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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守安息日與禁食的內在意義

守安息日真正的意思，就是停止我們所行和所作的，讓

我們這樣禁食，停止喫基督以外的事物時，就只對基督
有胃口，不會喫基督以外的事物。神渴望藉著改變飲食

自己被『解雇』，享受主為我們作成的，飲於祂這水，就 來重新構成祂的百姓；祂的目標是要除去我們裏面埃
是飲於終極完成的那靈。這樣守安息日，就是被基督了結 及、屬世的一切成分，使我們的構成純粹的是出於基
並頂替，使我們能進入並安息在祂裏面，直到永遠。相信 督。我們所接受作我們維持、力量和滿足的獨一食物，
主耶穌，就是守安息日；我們在得救的那天，就被『解雇』， 必頇是基督。主渴望除去我們對基督以外之事物的愛
為基督所頂替。因此，那天就是我們真正的安息日。『我 好與渴望；基督這屬天的嗎哪，滋養、醫治我們，並除
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 去我們裏面消極的東西，而以祂自己重新構成我們。惟
督在我裏面活著』（加二 20）；這就是守安息日。我們基 有那些藉著喫基督而被祂重新構成的人，纔能成為神
督徒的一生，都該是這樣的安息日。這延續的安息日成為 的居所；願主改變我們的飲食，使我們以基督重新構
一個節期，我們在其中停止所行的，而被基督頂替。 成，而成為神的居所。
創世記二章論到，在第七日，就是安息日，神安息了，因 以賽亞書五十八章描述雅各家的假冒為善，以及耶和
為祂完成了祂的工，並且滿足了；神的榮耀得著彰顯，因 華對他們的訓誨。他們雖然外面禁食，卻作許多事追求
為人有了祂的形像；祂的權柄也即將施行，以征服祂的仇 自己的利益。他們不安息於神，也不接受神作他們的滋
敵撒但；只要人彰顯神並對付神的仇敵，神就能安息。我 養和生命的供應。我們若在禁食中接觸主，接受祂作滋
們是在神的安息裏得安息。
主說，『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必使你們
得安息。…你們要負我的軛，且要跟我學，你們魂裏就必
得安息』（太十一 28 ～ 29）。安息不僅是指從律法與宗
教，或工作與責任的勞苦並重擔中得著釋放，也是指完全
的平安和完滿的滿足。我們若要有安息，就需要負主的軛，
就是接受父的旨意，受父旨意的約束。主過這樣的生活，
並不在意別的，只在意父的旨意。主將自己完全降服於父
的旨意；因此，祂要我們跟祂學。祂將自己完全降服於父
的旨意，不為自己作甚麼，也不盼望為自己得甚麼。因此，

養和維持的能力，我們的光必發出如晨光，也就會從我
們中間除掉重軛，和指摘人的指頭，並發惡言的事。我
們也會從心裏向飢餓的人發憐憫，使困苦人的願望得
滿足；我們會滿了光和生命，而成為有用的，能使別人
往前。耶和華教導雅各家，在祂的聖日不作他們所喜愛
的事；不行自己的路，不尋求自己的喜樂，也不說閒
話；他們要享受神，被神解雇並頂替，藉此來守安息
日。神要我們學習一個功課，就是停下自己的作為，以
基督為我們的頂替，避免嘗基督以外的事物。我們該被
基督頂替，不斷的享受神。

無論環境如何，祂心裏都有安息；祂完全以父的旨意為滿

(摘自台北市召會週訊）

足。負主的軛、跟主學，就叫我們的魂得安息；這是裏面
的安息，不是任何僅僅在本質上是外面的事物。

祂以外不嘗別的。我們需要禁食，停止喫一切別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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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逾期失效

有一青年，不聽父母的話，不服約束，離開家庭去

子，但是附帶一些繼承產業的簡單條件，限期履行。限
期之內若不履行那些條件，就將產業歸給另一個人。可

過放蕩生活。他的父親時時寫信給

惜在他閱信之時，期限已經過了，他眼

他，勸他從罪惡中回轉。他接到太多

睜睜的看著自己可以繼承的產業歸給

這樣的信，覺得厭煩。後來凡是家裡

看哪！現在正是最可

來信， 一概不拆，擱在一邊。一天，

蒙悅納的時候；現在

他因病入院，有許多空閒時間，就把

正是拯救的日子。

經上說，
『看哪！現在正是最可蒙悅納

以前沒有拆開的信，拆開來看。其中

（林後六2）

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林

有一封，就是最後一封，已經到手數

別人了。

後六 2。）切勿錯過這個期限！

月。拆開來看，竟是緊急 的信息：
『限十日內回家，繼承父親產業，逾期失效。』原來

(摘自www.lsmchinese.org)

他的父親數月之前去世，留下遺囑，將他產業給他兒

造就系列
更多有胃口享受神

聖經經節
林後一 22 ：祂既印了我們，又賜那靈在我們心裡作

們不為觀念和道理的項目所霸佔。我們所關心的，主

質【豫嘗】。

要是對三一神真實的經歷。當然，我們的經歷若是正
確、健全，就會與聖經中的啟示相符合。

彼前二 3 ：你們若嘗過主是美善
我們許多人可以見證，我們天天

的，就必如此。

每當我們這樣經歷那靈時
我接受的基督越多，我對祂的胃口
就越增加。有些人可能承認他們對

，我們就接受更多神聖的

在經歷膏抹、印塗和作質。每當我
們這樣經歷那靈時，我們就接受
更多神聖的素質到我們裡面，我

基督沒有太大的胃口。原因是他們

素質到我們裡面，我們就

們就有更多神的彰顯，並且更多

不在意那靈的作質。我們必頇說，

有更多神的彰顯，並且更

享受神。哦，神實在是有滋味、有

『哦，主耶穌！你是如此甘甜。阿

多享受神。

味道！我們一旦嘗了祂，就忘不

們！主！』我們若這麼作，我們裡

了祂，反而渴望更多的嘗祂。

面就會加增對聖靈作質的感覺。
因著許多基督徒注意道理，而忽略了膏抹、印塗和作
質【那靈在信徒裡面工作的不同方面】，他們就失去
對三一神的經歷。他們在道理上有三一神，在經歷中

（摘自以弗所書生命讀經,
第十三篇

我們得基業的憑質）

卻沒有。然而聖經啟示，三一神不是僅僅當作道理給
我們學習的，更是給我們經歷的。在主的恢復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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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給待婚弟兄的交通（二）

我為我的婚姻也有禱告，我姊妹為她的婚姻也有很
多的禱告。她看見我剛蒙恩時，每一次的聚會我都起來

在婚姻的事上，用情要專一，才能蒙主的祝福。所以夫妻
要彼此敬重，也要彼此相愛。有的人常說，還是別人的太
太漂亮，我家那個「黃臉婆！」有些姊妹也說，要叫我順
服別的弟兄我都阿們，但要叫我順服我的弟兄，打死我都

說話，而且說的都是台灣國語。每一次她一聽我說話， 順服不來。不能這樣，主給你的就是為你特別訂做的，就
她就覺得，這個人好土啊！她每一次看我起來說話，頭 是最適合你的。我們要宣告我的弟兄是全世界最好的丈
都低下去。她想，這個人怎麼都不知道慚愧呢？有一天

夫，我的姊妹是全世界最好的妻子。可能有些人不敢這麼

她聽見我講的話很有靈，她一抬頭，看見我整個臉是發

宣告。你宣告看看，你一宣告，天地都改變了，颱風就不

亮的。她想這個好土的人怎麼臉會發亮呢？主就給她

見了，太陽就出來了。你有沒有為你的丈夫感謝主？有沒

一句話：「如果這個是妳的弟兄，怎樣？」她心裡馬上

有為你的兒女感謝主？有沒有為我們的父母感謝主？要

說：「主啊，赦免我胡思亂想。」但感謝主的安排，也

學習凡事謝恩，要感謝，要會欣賞。男女在談戀愛時，若

藉著前面弟兄的介紹，我們就這樣認識了。

是對方有雀敤，看起來也好像是酒窩一樣。情人眼裡出西

我起初都還不認為她是我的姊妹，有一天我在睡覺，突
然夢見有惡人追她，那時我們只是在交往。突然有一個
力量把我推醒，馬上有個感覺叫我趕快禱告。我就一直
禱告，禱告到裡面平安了，我才再去睡覺。第二天剛好
是主日，我姊妹很晚才來聚會。問了她，才知道她昨晚
睡在一個師母的家裡，住的房子是廚房改造的。昨晚有
一個惡人一直敲她的玻璃，她就一直躲在棉被裡不敢
出聲。那個時間剛好就是我夢見她被惡人追趕的時間，
然後那個惡人離開的時候，也剛好是我禱告結束的時
候。我說，主啊，怎麼這麼巧妙！從此以後我就死心塌
地了，我再也不敢胡思亂想了。

施。直到現在我已經結婚十五、六年了，我姊妹上次來時，
你們也看見她胖了，不再那麼苗條了，但在我眼中，她還
是最可愛的姊妹。感謝主，她外表不一定很美，但是她裡
面的基督非常的美，叫我很受吸引。我們都要為我們的弟
兄，為我們的姊妹感謝主。可不要生活一點情趣都沒有。
有一次，聽說一位弟兄很會畫圖，有一天他太太拉他出去
散步說：「看看今天的月亮有多圓！」他說：「多圓？還
不如我圓規畫出來的圓。」還有一對夫婦也去散步，先生
說：「妳看今天晚上月亮好美喔！」太太馬上說：「對，
沒有颱風，明天我那一大堆衣服可以洗了、晾了。」這實
在是對牛彈琴。（續）
林天德弟兄

外地消息
主在歐洲行動的簡報（三）
者，並使我們確立了12個主要的城市，在那些城市有

這份職事幫助我們看到歐洲為著主的來臨是至關重
要的，並且也給我們一副詳細的藍圖——如何在歐洲
人中間活出福音和背負主的見証。李弟兄著重說到了
小，活和生機的活力排原則：“……一個地方兩個

大量的人（可接觸者）和英國的主要大學。在英國
（聯合王國）聖徒們有負擔為著這些每個城市而禱
告，帶著去訪問他們的目標，舉行研討會，並且以小
組方式移民到那裡去背負主的見証。

人，他們或是去學習，或是工作，或是僅僅接觸群 為了召集和牧養這些尋求者，一系列的三個研討會在
眾，可以帶領至少十人歸主”（世界局勢與主的行 2010春季12個城市同時舉行。這些城市為：貝爾法斯
動，p.84）。“我們需要帶著主的新路，神的命定之路 特（北愛爾蘭），加的夫(威爾士)，格拉斯哥(蘇格
去歐洲。我們應該借著移民去歐洲，不是借著一個工 蘭)和英格蘭的城市考文垂，埃克圔特，萊斯特，利物
作 或 行 動 ” （ 《 世 界 的 局 勢 和 主 行 動 的 方 向 》 ， 浦，曼徹斯特市，彼得伯勒，雪菲爾德，南安普敦和
南角市。超過了500位的聖徒參加了這些研討會，418
p.46）。
這份職事開展的結果乃是在歐洲數千名的尋求者中間
產生了反應。過去兩年時間的負擔是在英國接觸尋求

為尋求者參加，其中的74位請求要有家庭聖經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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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2. 本週“以賽亞書”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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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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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願神祝福各個兒童排，學生排，小排福音的實行，將救恩帶給各家、各人。
b. 願神祝福6月4日福音收割聚會；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2. 為著這三週在東海岸，沙巴及砂勞越的福音行動代禱。
3. 為著本周末的區負責成全代禱。

本地報告
1. 全召會事奉成全聚會
日期/時間： 16/05/2011(週一)晚上 7:30pm

地點： A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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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結晶讀經”錄影追求兼禱研背講──第二十一週
地點： A107會廳

日期/時間：19/05/2011(週四)晚上7:30~9:15pm
4. 區負責成全訓練(三)

日期： 21/05/2011(週六)
時間：第一堂： 5pm-6:30pm，晚餐： 6:30pm ；第二堂 7:15pm-9pm
地點： A107 會廳
(因這是訓練，聚會五分鐘前請就座)
5. 學生相調特會報名已截止，請各單位盡速將填妥的報名表及費用交來辦公室
6. 接待來訪通啟
一、57 位第一屆中、壯年聖徒於 24~26/05/2011 抵晉結訓展覽，需要召會接送與接待。
二、19 位印尼、棉蘭、巨港，芝馬墟等召會聖徒於 02~05/06/2011 來訪，需要接送與接待。
備註：請一至六會所，每會所推派 5 個接待單位(古晉中、壯年參訓者不包括在內)來
接待服事他們。請各會所於明晚(16/05/2011)把接待名單交來辦公室。
7. 全召會福音收割大會
日期/時間： 04/06/2011(週六)晚上 7:30pm
地點： A 棟二樓大廳
招待服事：三會所
兒童照管服事/地點：六會所/A108、A110 會廳
育兒服事/地點： A105 會廳
車輛指揮服事：五會所
巡邏服事：四會所
施浸服事：一及二會所
8. 全召會集中擘餅特會
日期/時間： 05/06/2011(主日)早上 10:00am
餅杯服事：五會所

地點： A 棟二樓大廳

招待服事：四會所

育兒服事/地點：六會所/A105 會廳

兒童照管服事/地點：一會所/A108、A110 會廳
車輛指揮服事：三會所

巡邏服事：二會所

其它
1.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22/05)

週一晚上 (16/05)

週二晚上 (17/05)

會所/區

1－2

一會所

3－1

2.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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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

二會所三區

三會所

6－3及1－2、3區

22日

五會所

二會所

2－6 區
3－3 區
4－2、4區
5－9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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