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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活基督並宣揚基督作恩典的禧年，為著祂第二次的來臨

以賽亞書六十一章一至三節，說到耶和華的受膏者基督

生有三種勞苦，就是作好人的勞苦、罣慮的勞苦，和受
苦的勞苦。我們得釋放脫離勞苦惟一的路，是以基督作
兩次來臨的職事。一至二節上半是說到基督的第一次來 我們的享受、滿足和安息。
臨，在這裏祂的職事是要宣揚恩典的福音。二節下半至三
節是說到基督的第二次來臨，在這裏祂的職事是要為以色 禧年的生活，就是我們在任何環境中，都不以任何事物
作我們的享受，只以神為我們的享受。我們只享受神自
列人伸冤，使他們得以復興。
己，然後祂就在我們裏面作主因、作中心，帶領我們，
關於基督作耶和華受膏者的豫言，在基督第一次來臨時得 克服人生一切的困擾。我們的產業是神，我們的自由乃
了豫嘗的應驗，帶來恩典時代，也就是新約的禧年，結果 是來自我們對神的享受。自由就是釋放，就是脫開一切
使召會得以產生並建造。這豫言要在基督第二次來臨時， 捆綁、一切重擔、一切壓制，和一切轄制。
纔得著全享的應驗，為使以色列得復興，而達到新天新地。
所以，禧年時代分為兩段，一段是新約時代，就是今天恩 我們需要成為今日的執事和見證人，活出並宣揚基督
典的時代；還有一段就是千年國的時代，千年國乃是豐滿 是恩典的禧年這個福音，以完成神永遠的經綸。我們傳
福音就是吹神完整救恩的號筒，向世人宣揚：『看哪，
的禧年。
現在正是最可蒙悅納的時候；看哪，現在正是拯救的
在利未記二十五章裏所說的禧年，作為豫言是記載在以賽 日子』，就是禧年。利未記二十五章『禧年』一辭，意
亞書六十一章，而實際的應驗是在路加四章。禧年有兩項 『呼喊的時候』，或『吹公羊角的時候』。吹公羊角表
主要的福分，就是各人歸回失去的產業，並從奴役得著釋 徵傳揚福音。在新約禧年時，向所有被賣給罪的罪人宣
放。『禧年』這辭的希伯來文，意思就是歡呼，吹角聲呼 告自由，使他們可以歸回神和神的家，喜樂歡呼著享受
喊；乃是宣揚福音，傳報大喜的信息。禧年是恩典的時代， 在新約中神的救恩。我們要傳福音給那些沒有神，在神
就是基督作為恩典，藉著祂的恩言分賜到我們裏面，給我 聖的事上貧窮的人；宣揚被擄的得釋放，將基督這位
們享受的時代，也是我們得救的狂喜時代。
釋放者分賜到那些在撒但的轄制下之人裏面。我們也
路加四章禧年的宣揚，支配了整卷路加福音的中心思想， 要宣揚瞎眼的得復明，就是叫墮落的人眼睛得開，使他
而十五章浪子的比喻是禧年絕佳的例證。浪子離開父家， 們看見屬靈範圍裏神聖的事。而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賣了產業，也賣了自身。人墮落，就是墮落離開了神；墮 就是將那些在撒但之下受疾病或罪壓制的人，帶進對
落的人也將自己的肢體賣給罪，成為罪的奴僕。有一天浪 基督的享受。
子歸回產業，回到父家，那就是禧年，就是自由。得救就 今天，信徒對基督作神恩典禧年的享受與宣揚，結果將
是歸回我們的產業，歸回神，回到神這裏，重新享受神作 帶進千年國裏對基督作禧年完滿的享受，以及在新天
我們的產業。
新地新耶路撒冷裏對基督最完滿的享受。
禧年的生活乃是享受基督的生活，就是享受神作我們的基
業和真自由的生活。在禧年裏，一切應心，萬事如意，並
且我們一無罣慮，安息且歡騰；因此，一切都使我們滿意。
基督徒得享安息的祕訣，乃是贏得神作享受；我們有了
神，就萬事如意。保羅學會活在禧年裏的祕訣，就是在各
種環境中贏得基督的祕訣。只有當這位包羅萬有的基督給
我們得著了，給我們享受了，我們纔可能一切應心，萬事
如意；不是外面的人事物，乃是我們裏面的基督，使我們
能安穩無憂的面對各樣的環境。我們若沒有讓祂在我們裏
面活著，也不憑祂活著，就還沒有實際的活在禧年裏。人

（摘自台北市召會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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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福音系列
水源 （一）

主耶和華說，…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 這些蛙人搶盡 了風頭，使我們的操槍操刀為之遜色。

『

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

我暗下決心─要爬上那層樓。

（阿摩司書八章十一節。）

意外的，我不僅被選為蛙人，且任蛙人隊長，管理數百
蛙人。經嚴格的訓練和 考驗之後，我們被派往外島，
經常出勤執行任務，紓我心願。許多出生入死的戰蹟，
使我得了不少勳獎，調為外野戰部隊營長。志得意滿，
好風光。

人心裏的乾渴需要多少水纔能消解？
以前沒有人能回答我，我只能不停的尋找水源。

以優異的成績跨出學校大門後，我夢想有一番作為。
但看看自己不過是部隊中最小的一個排長，誰都可以 那年我纔三十七歲，幹勁十足，加上好強的個性，求好
心切，各樣的思慮環繞著我，
命令我，這如何能施展抱
終日生活在緊張和患得患失
負？心想能當連長就好了，
的空氣裡。白天如弓弦拉緊過
很快的，有機會使我升為連
度，夜晚不能成眠，體重從七
長。初登這個心儀的位置，
『主耶和華說，…人飢餓非
十多公斤直線下降，最後以緊
我十分賣力的，全心全意要
急情況用飛機把我這幾乎崩
奪得『模範連』的榮譽。不
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
潰的失眠病人送進醫院。躺在
久，果然不負所望，上級宣
因不聽耶和華的話。』
北投陸軍醫院的病床上，誰知
佈我是第一屆模範連的得
竟遭受了一連二百八十餘天，
主。我心花怒放，乾渴暫解。
不能成眠的痛 苦生活。
過不了多久，這個興奮平淡
（阿摩司書八章十一節。）
了，我的乾渴感又來了。

想起近二十多年的長跑、追
求、滿足、乾渴，懷著已到窮
當我從許多連長中被選中
途末路的悲憤，愣愣的瞅著對
參加雙十節閱兵，新的追求
面床位的一個病人，以一隻手
使我更加用勁，每天帶著部
隊在烈日下操練、演習，出汗如漿，不以為苦；閱兵 摀著肚子，彎著腰， 幫我去提飯盒，倒開水，忙這忙
的日子終於來到，在萬人空巷、眾目睽睽下，率領部 那的，心想他大概是個士官罷！士兵服侍長官總是應
隊以整齊、莊嚴的步伐通過閱兵臺，自覺這是生平最 當的。看他行動艱難的樣子，心裡有點過意不去，我只
光榮的時刻。那知另有一個部隊，他們穿著色彩鮮明 是睡不著而已，行動倒還是方便。一天，趁他出去散步，
的制服，耍槍弄刀，使人眼花撩亂，尤其是那個隊長 我好奇的去看他床頭的病歷牌，原來他是胃潰瘍大出
刀一甩，就是一個動作；刀一繞，又是另一個動作， 血，最近纔輸了好幾千西西的血，難怪他老是摀著肚
成為眾目的焦點。我原先以為能被選上參加閱兵踢正 子。我問隔壁病床上的病人，他是那一個單位的？隔壁
步就不錯了，現在看那位三軍儀隊隊長神氣的樣子， 床位的病人說他是某單位的上校副處長，我頓時羞慚
滿面，我不過是個中校，接受了上校的服侍，還以為理
怎麼也不能平息心頭的渴慕！
所當然。是甚麼力量使他樂 意服侍我呢？我又能報答
沒等太久，我竟被選為三軍儀隊隊長了！從機場迎送 他甚麼好處呢？（待續）
賓客到國際間的拜會禮儀，從喜氣洋洋的盛會到哀戚
肅穆的喪禮，我一一領隊，躬逢其盛。外面穿著漂亮
的制服，精神抖擻的甩著刀，但內心所承受的責任之
（見證人 趙連珍）
重，壓力之大，又豈是外人所能知道的？
又是一 年的雙十閱兵，本當是我們露臉的絕佳機會。
誰知那一年竟出現了已往從未見過的一種部隊，黑黑
壯壯，奇怪的裝備，好像來自外太空，那就是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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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給待婚弟兄的交通（六）

在錢財的處理上一同：

（三）

如 果夫 妻有自 己用 的錢（私房 錢），久了 都會有 故
事。我建議最好弟兄一回來，就把錢袋完全交給姊
妹，要奉獻的部分，一起禱告後，就奉獻出去，其他
的就信託姊妹。如此，弟兄省事，姊妹也會知道弟兄
越信託，她對錢財的管理就要越慎重。不要弟兄賺弟
兄的，姊妹賺姊妹的，各人花各人的錢 … 離婚率那
麼高，就是錢財的處理上沒有智慧。我們求主給我們
有智慧，家裡的錢財是能公開的，是沒有任何私下隱
瞞的。
（四）在家事的料理上一同：
這不是絕對、一定的。但若是可能，還是一同。所以
若現在姊妹沒有上班，只有弟兄上班，姊妹當然要擔
代家裡大部分的家務事。弟兄回來很累了，不一定要
叫弟兄去洗碗筷、洗衣服。但如果夫妻都上班，家裡
又有孩子，一回家，弟兄就要一同料理家務。一同洗
碗筷，一同洗衣服，一同幫孩子作功課，這會叫姊妹
輕省；姊妹身體健康，弟兄才沒有後顧之憂。有時我
看見一大堆姊妹來找我姊妹交通，我就去幫忙洗洗碗

筷，洗洗衣服，我姊妹就非常的感謝。…
（五）在兒女的管教上一同：
這一點非常的重要。有些作丈夫的對兒女說：「不可
以！這個東西不能買。」這時作母親的就對兒女說：
「來來來，你爸爸今天脾氣不好，喝醉酒了，你不要聽
他的，這裡有一千塊，你拿去買。」然後東西買回來，
爸爸看到了說：「誰叫你買的？」孩子就說：「媽媽說
可以買，她給我錢的」夫妻之間馬上就有空隙了。有時
媽媽在管教，爸爸就說你管什麼，我來管。兩個人步伐
不一致，孩子就會找空隙。結果叫孩子從小就會投機取
巧，就會撒謊。這樣，孩子將來就長不好。就算一方管
錯了，沒關係，等管完了，夫妻才到房間去討論。不要
在兒女面前當面表示意見。…
（六）對親友的交往上一同：
夫妻的關係是最重要的，夫妻關係對了，才有孝順的兒
女，而且我們對上一代也才能孝順。否則夫妻吵架，妻
子單獨回娘家，那會給仇敵更大的地步。若是姊妹要回
娘家，最好全家歡歡樂樂的回去。那是最好的見證，要
去探訪那些弟兄姊妹，最好全家都去。如果姊妹有一班
朋友，弟兄都知道，甚至能為他們代禱；弟兄有一班朋
友，姊妹也知道，也能為他們代禱，那是最甜美的。…
（續）
林天德弟兄

外地消息
主在歐洲行動的簡報（七）

在倫敦的樹蔭之家（Bower

House），歐洲冬季真理 真理，生命，召會和福音》中選取的。總共有110位聖
徒以及來自歐洲的九個國家和以色列的聖徒們，他們
學校現在已經是第八年了，是為著年齡在11到18歲的
奉獻他們自己來訓練。有許多已經注冊了2011年的訓
青年人。在過去的夏季，第16屆青年特會在波蘭的山
練。在1978年李弟兄描述道訓練的需要時說：“我們
村Male Ciche舉行，為著年齡在13到18歲的青年人。在
需要訓練怎樣講話，怎樣傳福音，怎樣教導和牧養他
過去的兩年裡，主已經展開了兩件事，關於青年人生
人。每個達到主標准的真正的基督徒，應該是個被差
命“福音的種子”和召會生活的“諾亞之家”（這點
遣出去，講說神，傳揚福音和照顧他人。我們應該是
有點不確定）。我們意識到，我們做青年人的工作不
個屬天的國民，要執行者屬天的委派（任務）”（以
光光是要保護他們而且也要以生命的方式成全他們，
弗所書生命讀經，p.360）。這些特殊時間裡的訓練幫
使他們在召會中盡功用，講說福音為著耶穌的見証。
助聖徒們成為被真理構成，憑神聖生命而活，被帶進
我們現在開始看到一個反應在青年人中興起來—為著
一種結果子的生命為著祂的擴增與擴展。
盡功用，為著他們的同伴朋友禱告，為著主講說（福
音）。
(摘自http://bbs.cgdepot.net/viewthread)
今年有一系列的為期一周的訓練在倫敦的樹蔭之家
（Bower House）舉行。這個訓練是向著歐洲所有的聖
徒們開放的。訓練的材料是從《主回復的四根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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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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二十四週。
2. 本週“以賽亞書”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47~48 篇。
3.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
一、本週繼續追求 “以賽亞書結晶讀經” 晨興聖言 第二十四週。
二、下一卷晨興聖言是追求“講說神的話”。請各區一位區召集人到書房代購並帶到區裏去分發。

禱告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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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願神祝福初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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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願中壯年的弟兄姊妹答應主的呼召，參加在美里的中壯年班成全訓練。

本地報告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 13/06/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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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所集中禱告聚會在 A105 會廳
3. 三會所集中擘餅愛筵相調聚會
日期/時間： 19/06/2011(主日)10:00am
地點： A107 會廳
愛筵相調地點： 大飯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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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婚聚會通啟
a. 吳正偉弟兄（Jonathan Ngu）與游碧芳姊妹（Priscilla Yiu）結婚聚會
日期/時間：17/06（週五）晚上7:30pm 至8:45pm（會後備有茶點）
地點：古晉市召會會所B二樓大廳
備註：歡迎聖徒們踴躍參加
b. 鄭志勤弟兄（Terick Tee）與黃芯茹姊妹（Jacelyn Bong）結婚聚會
日期：18/06（週六)早上9:00am至10:15am（會後備有茶點）
地點：古晉市召會會所Ａ107會廳
備註：歡迎聖徒們踴躍參加
2.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19/06)

週一晚上 (13/06)

週二晚上 (14/06)

會所/區

6－4

五會所

6－3

3.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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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

-

六會所

6－2及1－2、3區

19日

六會所

五會所

2－3 區
3－7 區
4－2、4 區
5－10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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