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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過申言的生活，說十大類神的話，以建造召會

說

神的話擴長、繁增且得勝；對公義的話有經驗；以及
話的神，按著祂的形像創造我們為說話的人。而我們 需要神所構成之人的說話。

對主耶穌若有情深的愛，我們的舌頭尌會是快手的筆，迅
速寫出我們的愛和我們的讚美（詩四五 1）。我們的心應
當滿溢，講說基督在成肉體、總括並加強這三個時期裏的
豐滿職事。
主曾說，
『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
（太十六 18）。
基督建造召會，乃是首先藉著那些申言的人，說出祂作福
音的好信息，而將祂自己作為使人重生的話，分賜到我們
裏面。再者，藉著在召會聚會裏從我們湧出，將基督說到
彼此裏面，尌是申言；好叫基督在我們裏面得以擴增，使
我們以神的增長而長大，為著神的建造。
為使我們在召會聚會中作正確說話的人，我們必頇過正
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也尌是申言的生活： 一、我們必
頇愛主。二、我們必頇被主復興。三、我們必頇過得勝的
生活。四、我們必頇每日每時住在與主的交通裏。五、我
們必頇是禱告的人。六、我們必頇每日清晨享受主，天天
有新的起頭。七、我們必頇學習，憑著並照著我們與那靈
調和的靈而行。八、我們必頇藉著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
應而活基督，以顯大基督。九、無論得時不得時，我們必
頇每日都對各種人說基督。十、我們必頇徹底對付罪。十
一、我們必頇裏面被那靈充滿。十二、我們必頇外面被那
靈充溢。十三、我們必頇累積對基督的經歷。十四、我們
必頇對主的話有豐富的積存。十五、我們必頇認識我們詩
歌本裏一些關於基督、那靈、召會和生命等的詩歌。十六、
我們必頇拼上一切，竭力建立在每一個聚會中說話的習
慣。十七、我們必頇在一切聚會中經常有話說，作為向神
和聽眾所獻的甘心祭。

當基督身體的眾肢體都為神說話，神的話尌擴長、繁增
且得勝（徒六 7，十二 24，十九 20）。我們今天所需
要的，乃是眾聖徒都講說神的話；若是我們眾人都這
樣說話，神的話必定擴長、繁增且得勝。神的話實際上
尌是主自己，因為話是主的容器；所以，神的話擴長，
實際上尌是主擴長。話不是自己擴長並繁增，乃是隨著
信徒擴長，隨著召會繁增。至終，我們講說神的話，會
使主耶穌，尌是神的話來為祂的國爭戰。神的話若要擴
長、繁增且得勝，我們尌需要禱告；求神為話開門，叫
神的話快快傳開，且得榮耀，也使我們都放膽講說神的
話。
我們要竭力前進，達到完全、成熟，尌需要對公義的話
有經驗（來五 13 ～ 14）。公義的話說到現在的基督，
現今在諸天之上作我們的執事和大祭司，供應我們屬
天的生命、恩典、權柄和能力，並維持我們在地上過屬
天的生活。公義的話，具體的說出神在祂的經綸並行政
上，對待祂的子民所有公正、公義的思想。我們需要對
公義的話有經驗，使我們得著為神說話所需要的話，甚
至像挪亞一樣，成為傳揚義的人。

在今天的召會生活裏，需要有神所構成之人的說話。這
樣的人乃是那些像雅各一樣，在生命裏成熟，能帶著祝
福說豫言的人。雅各成熟之最強的記號，乃是他祝福別
人；這是因著他已經被神注入、充滿，並徹底浸透。他
的話尌是神的話，他的說話尌是神的說話。我們若被神
構成，尌能帶著祝福申言，將神作為生命滿溢到別人裏
面。召會今天所需要的，乃是這樣被神構成之人的說
我們也必頇是說恩典的話、真理的話、福音的話、生命的 話。
（摘自台北市召會通訊）
話、健康的話、建造的話、美善的話、公義的話、智慧的
話和知識的話這十大類神的話的人。而在哥林多前書中，
智慧的言語和知識的言語被列為首要的恩賜，和那靈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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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顯；這是因為這二者對於造尌聖徒，建造召會，以執
週刊目錄：
行神的工作，乃是最有益的職事或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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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一個完整的生命見證─連體嬰張忠仁、張忠義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在全國矚目、好奇，並衷心
的祝福下，首創先例的電視現場轉播，守候十二小時
之後，台大醫院終於完成了台灣醫學史上，第一對連
體嬰分割成功的案例。

甚且腎臟只剩下百分之五十的功能，情況相當嚴重，連
醫生都不敢執意對他施行手術；但忠義沒有因此沮
喪、灰心，因為他知道他的生命在主手裏。他只是簡單
的信靠神，將自己交托這位惟一可靠，並且能讓他倚靠
的主耶穌。因著這樣的恬靜、平安，他在不知不覺中，
對家人向他兄弟倆的拒絕，漸漸釋懷並諒解。他體會，
除了神以外，沒有一個愛是沒有條件、沒有盡頭的。

三歲前的忠仁、忠義，他們的身體還是相連的。在中
山醫學院的醫師群，尊重生命的前提，並滿帶愛心的
照撫下，他們開始成長。隨著時
間的經過，他們的相連成了他
...在新生的喜悅中，
們生活和生存的阻礙。於是中
山醫院與台大醫院聯繫，基於
重新他們人生的旅程...
醫學的考量和生命生存的需
他們將帶著同一個，
求，決定分割這對連體嬰，讓他
們各自擁有獨立的身軀。
永遠、不朽壞、

忠義信主後最大的願望，尌
是希望他生命的另一半－哥
哥忠仁，也能和他一樣，蒙主
恩典，得著主的生命。他請求
全召會為哥哥禱告。神是信
實的，是不偏待人的，祂的救
恩更是完整的。忠義、忠仁本
是一體，忠義得著了神的生
命，享受了主的救恩，忠仁也
在眾人的代禱，與自己熱切
的尋求後，於今年，一九九九
年八月一日受浸，歸入主的
名下。他們所得著的不僅是
完整的生命， 更是神完整的
救恩。

分割後，忠仁、忠義在院方安排
不褪色、不衰殘、
下住進露德之家，偶爾在寒暑
神聖的生命，
假回家與父母相聚。不料到了
奔那擺在他們前頭的賽程。
小學四年級，回家的期待被他
們的家人拒絕了。這在他們幼
小的心靈上，烙下了難以磨滅
的傷痛。十六歲，礙於露德之家
的規定，他們只得賃屋居住。隨後，長期幫助他們的
九月十日將是他們兄弟倆分割二十週年的日子，二十
基金會，因著基金的不足，無法再擔負他們的保姆費
年來，兄弟二人帶著病痛的身體，不知道自己能活多
用。忠仁、忠義開始了他們艱辛、獨立且孤獨的人生
久，也沒有人知道他們能走多遠。如今，在這樣一個可
旅程。
記念的日子裏，忠仁、忠義，將在新生的喜悅中，重新
他們人生的旅程。這回，他們將不再是新聞和大眾好奇
在學期間，因著行動不便，加上身體虛弱，忠仁、忠
的焦點，因為那一切都有止盡。他們將帶著同一個，永
義均因輸尿管引發結石，忠義更因粘腸導致腸胃疾
遠、不朽壞、不褪色、不衰殘、神聖的生命，奔那擺在
病。這內、外交迫的患難，以及成長過程的不順遂、
他們前頭的賽程。
不完全，迫使他們在行為表現上，顯得極為消極、退
縮。然而，尌在這時，他們遇見了一位真心關懷他們
的老師。
（摘自 www.lsmchinese.org）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間，忠義在短短二個月內，經過了
連續三次的手術，尚有一顆結石未能取出，他已軟弱
到再無勇氣接受另一次的考驗。老師陪同著召會裏的
朋友，不斷的鼓勵他、安慰他，帶他唱詩來改變他的
心境，陪他禱告來加強他的信心。他們告訴忠義，神
的恩典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神的愛是永不止
息，愛到底的，是沒有條件，沒有選擇的。
信主之後的忠義，靠著主剛強且喜樂。雖然病痛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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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二○一一年夏季訓練標語/2011 SUMMER TRAINING BANNERS

The central thought of the book of Psalms is Christ, as revealed in plain words, and the church as the house of
God and the city of God for His kingdom, as typified by the temple and by the city of Jerusalem.
詩篇這卷書的中心思想乃是明言所啟示的基督，以及聖殿和耶路撒冷所豫表的召會，尌是神的家和為着神國
之神的城。
It is by Christ’s wonderful shepherding and by our entering into this shepherding that the Body of Christ will be built
up with His redeemed and regenerated ones and that the bride will be prepared for Him to return as the King in the
next age in the manifestation of His kingdom.
藉着基督奇妙的牧養，以及我們進入這牧養，祂所救贖並重生的人要同建造為基督的身體，新婦也要豫備
好，使祂得以回來，在來世祂國度的顯現裏作王。
If we have an affectionate love for the Lord Jesus, our tongue will be the pen of a ready writer, ready to write our love
for Him and our praise to Him with our experience and enjoyment of Him according to all that He is.
我們對主耶穌若有情深的愛，我們的舌頭尌會是快手的筆，照着我們對祂一切所是的經歷和享受，迅速寫出
我們對祂的愛和我們對祂的讚美。
At His second coming, Christ will take possession of the earth and will establish God’s kingdom on earth, spreading
the kingdomby Himself as the flowing river, recovering the earth by watering, and satisfying the thirsty ones with living water.
基督第二次來時要據有地，並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國；神要藉着祂自己作湧流的河而擴展國度，憑着滋潤恢復
地，並以活水滿足乾渴的人。

外地消息
亞洲新開展地區的交通(二)

下 午 吳 弟 兄 談 到，已 過 對 中 南 半 島 (China

South

Peninsula)的開展少有接觸，主的見證在曼谷三、四十
年，因有很多可作的，也沒有餘力主動的顧到中南半
島，但主在韓國(Korea)聖徒中間動了 工，西馬的聖徒
也去了緬甸(Myanmar)。已過臺島(Taiwan)的主力是擺
在俄國(Russia)、歐洲(Europe)、中南美(China-South
Africa)…，這三年開始注意東半球，主的見證要從這
一帶得着強的見證，進到回教國家，而回到以色列
(Israel)(現已到伊拉克(Iraq)、伊朗(Iran)。韓國聖徒們
作了先鋒，後續需要更多的差遺，傳國度的福音，栽種
召會樹。需要把這些負擔帶到各 地，得着身體的代禱
和扶持，並鼓勵青年人來開展，成年人移民。開展是沒
有便宜的路，從接觸人開始，是要一個一個的得着，結
出常存的果子來，並得着一個一個 的家，建立見證，
並先從大城市開始，得着這些據點，纔有發展的前途。
並要在當地陪伴出扎實的根 基，得着有擔當的人。

晚上林弟兄說到這是第一次亞洲新開展地區的交通。
他特別帶大家讀了兩處的經文，一是提前一章十六節，
一是林後八章十六～二十二節。提前說到，我們只不過
是蒙憐憫的罪人，要在我們身上顯示基督，而給後來的
人作榜樣。我們在各地的開始非常的重要，我們常是在
意作法、果效，而沒有注意生命，若是如此，我們所作
的很可能是「木草禾稭」。林後那裏題醒我們要留心作
善美的事，不只是在神面前，也是在人面前。那時在財
物的事上，保羅不是向誰學的，乃是向那位作人位的生
命學的。人必頇是對的，作法尌是對的，他是在復活的
生命上活出一個正確的人。開始在新興的召會裏，在地
的弟兄是非常重要且關鍵的。李弟兄在末了，很鄭重的
勸戒我們，我們只作一個工，尌是新耶路撒冷的工，把
一個得救的人，在整個生機救恩的過程中，一步一步的
作上去，作成新耶路撒冷的人，這纔是真正的繁增。
(摘自臺中市召會第 1399 期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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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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二十八週。
2. 本週“詩篇 ”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1~2 篇。
3.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本週繼續追求“講說神的話”晨興聖言 第四週。

禱告事項
1. 願聖徒們都過正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申言的生活-使我們在召會聚會中作正確說話的人。願聖徒們都起來享受
神的話，而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我們裡面，神的話必定擴長，繁增且得勝。
2. 願神祝福兒童排親子茶點相調，召會藉此廣傳福音。求神釋放許多小朋友及他們的家人，都能前來參與。願神使
用這樣的聚集，將救恩帶給更多的人，更多的家庭。
3. 爲著 7 月 23 日區負責成全禱告。
4. 爲著 7 月 28 日到 31 日“2011 年夏季訓練”特會禱告。

本地報告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 11/07/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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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英語福音相調聚會
日期： 16/07/2011(週六)
時間： 5:00pm—球類活動，7:00pm—愛筵相調， 8:00pm—福音聚會
地點：周千壽宅： No.1405,Jln Bayor Bukit, Tabuan Jaya Ph.IV, Kuching.
備註：歡迎所有會聽講英語的中學生踴躍參與。
4.“2011 年夏季訓練”特會報名通啟
特會日期/時間： 2011 年 7 月 28 日(週四)晚上 7:30pm 至 31 日(主日)中午
[週四及週五晚上各一堂(週五晚上開放給所有聖徒，可算作當週的小排)；週六下午 5:00pm 及
晚上各一堂(間中一起用晚餐)；主日上午 7:30am 及 10:00am 各一堂
(主日 10:00am 開放給所有聖徒，是全召會集中擘餅特會)]
報名對象：所有弟兄姊妹
特會信息： 2011 年夏季訓練信息──“詩篇”結晶讀經
特會地點： B 二樓大廳
報名費：每人 RM10/-(將提供一本綱要附經文及週六的晚餐)
報名截止日期： 18/07/2011(週一)

其它
1. 李德旺弟兄與史璟璇姊妹結婚聚會通啟
結婚聚會日期/時間： 16/07/2011(週六)早上 10:30am

地點：會所 A107 會廳

備註：歡迎眾聖徒踴躍出席扶持此結婚見證聚會。會後，備有自助餐招待。
2.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17/07)

週一晚上 (11/07)

週二晚上 (12/07)

會所/區

1－2

三會所

3－1

3.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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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

二會所六區

二會所

6－5、6、7及1－2、3區

17日

三會所

一會所

2－7 區
3－2 區
4－2、4 區
5－9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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