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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在我們的經歷中建造基督，作成我們自己的救恩

挪亞所造的方舟，豫表實際、現今的基督作為神的救

章，救恩是神的義，就是化身於基督裏的神自己；在

恩；建造方舟就是在我們的經歷中，建造作為神救恩之

四章，救恩是基督自己作為一種真實、莊重、公義、

實際、現今的基督，以建造基督的身體這團體的基督；

純潔、可愛、有美名、且滿了德行與稱讚的生活。

按照腓立比書，這是作成我們自己的救恩；因此，建造
方舟就是作成我們自己的救恩。

腓立比書每一章都陳明基督作為我們每天救恩的特別
方面，啟示我們如何能在經歷中建造基督，作成我們自

方舟是基督的豫表，不傴豫表個人的基督，也豫表團體

己的救恩（腓三 12 ～ 13）。在一章，我們能經歷基督

的基督，召會，就是基督的身體和新人。方舟的建造豫

耶穌的心腸；能以基督為我們的生活，使祂得著顯大

表團體基督的建造，是藉著與神同工的人，以基督之豐

和彰顯；並且能經歷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作基

富的元素為材料建造的；這就是作成我們自己的救恩。

督身體的供應。在二章，我們能以基督的心思為心思；

挪亞藉著建造並進入方舟，不傴從神用洪水對邪惡世代

能經歷基督作內裏運行的神，作我們主觀的救恩，而將

的審判蒙拯救，也從那世代分別出來，而被引進新的時

祂這生命的話表明出來；並且能經歷基督，與祂是一，

代（創八13～19，彼前三20）。照樣，我們藉著在經歷

而成為奠祭，使神與人都得滿足。在三章，我們能贏得

中建造實際、現今的基督作為神的救恩，而建造召會並

基督，並且給人看出我們是在祂裏面；能以基督為我

進入召會生活，也要從神用大災難對今天邪惡世代的審

們活出的義；能在啟示和經歷上，主觀的認識基督；

判蒙拯救，並要從那世代分別出來，而被引進新的時

並且能以基督為我們的目標，使我們享受祂作我們的

代，就是千年國時代。

獎賞。在四章，我們能維持在基督裏的喜樂；能經歷基
督作我們的謙讓宜人和美德，能學會以基督為我們的

腓立比二章十二節的救恩，不是指救我們脫離定罪和火

祕訣；而在各種境遇裏知足、滿足，被引進基督和基督

湖的永遠救恩，乃是指每天、常時的救恩，就是基督這

的身體裏；並且能以基督為我們加能力者，而成為真

活的人位。雖然我們有永遠的救恩，我們還需進一步蒙

實的、莊重的、公義的、純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

拯救，脫離彎曲悖謬的世代（腓二15）。我們是在神救

至終我們就能以基督為我們的期待（腓三 20 ～ 21），

恩的通道上；我們已進入這通道，而我們經過這通道，

等待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祂要將我們卑賤的身體改

就是作成我們自己的救恩。在我們的經歷中建造基督，

變形狀，使之同形於祂榮耀的身體，並要使我們達到得

就是要愛主，藉著呼求祂的名與祂交談，與祂交通，天

榮，使神的心願得著滿足。

天並時刻憑祂活著並與祂同行，成為與神同行者，而使
我們成為與神同工者（創五22～24，六9）。這樣，我們

(摘自台北市召會週訊)

就在經歷中將基督建造起來，使我們能進入祂裏面，以
祂為我們的救恩。
週刊目錄：
腓立比書說到基督這包羅萬有的活人位，作為我們的救

職事信息

恩：在一章，救恩是在任何境遇裏活基督並顯大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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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章，救恩是藉著表明生命的話而返照基督；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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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走出迷夢人生（三）
以為自己能拯救吸毒者
從安那翰回來後，我整個人像是充過電一般，繼續

我卻累壞了！我再沒有多餘的本事去照顧他！因此，

回到我的工作崗位，忙著作社會深度報導的節目。

節目播完後，他又按耐不住的重拾毒品！眼見他因著

然而對於主，我除了知道自己要不斷的聯於主，向

毒癮，全身上下躁動不停，我纔發現，自己是多麼的

主禱告、祈求，在讀經中享受祂的話語外，並無心

無能、失敗！我只有求問主：主阿，我該用甚麼來幫

過正常的召會生活，與弟兄姊妹一同追求屬靈生命

助他除去毒癮？他是一支壓傷的蘆葦，我又何嘗不是

的長大。

一根無知的小草！

這時，因為我製作的節目，要報導有關戒毒人的心

曾經，我一心追求世間繁華，在肉體的邪情私慾裏行

路歷程，而到了一個私人的戒毒中心採訪。當我首

事為人；但主叫我看見，我墮落罪海，有甚麼好驕

次面對吸毒者，竟產生一種莫名強烈的憐憫，尤其

傲，不過是軟弱、可憐，無以自救！主真是愛我，但

那個接受我採訪的邊緣人，擁有一付好口才。他說

我不知如何愛祂，還想憑著自己作好人、幫助人，以

他吸毒十六、七年，因為毒

為自己甚麼都能；但主親自來摸

癮讓他失去了親情、友情和

著我，纔發現我不但不能救人，

愛情；他認為沒有別的方法
可以戒毒，惟有『愛』。他

因為禱告是我的呼吸，

我連自己也救不了！這時，我纔
徹徹底底的轉向主！我真是需要

還說，他要寫一本戒毒過來

基督是我生活的實際，

主天天的拯救。因著主在我裏面

人的書，發給各大監獄。為

與弟兄姊妹在一起，更

愛的催促，我知道惟有活在召會

叫我滿有成長的活力。

語， 生命纔能 展翅上騰。

此，我深受感動，當即決定
要送他一臺電腦，以鼓勵他
完成志向。

不料，這個『愛心』的舉動，竟為我帶來日後一連
串的麻煩與負擔。回臺北後，我開始天天收到他的
信，他要我作他的朋友，要我拯救他…。我也以為
自己真是個滿有愛心的拯救者，甚至當他『逃』出
那個所謂黑喫黑的私人輔導中心，跑到臺北來找我
時，我還認為他真是勇敢，想為他打點重生後的生
活。直到我親眼看見，他竟在公園的路燈下，拿著
塑膠袋一吹一吸，纔知遇上麻煩了。原來他的毒癮
從未斷過，而我卻成了他惟一可以投靠的人。
看見主耶穌是惟一拯救

裏，與弟兄姊妹一同追求主的話

於是我撇下一切的工作，去參加
為期一個月的聖徒成全訓練，也
開始與弟兄姊妹一同聚會，一同天天享受主，接受祂
生命無窮的供應。至於那位吸毒的朋友，已回他父母
身邊了；我只有藉著禱告，求主用大能來醫治他，早
日得著基督作救主。
當我過著正常的召會生活，就經歷我天然、老舊、敗
壞的自己，與基督同釘十字架，使如今活著的，不
再是我，乃是基督復活的生命，在我裏面活。這真是
生命奇妙的大改變！我不再戀慕虛幻的世界；當主與
我同在，我就充滿平安和感謝。祂帶我走出了迷夢人
生！我知道此後無論何時何地，我的人生都滿有意

我不知那來的勇氣，想想自己在傳播界打滾這麼多

義，因為禱告是我的呼吸，基督是我生活的實際，與

年，許多不堪的事就算沒有親身碰過，最起碼也見

弟兄姊妹在一起，更叫我滿有成長的活力。

過，如今眼前這位深陷毒癮的男孩，好在還會聽我
說話，也不會來傷害我，就別放棄他罷！我心想，
我一定能拯救他的！於是，我帶著他跟我一起作節

（見證人：袁毓敏）
（全文完）

目，並在此後三個月中，他果真沒有去碰毒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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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奉獻的恢復

第一次唱這首詩歌（補充本詩歌327），是在1997年

天，跟主回來最有關係的，就是祭壇的奉獻！就是絕

李弟兄被主接去之後，台灣同工們一起去淡水交通，

對的、徹底的奉獻。在福音書中看見彼得、雅各在海

交通主的恢復在臺島該如何往前。在其中一天早上弟

邊的奉獻，是因為主耶穌在他們打魚時遇見他們，對

兄們晨興時唱這首詩歌，當時在座的都是服事主幾十

他們說：『來跟從我。』從四福音到使徒行傳，還有

年的同工，然而他們對主的愛還是

第二次的奉獻─小樓上的奉獻。這次的奉獻比第一次

這麼的新鮮，讓我非常受感動。這

的更厲害。第一次要撇下他們

是我們該有的光景，不是越服事越

的職業，第二次更要撇下他們

老舊；也不是只能感動別人不能感

人人、個個、家家都能

的 祖 宗、他 們 的 傳 統，並 冒 著

動自己。我們願意像達祕弟兄在年

過奉獻的關，走奉獻的

生命危險。當時主耶穌都被釘

路，成為奉獻的人。

的，但是他們在小樓上更新的

老的時候仍說：『主啊！我仍然愛
你！』惟有這樣一班人，才能有真

死 了，跟 隨 耶 穌 是 相 當 危 險

實的服事。主在台灣的見證要如何

奉獻，是撇棄了他們的宗教傳

往前呢？主的往前，乃是在於有一

統、撇下他們的性命為主作見

班 愛 祂、交 出 來 的 人，真 實 奉 獻 給 祂，為 著 主 的 工

證。這樣的奉獻，就叫做小樓上的奉獻。今天我們多

作，為著主的再來。

少都有奉獻，但我們的奉獻是在哪裡的奉獻？海邊的
奉獻頂多叫我們跟從主，但是樓房上的奉獻卻產生召

所 以 弟 兄 姊 妹，我 們 需 要 恢 復 真 實 的 奉 獻。講 到 奉

會。我們要在全地作見證，要能力的靈、經綸的靈澆

獻、恢復，不傴是恢復聖殿、聖城、恢復祭司、君王

灌我們，就需要有樓房上的奉獻。感謝主！我們的重

的職分，更是恢復祭壇。已過我常注意聖殿、聖城，

點就是要人人、個個、家家都能過奉獻的關，走奉獻

但是常忽略祭壇，就是燔祭壇。燔祭壇是最厲害、徹

的路，成為奉獻的人。若是主得著這樣一班人，祂就

底的奉獻：必須把祭物剝皮，切成塊，整隻牛燒掉…

會再來！
宋高弘弟兄

是絕對、徹底的燒掉。今天主在地上要得著見證、恢
復，不 只 是 恢 復 聖 殿、聖 城，或 是 人 人 盡 功 用 ； 今

外地消息
在日本的恢复

主的恢復在日本 始於一九五九年。當時有七位聖徒

中包括一百多位華語聖徒。日本眾召會於一九九六年

來台訪問受到激勵，得著復興，回去之後就開始過召

買下一處地產，作為全時間訓練之用。

會生活，並為主的恢復在日本的擴展禱告。一九六○
年，黃共寰弟兄受差遣到日本開展；有幾位前面弟兄

禧年褔音節期於二○○九年九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假
東京九段會館及日本教育會館舉行，信息主題為『神

也相繼赴日舉行特會，以加強該地的見證。一九八六

的褔音』，並有『恢復到聖經』傳褔音行動，以及一

年，日本數十位青年聖徒至台北參加全時間訓練，結

場褔音聚會；共有來自亞洲七個國家、大洋洲兩個國

訓之後，便在日本開始實行新路，因此得著許多新
人，並恢復久不聚會的聖徒。

家、北美兩個國家，六百零七位聖徒共襄盛舉，日本
眾召會則有一千四百九十八人參加。

日本目前有七十二處召會，聚會人數近兩千，尚有一
千七百多個城市需要開展。東京召會人數約三百，其

(摘自http://www.recovery.org.tw/tp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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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進度
1. 本週“舊約恢復本經文及註解”共同讀經進度：根據讀經進度表第八週。
2. 本週“以賽亞書”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15~16 篇。
3.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本週繼續追求 “需要對主的恢復有新鮮的異象” 晨興聖言 第四週。

禱告事項
1. 爲著2月26日姊妹成全訓練禱告。
2. 為著3月1日開始的中壯年班訓練第二學期開訓禱告。

本地報告
1. 全召會事奉成全聚會
日期/時間：21/02/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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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學生區(包括青少年、大專生及學生服事者)週二(22/02)晚上7:30pm集合禱告聚會在A110會廳。
3. 晉漢省大專擴大核心交通
日期/時間：24/02/2011(週四)晚上7:30pm
地點：A105會廳
對象：各會所負責弟兄、大專服事者及有心願者。
4. 2011年姊妹成全訓練通啟
對象：召會中所有在主裏的姊妹。
日期：26/02/2011(週六)
地點：B二樓大廳
時間：第一堂：5pm-6:30pm，晚餐：6:30pm；第二堂7:15pm-9pm (因這是訓練，聚會五分鐘前請就座)
5. 全召會學生相調特會
對象：青少年、大專生及學生服事者
日期：13/03(主日)至15/03/2011(週二)
地點：Sematan Palm Beach Resort
費用：每人RM60/報名截止日期﹕28/02/2011(週一)
備註：名額有限，請盡速報名。名額一滿，怒不接受。
6. 大專相調特會
對象：九號、十一號、高三以及各大專院校聖徒
地點：古晉會所
日期/時間：30/04(週六)下午開始至02/05/2011 (週一)中午結束
費用：每人RM45/報名截止日期﹕28/03/2011
備註：請向葉乃裕弟兄(手機:0168859180)或高鶯鶯姊妹(手機:0168687767)報名。
7. 東馬眾召會相調特會通啟
日期/時間：01/06(週三)早上8:30am開始至02/06/2011 (週四)中午12:00pm結束
地點：民都魯民眾會堂
報名截止日期﹕21/03/2011

其它
1. 林翠君姊妹與游象鴻弟兄結婚聚會通啟
日期/時間：24/02/2011(週四)早上10:30am
2. 財務報告(2011年)
月份
一月

承上月結存
303,855.16

收入
73,422.65

地點：A107會廳

支出
42,098.66

結餘
335,179.15

3. 作餅服事—請五會所四、五區（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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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27/02)

週一晚上 (21/02)

週二晚上 (22/02)

會所/區

6－4

一會所

6－3

5.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會所/區

6－1及1－2、3 區

2－1 區

3－9 區

4－2、4 區

5－10 區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