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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神的話擴長、繁增且得勝；對公義的話有經驗；
以及需要神所構成之人的說話
，使我們照着神公義的要求，與人、事、物都是對的
，而活在神國的管理、行政和管治之下，甚至在我們
、會說話的人。神渴望我們為祂說話，將祂說出來，並 裏面與神是對的，就是我們裏面的人是透明並明亮如
將祂說到人裏面去。…
水晶的，是照着神的心思和意願的。如此，我們就在
基督裏被構成為神的義… 。
作為基督身體的眾肢體，我們若都操練這樣為主說話，
神的話就要擴長、繁增且得勝。在這裏有生命的擴長與 在今天的召會生活裏，需要這樣有神所構成之人
繁增，也有為着神國的爭戰與得勝。事實上，我們越在 的說話。舊約給我們一個非常好的榜樣，就是雅
生命裏長大，就越能為着神的國爭戰並且得勝。在行傳 各。在雅各一生的年日裏，我們看見他年輕時，是一
六章七節，「擴長」這辭指生命的長大。神的話如同種 位滿了詭詐、抓奪一切的人，他有很多的說話，卻是
子撒在人的心裏，這種子是活的，一種下去就會生長、 胡言亂語、鬼話連篇，甚至是尖酸刻薄、老奸巨猾；
興旺、擴長起來。我們必頇有這樣的看見，並學習講說 然而在晚年，生命成熟的雅各反而沈默寡言，不再為
神的話。不用擔心人懂不懂，或接不接受，我們只管忠 自己有任何要求、期盼，卻能洞察一切，一開口就是
心並堅定持續的對人講說神的話，神的話就要隨着我們 神經綸裏的祝福與豫言。他最終成了神所構成的人；
的傳講，在人裏面擴長，並在人中間繁增。然而，我們 因着他已經被神注入、充滿、並徹底浸透，他的話就
自己必頇是願意讓神的話在我們裏面不斷的得着地位而 是神的話，...神的生命從他裏面滿溢到別人裏面，
擴長的人，我們也必頇是願意讓神的話藉着我們的傳講 而成為祝福。盼望我們從雅各一生的榜樣，興起被神
而繁增的人。神話在我們裏面的擴長乃是生命的長大， 構成的渴望，甚至到一個地步能帶着祝福申言，將神
神話藉着我們的傳講而分賜到人裏面去乃是生命的繁增 作為生命滿溢到別人裏面。我們能為神說話是一件何
。仇敵一再地攔阻神的兒女講說神的話，但今天主要得 等了不起的事，但我們能被神注入、充滿、並徹底浸
着我們忠信的為祂說話而得勝，使神的國一再地擴展。
透，以致我們被構成為神的話，這是一件更了不起的

我們必頇認識我們的神是說話的神，我們也是祂所造

神話的擴長既是生命長大的事，我們就需要操練對公義
的話有經驗，使我們被構成、長大，以致於成熟。希伯
來書五章十四節：「只有長成的人，纔能喫乾糧…。」
，「喫乾糧」是長成的人的特點；公義的話是乾糧
。喫公義的話，是接受、經歷、並享受現在的基督，現
今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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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們能達到完全、成熟，並得着賞賜。這在
希伯來書裏有非常清楚的啟示與嚴肅的警告，我們若沈
湎於神話語作為奶的階段，就有可能退後以致遭受毀壞
的損失，就是時代的刑罰。因此，我們今天操練為着召
會的建造申言，就必頇學習從經歷、講說善美的話前進
到經歷、講說公義的話。講說公義的話並非僅僅只是重
複一些「公義的話」，而是讓這樣的話紮實的供應我們

事。當一個被神構成的人在靈裏供應神的話時，表面
是這個人在說話，事實上乃是神的兒子基督在說話；
這位盡話語職事的人算不得甚麼，但從他口中出來的
，乃是出自那位是一切者。召會今天需要人人起來講
說神的話，以建造召會；召會今天更需要被神構成之
人的說話，這樣的說話要使新婦裝飾整齊，豫備好迎
接新郎基督，以帶進國度。
(摘自台北市召會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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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主引導我們過生活
安。』當我們把心思放在靈上，我們就經歷祂的同在。
心思置於靈，就是把心思轉到我們的深處，轉向神。這
導，他們不去那個地方是因為裏頭有神的禁止。我也 樣，我們就經歷生命與平安，也就是經歷神的同在。生
是個基督徒，為甚麼沒有這種感覺和經驗？他們的行 命越長大，感覺就越敏銳。我們經歷生命的平安越多，
為會不會是一種迷信？
就表明我們經歷祂的同在越多。反之，如果我們裏面常
常不順、下沉，甚至覺得黑暗，那就表明我們沒有活在
在我們得救重生那天開始，我們就得著神的生命，成 祂的引導之下，也沒有活在祂的同在之中。所以我們這
為神的兒女。雖然祂是看不見的，但，祂卻是活的。 班信主的人，要學習接受祂的引導，這是一個正常生命
祂的靈進到我們的裏面，在我們的裏面說話、作工、 的經歷。願主祝福我們，祂的靈天天引導我們，使我們
推動、運行。羅馬書八章十四節說，『因為凡被神的 活在祂的同在中。
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所以我們越是親近祂，
來到祂的面前，建立與祂正常的關係。我們就越能認
【經文佐證】
識祂，越能接受祂的引導。

常聽有的基督徒說，他們要作這件事是有神的引

舉例而言，一對多年的夫妻，若有美好的關係，他們
就建立很好的默契。有些時候，他們不需要明言，不
需要直接說甚麼，只要用一個眼色，一個表情、一個
手勢，他們就能了解彼此的意思，甚麼事該作，或者
甚麼事不該作。這是他們所建立的正常關係。我們和
神的關係也該如此，我們越對主有主觀的經歷，我們
就越發現，神的靈是活的，祂的引導也是活的。

因為你們若照肉體活著，必要死；但你們若靠著那靈
治死身體的行為，必要活著。（羅馬書八章十三節）
因為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
安。（羅馬書八章六節 ）

（摘自 www.lsmchinese.org）

因此，我們應當學習來轉向祂，就是把心思放在靈上。
正如羅馬書八章六節說，『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

造就系列
讀聖經的實行

每一個讀聖經的人，每天必頇清楚的劃出若干時間
來讀聖經。… 經驗告訢我們，不一定時間多就好。時
間定規得太多的，往往不能持久，那就反而不好。我
們定規一個標準，總要是一般人所能作得到的纔好。
事奉主的人，每天讀經的時間不必多於兩個鐘點，也
不要少於一個鐘點；有的時候有空，可以擴充到三個
鐘點。這件事要自己考慮了再定規，定規了就得遵行
多少年，不要兩三個月就更改。我們要學習約束自己。
總要有一點定規，不要聽其自然的讀。那一種『天才』
式的自由散漫的讀聖經，我們不可仿效。有許多人讀
聖經太隨便，今天讀好幾個鐘點，明天卻一個鐘點都
不讀，這完全是沒有恆心的表現，是一種不好的習慣。
我們要細細的考慮、多多的禱告之後纔定規，定規以
後就要盡力遵守。

如果定規每天讀一個鐘點，那麼這一個鐘點，也需要
有些安排。最好把這一個鐘點分開幾段來用，分作幾
種方法來讀。有的讀法像種樹，過了十年、八年纔有
結果；有的讀法像種蔬菜瓜果，年年有收穫。要十年、
八年纔有結果的，容易使人灰心，所以也要有像種蔬
菜瓜果那樣的讀法，兩三個月就有收穫，好使初學的
人有一點安慰。一個鐘點連著作一件事很容易累，很
容易到後來因著沒有甚麼結果就放棄了，所以最好把
每天定規的鐘點分開幾段來用。
（摘自讀經之路-讀聖經的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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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Working Out Our Own Salvation

In the Bible there is such a picture of this. Only eight persons
were saved in the ark, through water, from that crooked generation. Many may have been saved from eternal perdition, but
not many entered into the ark. In order to be saved from eternal
perdition, there is no need for us to do anything, but in order to
be saved from the evil generation, we need to build up the ark.
Philippians 2:12 says, “Work out your own salvation.” Fundamentalists may be unhappy with this verse, because they insist
that we are saved by faith through grace apart from any work
and that it is heresy to say that we are saved by works. However, at least one verse in the New Testament tells us to work
out our own salvation. This is not salvation from eternal perdition. It is salvation from the crooked and perverted generation
mentioned in verse 15. This verse says, “That you may be
blameless and guileless, children of God without blemish in the
midst of a crooked and perverted generation, among whom you
shine as luminaries in the world.” Many of us can only say that
we have been saved from eternal perdition. We may have been
rejoicing, saying, “Hallelujah, I have been saved! I will never
perish. Heaven is mine, and hell is gone.” However, we should
not overly rejoice. This is only half of our salvation. We also
need to be saved from the other half, from this crooked and
perverted generation.
To be saved from the crooked generation is not as easy as being
saved from eternal perdition. To be saved from eternal perdition
requires us simply to say, “O Lord Jesus, I am a sinner. I thank
You that You died for me. You are the Son of God, and You are

my Savior. Lord Jesus, forgive me. I repent and believe in
You.” This is sufficient for our salvation by grace. However, the remainder of our salvation requires our cooperation with God. Verse 13 says, “It is God who operates in
you both the willing and the working for His good pleasure.” To this we need to say, “Amen to Your work.” If we
cooperate with God’s operation, on the negative side, we
will spontaneously be rescued out of this crooked generation. On the positive side, we will enter into the ark, which
signifies the proper church life.
We need to enter into the proper church life, which is a
“prison” to us. Many people are free to go everywhere,
seeking sports, entertainments, and sightseeing on their
holidays. They are truly out of prison. The church people,
however, remain in their “prison.” The parents of some of
the saints say, “Pity yourself. Do not go to your church so
often. You have been going to your church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That is enough. Do not forget that this is a
holiday. Why would you not take a vacation and enjoy
yourself?” However, those who speak in this way do not
realize that we have something better and higher. They do
not know the heavenly, spiritual, and wonderful
“entertainment” that we enjoy. We are imprisoned in the
church life, and we love it. The church is a prison, but it is
also the best “entertainment.”
(Testimony of Jesus, W. Lee, pp. 88-89)

外地消息
亞洲新開展地區的交通(三)
俄國去，但二十年後那裏是非常積極的往前，從沒聽過
他們造成難處。一九五○年李弟兄 就鼓勵我們到南洋
一個不一樣的工作，乃是興起一班活基督的人。我們的 一帶去，我們需要去越南(Vietnam)，但主自己興起了見
生活就是我們的工作。我們的神是活的，是非常活 的， 證。柬埔寨(Cambodia)經過了災難，沒有一個家是沒有
祂是我們的生命，祂在我們裏面是運行的、湧流的、活 家人被殺的，有人去了那裏，帶進主的恢復。整個中南
動的。如果你在一個地方服事，沒有任何的繁殖、擴增、 半島有 2.2 億人口，我們不去誰去呢？壯年班的聖徒要
擴展，那不是因我們沒有作工，乃是因我們沒有 活 出去，與韓國弟兄們一同配搭。
祂...活基督是我們繁增的路。
有四位中國聖徒去，只有一個人能說一點英文，那地的
...主回來之前一定要在耶路撒冷有主的見證。耶路撒 弟兄也只有一個能說一點的泰文和英文，他們就在一起
冷是被猶太人包圍，而以色列是被阿拉伯(Arab)國家 配搭，每週一同禱告，太美好了！要清心的去禱 告，但
包圍，在主回來前，這些地方會發生甚麼事 呢？難道 不要去摸那裏已有的，我們必頇尊重主在那裏所建立
主不要在這個區域興起祂的見證麼？問題是誰去呢？ 的，只需供應基督。但我們有多少基督呢？我們若錯誤
倪弟兄到了泰南、西馬…，李弟兄在他的盡職裏也是一 的供應，聖徒的靈是有鑑別的。...
直的「去」！你不去、我不去，誰去呢？或許主要興起
文天祐弟兄(摘自臺中市召會期週訊)
別人麼？這是我們的榮耀和特權，除了得救恩之外，就
是「去」！華人喜歡安居樂業，難怪主興起韓國聖徒
「去」。...李弟兄作為工頭，為甚麼把臺灣聖徒送到
...

主興起倪弟兄、李弟兄，不是為着基督教中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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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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二十九週。
2. 本週“詩篇 ”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3~4 篇。
3.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
一、 本週繼續追求“講說神的話”晨興聖言 第五週。
二、 下一卷晨興聖言是追求“顧到主恢復中當前的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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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著 7 月 23 日區負責成全禱告。
3. 爲著 7 月 28 日到 31 日“2011 年夏季訓練”特會禱告。

本地報告
1. 全召會事奉成全聚會
日期/時間： 18/07/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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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負責成全訓練(四)
日期： 23/07/2011(週六)
地點： A107 會廳
時間：第一堂： 5:00~6:30pm ， 晚餐： 6:30pm，第二堂： 7:15~9:00pm
備註：因這是訓練，聚會五分鐘前請就座。
4. 二會所集中擘餅聚會
日期/時間： 24/07/2011(主日)早上 10:00am
地點：會所 A107 會廳
備註：會後將有便飯相調在大飯廳。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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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11 年國語相調特會
日期/時間： 30/08(週二)早上 8:00am 報到至 31/08/2011(週三)中午結束。
地點：會所 A107 會廳
報名截止日期﹕08/08/2011(週一)

其它
1.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24/07)

週一晚上 (18/07)

週二晚上 (19/07)

會所/區

4－1

四會所

1－2

2.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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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日

三會所

一會所

6－2及1－4、9區

24日

-

六會所

2－1 區
3－3 區
4－6、7 區
5－2、3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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