我們，藉着
過雷』的救恩。我們的雨已經在各各他下過了，我們的 學習呼求主名，享受基督作約和光中所包含的一切實
(摘自台北市召會週訊）
雷已經在各各他打過了，現在甚麼都過去了。所以我們 際。
高興快樂，不只我們的罪得着了赦免，並且是解決了之
後赦免的…。」今天，我們都需要站在神義的根基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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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主耶穌是真光

主 耶穌說祂是光，又說祂是真光。可是對我而

們。主耶穌在約翰福音八章十二節說，

言，太陽的光和電燈的光，兩個比較一下，太陽光

的光。』當我們接受主耶穌，祂就成為我們的生命，

應該是真光。請問聖經中的那個真光的真，和我們

並且這生命要在我們裏面照耀，拯救我們脫離

觀念上的真，是一

樣的麼？到底甚麼纔是真光？

『我是世界

的光，跟從我的，就絕不在黑暗裏行，必要得著生命
罪。

約翰福音一章九節說，『那光是真光，來到世上，要

光在我們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白天我們有日

照亮每一個人。』親愛的朋友和弟兄姊妹，願意我們

光，就是天然的光，在夜晚我們使用燈光，就是人

都能認識，主耶穌就是真光。祂來到

造的光。如果我們 有一天，活在沒有光的世界中，

亮我們每一位。願我們都能敞開我們的心，接受主耶

那將是無法想像的可怕，誰都不願意留在黑暗裏。

穌這真光進到我們裏面，使我們能得著祂作我們的生

光對我們而言，實在太重要了。雖然太陽的光和燈

命，天天經歷祂在我們裏面照耀，好照亮我們

光，對我們而言是非常的具體。 但在聖經歌羅西書

天的生活，使我們能跟從主耶穌這真光，脫離黑暗，

裏告訴我們，這宇宙中一切正面的事物，不過是影

天天行在光明的路上。

兒，那實體卻屬於基督。(西二17。)無論是太陽的
光(天然的光)，或者是電燈的光(人造 的光)，在神
看來，不過都是影兒，惟有基督，纔是那實體，纔
是真光。
在約翰福音，主耶穌多次題到祂自己就是光。約翰
福音一章四節說，『生 命在祂裏面，這生命就是人

世上，是要照

每一

【經文佐證】
這些原是要來之事的影兒，那實體卻屬於基

督。

歌羅西書二章十七節
那光是真光，來到世上，要照亮每一個人。
約翰福音一章九節

的光。』當我們信入主耶穌，我們就接受了神的生
(摘自www.lsmchinese.org)

命。這生命就成了生命的光，在我們裏面光照我

造就系列
神和人發生的關係

今天早晨在我裏面有一個感覺，就是應該說到一

我常常在神面前這樣想，很少神的兒女能彀領會，
他們和神的關係乃是愛的關係。我們知道，一個兒
子和他的父親雖然是生命的關係，但是在他的感覺

點神和我們之間的關係。我想我們每一個屬乎主的

裏卻不是這樣的事，在他的感覺裏乃是愛的關係。

人都知道，若是一個人要認識神，他就必須知道他

如果有一個兒子常常覺得他裏面的生命是父親的生

和神之間是怎樣的一個關係。我若是問弟兄姊妹

命，一直覺得他和父親的關係是生命的關係，我們

說，在你覺得，你和神之間的關係該是怎樣？我信

大家要想說，這個兒子大概有一點神經病。我信弟

有好多弟兄姊妹都有他們的答案。有的說，他們和

兄姊妹都知道，一個兒子常常覺得的乃是父親的

神之間的關係乃是生命的關係，是父親和兒子的關

愛，我們許多人是我們父親所生的，的的確確裏面

係。有的要說，我們和神之間的關係，乃是一個受

有父親的生命，但是我們在感覺的裏面，很少覺得

造之物和造物者的關係。也有的說，我們是受管理

我們有父親的生命。我們乃是感覺，我們和父親之

者和管理者的關係。或者還有別種的答案。但是我

間是愛的關係。

願意和弟兄姊妹說，神和人要發生的關係，最起頭

請你記得，神要和人發生的關係，就是愛的關係。

的地方不是在生命的關係上，也不是在受造者和造

不錯，我們裏面有祂的生命，但是在我們的感覺裏

物者的關係上，也不是在受管理者和管理者的關係

面若是沒有神的愛，我們和神之間的關係定規有毛

上。全部聖經給我們看見，神和人所要發生的關

病。基督徒在正常的經歷裏，愛是惟一的感覺，愛

係，乃是一個愛的關係。

是所有的感覺。正常的基督徒定規覺得神可愛。
(十二籃,第八輯,神人正常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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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給待婚弟兄的交通

夫婦的結合，從神經綸的眼光來看，是豫表基督與
召會。我們既是蒙了救恩的人，就有義務讓基督在我
們家中得彰顯，讓召會的實際也能實化在家中。所以
我們一生該有戰兢的態度，學習如何夫妻相處，才不
致於虧了主的見證：（1）夫妻要彼此敬重，彼此相
愛。（2）夫妻要彼此認罪，彼此赦免。夫妻成為一
體，乃是象徵基督與召會。我們的家還不只是為著我

至在座有些弟兄姊妹還沒有結婚的，你們為其他的事禱
告，為你們的婚姻更要禱告。因為一個愛主的弟兄和一
個愛主的姊妹結合在一起，就是莫大的祝福。你若娶一
個不信主的人，就像我是一個信的人在講台上，不信的
人在講台下，兩個人彼此拉，在上面的人要把底下的人
拉上來不容易阿！但是底下的人要把我拉下去，一拉就
拉下去了。只要你是娶一個不信的人，或是嫁一個不信
的人，夫妻就很難一同走屬天的路，很難一同來事奉
主。

們個人的需要，不是我需要一位妻子，或是我需要傳
宗接代，我需要有兒女，所以我才成家。這是從人這

現在召會中姊妹多，弟兄少。有時跟一位弟兄說，他該

一面看。但從神這一面看，我們的家是為了完成神的

有姊妹了，他就說不急、不急。等到他暗暗的去娶一個

經綸，是代表基督與召會。

外邦人，我們就對他說：「弟兄，你這樣不僅得罪主，
也得罪召會；因為你去娶外邦人，就逼得姊妹去嫁外邦

所以我們對待我們家的態度不能隨便，不能我高興就
打罵孩子、妻子。不！我們要為主的緣故，有一個敬
畏的心，有一個敬虔的態度來服事我們的家。「人若
不知照管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召會呢？」所以我
們的家不在乎外面的裝潢，那花個幾萬元請人來就可
以了。我們的家必須要滿了基督的香氣，要使你想到

人。」我服事在學的，我常跟他們開玩笑：「若有三位
姊妹不喜歡你、拒絕你，你來告訴我，我一定幫你禱
告。只要你真想娶一個姊妹，定規有姊妹，但是千萬不
要輕易地去娶一個外邦女子。」我們的家要成為事奉耶
和華的家。（續）
林天德弟兄

這個家就滿了感恩。這就需要我們一生殷勤的經營，
一點都放鬆不得。所以要為我們的家好好的禱告，甚

外地消息
主在歐洲行動的簡報（二）

今天有一種接觸人最有效的路是，在因特網上接觸
人。下面這些國家現在有了給購買者提供這份職事的
書報的網站：捷克共和國，法國，匈牙利，荷蘭，波
蘭，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和英國（聯合王國）。
並且在德國，克羅地亞發展網上書店，這些書店也將
會服事波黑，馬其頓，黑山，塞爾維亞和斯洛文尼
亞。這些網站也在發展來接觸外邦人，對於那些常常
被問到的聖經問題提供回答，指導游客（指瀏覽網站
者）閱讀職事網上的書報和下載福音小冊子。這裡有
許多的路，在其中我們盡力在完成推廣職事的任務，
給飢渴的信徒和外邦人。

和德語恢復本聖經的所在地。樹蔭之家（Bower
House）對於訓練，特會，學習研討會和相調都有很大
的用處，隨著許多聚會被塞到這裡，這裡已經容不下
人了。從現在起大多數的大型聚會都已經放在樓裡的
一個大的帳篷裡舉行，但是這不是長久之計。現在，
因為需要更多的地方，弟兄們正在想辦法得到批准，
來建個三層樓房。這樣能極大地擴充聚會和住宿的空
間。請為這個禱告。
(摘自http://bbs.cgdepot.net/viewthread)

樹蔭之家（Bower House）這處的地產確實成為一個祝
福，不但是對於英國是而且對整個歐洲都是一個祝
福。在這五年裡我們有了這個地產，它成了FTTL
（FTTLondon倫敦）的訓練之家，也被用作來校正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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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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十九週。
2. 本週“以賽亞書”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37~38 篇。
3.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本周继续追求“以賽亞書結晶讀經” 晨興聖言 第二十週。

禱告事項
1. 願我們都被福音的靈充滿，起來！宣揚耶和華救主為好信息。願神差遣我們出去，聖靈與我們同工同行動，引導
罪人歸向救主耶穌基督。
2. 為著這三週在東海岸，沙巴及砂勞越KANOWIT的福音行動代禱。

本地報告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 09/05/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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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學生區(包括青少年、大專生及學生服事者)週二(10/05)晚上 7:30pm 集合禱告聚會在 B108 會廳。
3. 召會兒童核心團事奉交通
日期/時間：11/05/2011(週三)晚上7:30pm
4.“以賽亞書結晶讀經”錄影追求兼禱研背講──第二十週
日期/時間：12/05/2011(週四)晚上7:30~9:15pm

地點：A106會廳
地點： A107會廳

5. 學生相調特會
日期/時間：27/05(週五)傍晚6:00pm (A104會廳)報到至29/05/2011 (主日)中午結束
地點：會所A107會廳

報名截止日期﹕09/05/2011(週一)

外地報告
1. 馬來西亞英語相調特會
日期/時間：01/07(週五)晚上7:30pm開始至03/07/2011 (主日)中午結束
地點：梳邦再也Eden Residence

報名截止日期﹕23/05/2011

2. 2011夏季訓練
日期/時間：04/07(週一)下午4:00pm開始至09/07/2011 (週六)晚上9:30pm結束
地點：美國、加州，安那翰水流職事站園區
費用：每人美金USD150/-

報名截止日期﹕01/05/2011

其它
1. 作餅服事—請一會所二區（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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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15/05)

週一晚上 (09/05)

週二晚上 (10/05)

會所/區

3－1

六會所

1－1

3.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五月

4.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會所/區

8日

四會所

四會所

6－2及1－1、8 區

15日

二會所三區

三會所

2－5 區
3－2 區
4－3、5 區
5－1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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