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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在神經綸的真理中行事為人，認識主的恢復，並遠離死亡和分裂
主的恢復一直在見證：不管種族、文化、或教育水平有
多大的差異，所有基督徒都該是一（約十七 11，21 ～
來看同一件事—就神一面說，是經綸的事；就我們一面 23，弗四 3 ～ 4 上，啟一 11）。第三，主的恢復是要
說，是恢復的事。『恢復』的意思是回到起初；我們需要 恢復基督身體眾肢體的功用，就是要廢除聖品階級與
回到起初，接受主的恩典回到神原初的心意，回到神在起 平信徒制度，且要發展基督生機身體所有肢體的恩賜、
初所命定的。
功用並性能（弗四 15 ～ 16，林前十四 4 下，26，31）。

『恢復』和『經綸』這兩個辭，是從兩個不同的觀點

此次國殤節特會的總題是『顧到主恢復中當前的需要』。
首先我們需要認識何謂主的恢復。要認識主的恢復，我們
必須看見神的經綸、神經綸的標的、以及神經綸的目標這
屬天的異象；而且這異象必須在我們裏面日日得更新，成
為支配我們一切生活、工作與活動的異象（箴二九 18 上，
徒二六 16 ～ 19，約壹一 7）。神的經綸是祂的計畫，要將
祂自己分賜到祂所揀選、豫定、並救贖的人裏面，作他們
的生命、生命的供應和一切，以產生、構成、並建造基督
生機的身體。而神經綸的標的，就是神經綸的戰略和中心
點，乃是內住、主觀的基督，作為那靈在我們的靈裏，就
是在我們調和的靈裏。神永遠經綸的目標乃是基督生機身
體的實際，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
神經綸那獨一而健康的教訓，乃是使徒的教訓，凡與此不
同的教訓，會使我們離開對那位作我們生命和一切的主耶
穌基督自己這寶貴人位真正的珍賞、愛和享受（提前一 3
～ 4，徒二 42，林後十一 2 ～ 3）。今天我們能同心合意
是因為我們只有一個異象，就是神永遠經綸的異象（徒一
14，林前一 9 ～ 10，耶三二 39）。
神的經綸是藉著使徒揭示的，但因為信徒失去了對神的經
綸正確的領會，就需要由主來恢復。『恢復』和『經綸』
這兩個辭，是從兩個不同的觀點來看同一件事—就神一面
說，是經綸的事；就我們一面說，是恢復的事（提前一 4，
弗一 10，三 9）。『恢復』的意思是回到起初；我們需要
回到起初，接受主的恩典回到神原初的心意，回到神在起
初所命定的（太十九 8）。每當神大體的子民失敗，不能
完成神的定旨，神就進來有所恢復。照著神恢復的當前進
展，有三大方面的恢復：首先主的恢復是要恢復基督作我
們的中心、實際、生命和一切。祂是中心，祂也是圓周。
我們只在意基督。第二，主的恢復是要恢復基督身體的一。

我們要認識主的恢復，以完成神的經綸，就必須遠離分
裂和死亡。我們必須遠離死亡，並被基督這生命所吞
滅；召會裏的每一件事都必須是在生命的性質裏，有
生命的內容，並在生命的流與分賜裏。我們必須棄絕任
何一種分裂（林前一 10），抵擋任何教訓之風和任何
屬靈死亡的散佈（弗四 14，提後二 16 ～ 17），並要留
意且避開那些造成分立和絆跌之事，違反神經綸之教
訓的人（羅十六 17，多三 10）。利未記啟示，我們這
些神的祭司首先要對付的，就是我們的聽；我們的行
動（腳）和工作（手），總是受我們所聽見的指引（八
23 ～ 24，十四 14 ～ 17）。
我們要享受基督作我們的素祭，而過素祭的召會生活，
就必須潔除任何的酵（作頭的野心）和蜜（天然的感情）
（利二 11）。此外，我們若要為著召會生活而過聖別
的生活，就必須謹慎我們所接觸的是何種人；利未記
十一章一切動物表徵不同種類的人，而喫表徵我們與
人的接觸。凡我們所接觸的，我們會接受，凡我們所接
受的，會將我們重新構成。因此，我們要逃避青年人的
私慾，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義、信、愛、
和平（提後二 22）。
(摘自台北市召會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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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救知樂

這世上的人都是行路的人，從今世走到永世裏去。

步都是艱難。

世人可分作三等：第一等，已經得救，並且知道自己

若是我們能確知得救的方法，自會渴慕救恩，並滿

是得救的；第二等，不確知自己得救了沒有，卻極望

有把握。聖經出埃及記十三章十三節，是神親口說

得救；第三等，沒有得救，並且對於得救漠不關心。 的話：『凡頭生的驢，你要用羊羔代贖，若不代贖
，就要打折牠的頸項；凡你兒子中頭生的都要贖出
你是那一等行路人呢？
來。』一個窮以色列人牽了一匹驢駒，來到神的祭
有一次，有一個人急忙跑進車站，正坐下要喘口氣， 司面前，說，『可憐我這一次，不要打折牠的頸項
車就開了。乘客中有一位說，『你跑得好。』他喘著 ；因為我是以色列中的一個貧窮人，我若失掉牠，
氣回答說，『不錯，我這一跑，省了四小時，所以實

就不能度日了。』祭司堅決不答應，說，『代贖的

在值得。』省四小時？四個小時，就值得如此奔跑， 羊羔在那裏？』窮人說，『我沒有羊羔。』正當談
那麼永世呢，永世值多少？
話時，來了一個人，看見這窮人的光景，就柔和的
說，『不要愁，我能供給你所

今天許多精明而無遠識的人，
非常注意自己當下的利益，對

世人可分作三等：

於擺在他們前頭的永世，似乎

第一等，已經得救，

無暇顧及。他們不理會神在十

需要的。我家裏有一隻羊羔，
是無瑕疵、無玷污的，從未離
家迷途過；我去取來給你。』

字架上，向世人所顯明無限的

並且知道自己是得救的；

羊羔既來到，就被捆綁在祭壇

恩愛，也不理會神分明是恨惡

第二等，不確知自己得救了

上，被殺、流血、燒盡了。此

罪惡的；他們更不理會人生年

沒有，卻極望得救；

日的短促，以及人死後將有大
審判的恐怖、滅亡的痛苦。他們

第三等，沒有得救，

反倒倉忙的，向著那危險痛苦

並且對於得救漠不關心。

的結局直奔，草率的斷定說，沒

你是那一等行路人呢？

有神，沒有審判，沒有國度，沒
有滅亡，沒有更甜美的家鄉。

後，那公義的祭司對這貧窮人
說，『現在，你可以自由帶著
你的驢駒，平平安安回家去，
多謝你的朋友罷。』
這就是神拯救罪人的方法。神
向罪人的要求是：『打折罪人

的頸項。』如果沒有合神心意的代替者替你死，神

這就是第三等的行路人，對永世的問題遲延不理。請

公義的審判就必臨到你。你手中空空，像那貧窮人

記得，『遲延』欺你、害你，正如殺人兇手。西班牙

一樣，無力應付神的要求；但神卻為你親自豫備了

人有句俗語：『遲延路引進不到城。』願神使你的眼

羊羔。主耶穌上十字架去，乃是『羊羔被牽到宰殺

睛明亮，得以看出自己處在最危險的情形而不自知。 之地』。（賽五三7。）在那裏，在那時，祂曾一
第二等行路人，他的不確知得救，與第三等人的漠
不關心一樣，是出自『不信』。第三等人不信世人

次為罪受苦，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為要引我們到
神面前。

是有罪、敗壞的，第二等人不信神為世人所豫備，

你信神的兒子麼？如果你說，『我是一個罪人，我

獨一有效的救法。

已經找著了神的兒子主耶穌基督，祂是我所能信靠

有個父親，他的獨生愛子出外航海。有一天，消息
傳來，兒子所乘的船遇難了。父親因不確知兒子得
救上岸沒有，就心中忐忑不安，悲痛難受。這些『
想』、『也許』、『盼望』，確實叫人愁煩。人生
必須確知結果如何，道路是否走對了，否則每一舉

的。我信祂！』那麼，立刻神就以『主耶穌基督的
死』算為你的死。這就是神為你我所豫備奇妙的救
恩；知道並接受這救恩的，要有何等的喜樂。
（摘自 www.lsmchine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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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二○一一年夏季訓練標語/2011 SUMMER TRAINING BANNERS

The central thought of the book of Psalms is Christ, as revealed in plain words, and the church as the
house of God and the city of God for His kingdom, as typified by the temple and by the city of Jerusalem.
詩篇這卷書的中心思想乃是明言所啟示的基督，以及聖殿和耶路撒冷
所豫表的召會，就是神的家和為着神國之神的城。
It is by Christ’s wonderful shepherding and by our entering into this shepherding that the Body of Christ
will be built up with His redeemed and regenerated ones and that the bride will be prepared for Him to return as the King in the next age in the manifestation of His kingdom.
藉着基督奇妙的牧養，以及我們進入這牧養，祂所救贖並重生的人要
同建造為基督的身體，新婦也要豫備好，使祂得以回來，在來世祂國度的顯現裏作王。
If we have an affectionate love for the Lord Jesus, our tongue will be the pen of a ready writer, ready to
write our love for Him and our praise to Him with our experience and enjoyment of Him according to all
that He is.
我們對主耶穌若有情深的愛，我們的舌頭就會是快手的筆，照着我們
對祂一切所是的經歷和享受，迅速寫出我們對祂的愛和我們對祂的讚美。
At His second coming, Christ will take possession of the earth and will establish God’s kingdom on earth,
spreading the kingdom by Himself as the flowing river, recovering the earth by watering, and satisfying the
thirsty ones with living water.
基督第二次來時要據有地，並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國；神要藉着祂自己
作湧流的河而擴展國度，憑着滋潤恢復地，並以活水滿足乾渴的人。

特會時間表（28-31/7）
週四

週五

週六

主日

（28/7/2011）

（29/7/2011）

（30/7/2011）

（31/7/2011）

7：00PM

7：00PM

4：30PM

7：30AM-9：00AM

学習標語詩歌

学習標語詩歌

学習標語詩歌

第五堂

7：30PM-9：30PM

7：30PM-9：30PM

5：00PM-6：30PM

10：00AM-12：00PM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擘餠聚会
第六堂

6：30PM
晚餐
7：30PM-9：30PM
第四堂
配搭弟兄：劉葵元（台彎），容禮賢（民都鲁），林巧華（哥汉），王焕卿（古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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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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三十週。
2. 本週“詩篇 ”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5~6 篇。
3.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本週開始追求“顧到主恢復中當前的需要”晨興聖言 第一週。

禱告事項
1. 為著 7 月 28 日-31 日“詩篇結晶讀經”特會禱告。
2. 為著8月2日開訓的第二屆中壯年成全訓練代禱：
參訓學員（古晉）：楊禮銈，劉天傑，劉遠東，陳亨疆，黃基全，李國平，蘇詩武，盧美玉，笵黎明，陳月卿，
蔡亦紅，黃德花，余馨香，黃萌茱，林柯行，賴振孙，官哲意。

本地報告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 25/07/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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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11 年夏季訓練”特會報名已截止，請各區盡速將填妥的報名表及費用交到辦公室。
4. 全召會集中擘餅特會
日期/時間： 31/07/2011(主日)早上 10:00am
地點： A 棟二樓大廳
餅杯服事：四會所
招待服事：六會所
兒童照管服事/地點：二會所/A108、A110 會廳
育兒服事/地點：三會所/A105 會廳
車輛指揮服事：一會所
巡邏服事：五會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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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地報告
1. 2011 年東馬眾召會姊妹相調特會
日期/時間： 09/09(週五)晚上 7:30pm 開始至 11/09/2011(主日)中午結束。
報名截止日期﹕31/07/2011(主日)

地點： 詩巫、晶木酒店

其它
1. 財務報告(2011年)
月份
六月

承上月結存
349,885.41

收入
47,823.45

支出
75,255.61

結餘
322,453.25

2. 作餅服事-請二會所一、二區（2—1、2）服事餅杯的聖徒們今天安排時間來會所作大約 100 片小餅及幾片大餅供
31/07/2011(主日)集中擘餅特會用。
3.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31/07)

週一晚上 (25/07)

週二晚上 (26/07)

會所/區

6－2

五會所

4－1

4.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七月

5.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會所/區

24日

-

六會所

6－3及1－5、6、7區

31日

全召會集中

2－2 區
3－4 區
4－1、8 區
5－4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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