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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呼召乾渴的人就近水來

聖經裏有一條線，說到生命水的河。首先，在創世記

多方面享受神。這裏的思想，與約翰福音七章三十八
節的相似。那裏說到，凡信入主耶穌的人，從他們腹

二章十節的河，表徵生命水的河，沿著這河長著生命 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原文複數）來；這些江河是指
樹，這河解除人的乾渴。其次，在詩篇三十六篇八至九 神聖生命許多不同方面的流出。我們這些罪人要藉著
節，源頭是指父作生命的源頭，河是指那靈作生命水的 不斷飲於神而享受祂，就需要救贖。因此，以賽亞書
河。再者，詩篇四十六篇四節裏的河，表徵三一神在基 五十三章記載了這完成的救贖，接著在五十五章，便
督裏藉著那靈而湧流，作神子民的生命。最終，啟示錄 邀請口渴的人就近水來喝。
二十二章一節說到生命水的河，這河表徵在其流中生命 這眾水就是永遠的約，以及向大衛所顯確定的憐憫。
的豐盛。這一道河連同它的豐富，在我們對神生命之靈 基督作為三一神的具體化身，作為活水，乃是給以色
各面的豐富所有不同的經歷中，成了許多道河，如約翰 列永遠的約，就是向大衛所顯確定的憐憫。基督是確
福音七章三十八節所指明的。生命水象徵神在基督裏成 定的憐憫，也是保證這憐憫的永遠之約。因著我們的
為那靈，將自己流進祂所救贖的人裏面，作他們的生命 光景是可憐的，搆不上神的恩典，基督這位神恩典的
和生命的供應。這是從裂開磐石流出的水所豫表的，也 具體化身，就成為確定的憐憫；而藉著這憐憫，我們
是從主耶穌被扎的肋旁流出的水所象徵的。

現今就可以在正確的地位上與神相配，接受祂作恩

神的喜悅，祂心頭的願望，乃是要作活水的泉源，將祂 典。
自己分賜到祂的選民裏面，好叫他們成為祂的擴增，作 在永遠裏，羔羊基督作我們的牧者，要領我們到生命
祂的豐滿，使祂得著彰顯。以色列本該飲於神這活水的 水的泉。『生命水的泉』是指許多不同的泉作為生命
泉源，好成為神的彰顯。但以色列因著離棄神這活水的 水，正如約翰福音七章三十八節和啟示錄二十二章一
泉源，轉向神以外的源頭而墮落了；而這源頭是由以色 節一樣，這泉是指獨一生命水的不同方面。這指明將
列為自己勞碌鑿出的池子所表徵。除了神這活水的泉源 有獨一生命水的河，流出許多江河，作我們的享受。
以外，沒有甚麼能解我們的乾渴，也沒有甚麼能使我們 當羔羊牧養並領我們到生命水的泉，祂就把我們帶進
成為祂的擴增，使祂得著團體的彰顯。

神自己裏面，我們也得著活水的供應，就是神自己。

在以賽亞書裏，神把祂自己當作活水作我們的救恩；神 我們需要讚美主把我們帶到召會，在此有一泉源，就
實際的救恩乃是經過過程的三一神自己作活水。三一神 是神自己這活水的源頭。
要成為我們的救恩，就經過過程成為賜生命的靈作活

(摘自台北市召會週訊）

水，就是生命的水。在以賽亞書五十五章一節和啟示錄
二十二章十七節裏的水，都是指救贖的神，就是那藉著
成為肉體、人性生活、釘死和復活，為我們完成救贖的
水，也就是終極完成的靈，作三一神終極的完成，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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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基督所是並所完成的一切，其總和乃是那神聖的

書五十五章裏，最顯著的字眼就是『水（原文複
數）』；這字啟示我們不僅要在一方面享受神，更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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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乾渴人的需要（一）

猶太人每年有七個節期，最後一個是住棚節。這住
棚節是在收割結束時舉行的。當莊稼成熟收割入倉
後，因著不再需要勞苦作工，猶太人就守住棚節，單
單敬拜神， 並享受一年勞苦的收成。那是他們歡騰享
受的節日。

期的末日，卻象徵人生快樂的終結；表徵無論人如何
的成功與享受，都有終止、結束之日。最傲人的學業，
有因畢業而來的末日；最美滿的 家庭，有因生離死別
所帶來的末日；最興盛的事業，有因衰敗而來的末
日；最長的人生，也有離世的末日。即使是一件美衣，
一點裝飾，都有其無可避免的末日。

無論那一個國家，那一個民族，過節最多是兩三天。 這 幅圖畫是人生最好的寫照。猶太人整年勞苦，直到
然而，這個住棚節，一連要過七天，是猶 太人每年最 收成了五榖和新酒。他們憑著雙手的勞苦得著一切；
大的一個節期。
最後，勞苦完了，餘下的，就是一連七天享受自己勞苦
的收 成。然而，第七天是最大之日，卻是盡頭；末日，
那一天，是住棚節的最後一日，正當全體百姓，酒酣
也正是眾人散去之日。歡宴的喫喝帶來極其短暫的飽
耳熱，享樂達到頂點之際，耶穌站起來，高聲說，
『人
足和喜樂，但『盡頭』與『散去』的悲涼，帶給人的卻
若渴了，可 以到我這裏來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經上
是無盡 的虛空與乾渴；乘興變作敗興，得著變作失
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落，滿足變作乾渴。許多事都證明，人的快樂越大、越
高、越濃烈，末日乾渴的感覺越加倍。面對這樣的情境
人生的快樂是有終結的
是無奈，也 是愴惶。
照理說，節期的末日， 應該是最重要，最快樂的一日。
主耶穌所以在節期末日，對那班過節快樂的人，題到渴
然而，因著住棚節是全年最終的節期，可以說，這個
的問題，用意即此。在那七天的節期裏，頭一兩天眾人
日子一過，這一年所有的節期都過去了；這一天的快
皆感興奮，沒有人覺得乾 渴。第三、四天，興趣正濃，
樂一過，這一年所有的快樂 也都過去了。
人只感覺飽足喜樂。到了第五、六天，快樂達到了頂點。
節期是快樂的日子，象徵人生快樂的時光。住棚節更 第七天，節期的末日來到，快樂到了盡頭，於是，一個
是表徵人在學業、事業、家庭、和人生其他事上，一 椎心的乾渴，油然而 生。這時，主耶穌站起來，高聲
切收成的完滿與成功，並其 中的快樂與享受。然而節 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裏來喝。』（待續）
(摘自 www.lsmchinese.org)

造就系列
個性被推翻必顯出功用

就是我作，不然就是你作。…你作垮了天是你負責，
我作倒了地是我倒霉。…這個天性在主的工作上是很

我覺得在我們中間還有一個問題相當嚴重，就是個
性的問題。主的這條路我們是看清楚了，我們的存心
也是干淨的，就是死也要走這條路，就是舍命也要走

厲害的難處。要知道主的工作根本就是身體的原則，
那裡能夠不配搭呢？有弟兄說，…配搭事奉很難，…
很多人感覺，…事奉吃不消。在這裡就是個性問題。
你的個性若沒有受對付，你永遠不能和人配搭。

這條路；但是...，我們身上有一個大難處，就是個
性，就是天性。我們在這條路上是走定了，但是我們 有的人個性就是畏縮，按著他所蒙的恩典和他所得的
在這條路上能夠給主多少出路，這就要看我們的個性 恩賜，他的身上應該顯出一個職事來才對；他實在能
被推翻多少；我們的天性被破碎有多少。我們的個性 挑千斤重擔，但是到現在他隻挑二十斤。他的天性就
被翻掉多少，我們的用處顯出才有多少。…有好些弟 像含羞草一樣，總是往回縮的，總是往后退的，因此
兄姊妹顯不出多少用處來，基本的難處就是在於個性 他的功用隻能停在那裡。也有一種人的個性是什麼事
沒有破碎。…
情都敢作，你把什麼交給他，他都收，就是把地球月
亮全給他，他都不怕。但是事實上他的能力跟不上，
譬如說，有的弟兄姊妹個性就是和別人合不來。他們
不反別人，也不鬧別人，也沒有意思攪擾什麼人，這
些統統沒有。但是他們的個性就是不和別人調，要麼

所以作不出后果來，反而誤了事。
(摘自《性格》第六篇 翻掉個性與顯出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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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給待婚弟兄的交通（三）

夫妻乃是相依為命。不只要彼此敬重、相愛，還要彼

不到新郎。姊妹說：「你現在結婚了，你的生活要有調整，

此認罪，彼此赦免。能夠彼此認罪、彼此赦免的夫妻才

總不能讓我一天到晚追著你。」等到孩子一生下來，我一

是真正蒙恩的夫妻。有的丈夫就從來不赦免妻子，有的

摸，哎呀！像麻薯，就丟給我姊妹，說我不敢抱。大男人

妻子從來都不說「對不起」。弟兄姊妹，你講一句「對

主義，「君子遠庖廚」，也不洗尿布，也不洗碗筷。等到

不起」，天使都要歡呼。不要說外邦人，如果你的家不

有一天她受不了了，半夜兩點叫我起來說：「今天晚上辦

實行這些點，你的家也會有仇敵的攻擊。在中部有個長

個交涉，不辦的話，我活不下去了。」我說：「好，不過

老會的夫婦，丈夫是長老，妻子是執事，全家都事奉主， 妳要答應我一個條件，談完之後要禱告。」她也說好。她
對弟兄姊妹都好，就是他們兩個老夫婦二十年不講話， 老早就寫了一張紙－十大罪狀：你從來都不幫我抱小
不同桌吃飯，也不睡在一起。等到有一天，這個作丈夫

孩，對不對？我說對。尿布也不洗，對不對？對。碗筷也

的奄奄一息，被搬到客廳旁邊，他的兒女來求母親說：

不洗，對不對？對。出去到那裡也不告訴我，對不對？對。

「爸爸剩最後一口氣，就要去見主了。好不好妳去看他

那麼晚了不回來，也不打電話告訴我，對不對？對。襪子

一眼，喊他一聲，讓他死得有安息。」這個老太太卻說：

亂丟，對不對？對…。寫了十條，都是我的虧欠。我問還

「那有這麼便宜！要到審判台前算帳。」弟兄姊妹，這

有沒有，她說沒有了。我馬上說：「姊妹，妳赦免我，我

會不會是你的家呢？你會不會拉你的另一半，當他是

虧欠妳，好不好妳為我禱告，我們一起來禱告。」她沒有

冤家，到審判台前算帳呢？揪著他的領帶，你就一定得

想到我一點也沒有生氣，她一看到我跪下來，也跟著我跪

勝嗎？趁著還有今天，我們就要彼此饒恕，就要彼此認

下來。我一想到我姊妹差一點就要跟我離婚，我眼淚就要

罪，彼此包容，也要彼此相愛。

流下來了，我姊妹也跟著我流淚，我們禱告十分鐘，一起
來，手拉手又去睡覺。阿利路亞！颱風解除了。（續）

我這個作弟兄的，從起頭就不會作丈夫。當初結婚聚會
一完，我就一個人走回去，我姊妹在後面追。然後第二

林天德弟兄

天清早起來，我就到地下室去禱告，我姊妹起來到處找

外地消息
主在歐洲行動的簡報（四）
觸。這見証從很多移民地聖徒們中間出來，當他們轉

在這同一時期裡，聖徒們從一本特別編寫的書
（HWMR）得到了極大的幫助，這本書是《移民為著

向他們信心，不顧一切地渴慕活力后，主就將祂的祝
福傾倒出來，充滿他們的家和新的尋求者。

神的行動，以執行祂的經綸》，許多的弟兄姊妹們被 這裡也有移民去法國，德國，希臘，愛爾蘭，挪威，
鼓勵為了主移民到這12個城市中去。通過交通，切姆 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在荷蘭和羅馬尼亞
斯福德和普雷斯頓這兩個城市現在已經被算到12個城 的聖徒們已經移民到上訴的國家去了。聖徒們已經移
市裡去了，關於移民到萊斯特市和彼得伯勒的計劃將 民到這些新的城市，包括德國的杜塞爾多夫；挪威的
被延后一段時間。關於那些要有家庭聖經學習的，許 奧斯陸；葡萄牙的裡斯本和瑞典的烏普薩拉。
多分成小組的聖徒們現在已經移民到這12個城市中
（每個城市都有），這些移民的聖徒們在那些城市實

(摘自http://bbs.cgdepot.net/viewthread)

行以神命定之路為原則的活力排。在蘇格蘭的愛丁
堡，在那裡進來幾個月來和尋求的信徒們有定期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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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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二十一週。
2. 本週“以賽亞書”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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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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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著本週末的學生相調特會代禱。

本地報告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 23/05/2011(週一)晚上 7:30pm
地點：在各會所指定會廳
2. 全召會集中禱告聚會
日期/時間： 24/05/2011(週二)晚上 7:30pm
地點： B 二樓大廳
備註：第一屆中、壯年聖徒將於禱告聚會後段結訓展覽。
3. 與第一屆中、壯年聖徒愛筵相調
日期/時間： 25/05/2011(週三)晚上 7:00pm
地點： 會所大飯廳
相調聚會時間： 晚上 8:00pm
地點： A107 會廳 備註：請參與者，每人帶一道菜來愛筵相調。
4.“以賽亞書結晶讀經”錄影追求兼禱研背講──第二十二週
日期/時間：26/05/2011(週四)晚上7:30~9:15pm
地點： A107會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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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全召會集中擘餅特會
日期/時間： 05/06/2011(主日)早上 10:00am
地點： A 棟二樓大廳
餅杯服事：五會所
招待服事：四會所
兒童照管服事/地點：一會所/A108、A110 會廳
育兒服事/地點：六會所/A105 會廳
車輛指揮服事：三會所
巡邏服事：二會所
7. 學生相調特會
日期/時間： 27/05(週五)傍晚 6:00pm 在 A104 會廳報到
特會地點： A107 會廳
(第一堂聚會當晚 7:30pm 開始)至 29/05/2011(主日)中午結束。

其它
1. 財務報告(2011年)
月份
四月

承上月結存
351,657.41

收入
47,028.05

支出
60,549.39

結餘
338,136.07

2.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29/05)

週一晚上 (23/05)

週二晚上 (24/05)

會所/區

4－1

二會所

1－2

3.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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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日

五會所

二會所

6－4及1－4、9區

29日

二會所四區

一會所

2－7 區
3－4 區
4－6、7區
5－2、3 區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