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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神的話美化與殺死的功用，使召會成為基督榮耀的新婦和神團體的戰士

神的話美化的功用，使召會豫備好，作基督榮耀的新
婦；神的話殺死的功用，使召會盡功用作神團體的戰士，
擊殺祂的對頭。在以弗所書第五章，話是為著滋養，使新
婦美麗；但在第六章，話是為著殺死，使召會能作團體的
戰士，從事屬靈的爭戰。神的話美化的功用產生有神形像
的召會；神的話殺死的功用產生有神管治權的召會。得勝

洗濯盆豫表基督之死所產生賜生命之靈的洗滌能力；
洗濯盆放置在祭壇之後，表徵洗濯盆洗滌的能力，出自
神在祭壇的審判。釘十字架的基督經過神在祭壇（十字
架）完全的審判而進入復活以後，就成了洗滌我們的賜
生命之靈。洗濯盆的尺寸沒有記載，表徵賜生命的靈是
無法測度、無限無量的。洗濯盆，是用會幕門前服事之
婦人銅鏡的銅作的。銅表徵神公義的審判。銅洗濯盆是

者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而活，在跟隨神的事上，受神的

一面能返照人、暴露人的鏡子，指明基督的話有能力暴
話管制、支配、管理並限制，好成為祂的新婦，使祂得著 露並審判我們的不潔，且顯明我們需要洗滌。
彰顯，並擊敗祂的仇敵，使祂掌權。主耶穌作為神的話在
肉體裏來，在法理一面救贖召會；祂作為神的話成為賜生 我們也需要『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那靈的
命的靈，在生機一面拯救召會；祂還要作為神的話，同著 劍，那靈就是神的話；時時在靈裏禱告』。那靈就是神
祂的得勝者回來，在地上設立祂的國。

的話；那靈和話都是基督。基督作那靈與話，能提供我
們進攻的劍，殺敗對頭。劍、那靈和話，三者乃是一；

召會作為新婦，必須是美麗的，『沒有斑點、皺紋、或任 當聖經中常時的話成了即時的話，這話就是那靈，也就
何這類的病；』召會的美化乃是藉著基督作為賜生命的靈 是劍，可以擊殺對頭。我們應該禱讀主的話，主要是在
聖化召會，就是藉著話中之水的洗滌（直譯，洗濯盆）潔 於經歷劍作殺死的憑藉，擊殺神的對頭；因著仇敵把
淨召會。新婦的美麗乃是來自那位作到召會裏面，然後藉 他自己注射到我們的所是裏，我們所需要的，乃是話的
著召會彰顯出來的基督；我們所有的美麗乃是基督的返 殺死能力應用到我們身上，來對付那在我們裏面之對
照，就是基督從我們裏面照耀出來。
頭的元素。
在已過，基督是救贖主，為召會捨了自己，為著救贖並

因著己是最大的仇敵，所以我們需要經歷神話語的殺

分賜生命；現今，祂是賜生命的靈，正藉著話中之水的

死能力；我們越接受主的話連同其殺死的能力，我們

洗滌（洗濯盆），聖化召會，美化她；將來，祂是新

的驕傲以及裏面一切消極的元素就越被治死。當我們

郎，要將召會獻給自己作配偶，好得著滿足。帳幕裏的

禱讀主話時，爭戰正在兇猛進行，把我們裏面消極的元

祭司若不在洗濯盆裏洗淨，帳幕就無法運作；同樣的，

素除滅；至終，最厲害的仇敵─己，要被治死。所以我

我們若不藉著話中之水的洗濯盆從屬地的污穢得潔淨，

們需要天天禱讀主話，經歷其美化與殺死的功用，使我

召會生活就無法運作。洗濯盆的洗滌，不是表徵藉著基

們能成為基督榮耀的新婦與神團體的戰士，豫備基督

督的血洗去罪，乃是表徵藉著賜生命的靈，洗去來自接

的再來！
（摘自台北市召會通訊）

觸屬地事物的污穢。賜生命的靈乃是說話的靈，凡祂即
時並現在所說的話（希臘文，rhema，雷瑪），都是洗滌
我們的話。一天過一天，如果我們裏面沒有主的說話，
在我們實際的經歷中，就沒有那靈了，因為主的說話實
際上就是那靈。只要我們有主現時的話，我們就有賜生
命的靈；我們知道作我們人位的基督與我們同在，是藉
著祂的說話，因為祂的說話就是賜生命之靈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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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自我反省和認罪
『

我得救了以後，弟兄姊妹告訴我要學習向主認

罪，過一種與主交通的生活。但是在信主以前呢，我
就有一種自我反省的習慣。請問這種自我反省和認罪
有甚麼不同?
當我們遇見主的時候，主的光就臨及我們，使我們看
見自己的罪，甚至看見自己乃是一個罪人。這就像一
個人處在黑暗的房間裏，甚麼也看不見；等到有人把
燈打開以後，房間裏面一切的陳設，基至許多不潔骯
髒的地方，就被顯明暴露出來。我們在信主以前，都
自覺不錯，認為自己是好人。但是等到我們被主光照，
我們就承認自己的罪，而且認識自己乃是罪人。所以
當我們蒙光照，悔改轉向主，並且相信主耶穌，接受
祂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贖，就得蒙赦罪。這是我們
頭一次認罪的結果。
我們得救以後，主的生命就進到我們裏面，並且這個
生命還持續不斷的運行，作我們裏面的光。這光要引
導我們，帶領我們與主有正常的來往交通。
約翰一書一章七節和九節說，我們若在光中行，如同
神在光中，祂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
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從這兩節，我們很清
楚的看見，當信徒留在光中與主交通，我們內在的光
景，因著主的照耀而被暴露，我們就很自然的向主認
罪，而除去我們與神的間隔。因此，這樣的認罪，就帶
來神的赦免和主血的洗淨，藉此，我們與神的交通就保
持在一種正常健康的循環裏。
所以這樣的認罪， 並不是人為的反省，乃是一種在人
的靈裏深處與主來往交通的生活。反省，乃是人的修
養，是人心思的活動。這種的反省，並不能為我們帶來
與主甜美的交通，也不會有認罪之後所帶來的赦免與
洗淨。因此認罪和反省很顯然是不相同的。認罪對我們
而言，不是一種教訓，乃是我們蒙光照的結果。我們可
以這樣說，反省是叫人作好人，但是認罪是叫我們作神
人。但願我們都過這樣認罪的生活，好使我們與祂有甜
美暢快的交通。

（摘自 www.lsmchines.org)

造就系列
神是話

說

『話就是神』在希臘原文裏，乃是『神就是話』。無論
話的確是一件奇妙的事；要知道，沒有神的話

就等於沒有神。蒙主憐憫，我從得救那一天起，就愛
上了這本聖經。六十多年來，我天天都在讀聖經。我

是『話就是神』，或『神就是話』，其實都是一個。好
比我們說...你的妻子就是張太太，
張太太就是你的妻
子，這也沒有甚麼不可，因為都是指她那一個人說的。

越讀，越覺得聖經可愛、可寶貴，其中所說的，實在

聖經裏的確有這樣一節聖經，說，『太初有話，話與神

奧妙。…人實在無法說出那麼精深奧妙的話，只有主

同在，話就是神。』
這個話是太大了；話和神就是一個。

耶穌能將這話發表給我們。

話就是神，神就是話。同樣的，我們也可以說，人就是

這些話所以奧妙，因為神的話就是神自己。我們都知
道，我們所說的話就是我們自己。...每個人都有自己
專屬的聲音、語氣、講法、措辭，在發表上更是各有
不同。...任誰也學不來。因為人的話語就是人自己。

話，話就是人。在此以前，我們可能從未想到自己就是
話。雖然許多動物都會啼叫，但都不會說話，
都沒有話。
只有人有話，因此人就是話。若有人想要知道我裏面的
故事，就必須藉著我的話。所以，我們來到聖經跟前，
就是來到這位神面前；聖經這個話就是祂自己。

聖經說，神就是話。（約一 1。）表面看來，似乎聖經
裏並沒有明文說到神就是話。然而，我們若去查考希

（摘自《為神說話》，第二篇、神與話）

臘原文聖經，或是英文譯本，就會看見，約翰一章一
節說，『太初有話，話與神同在，話就是神。』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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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給待婚弟兄的交通（七）

如何在主裡教養兒女
我們要教養兒女，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了也不偏
離。

友禱讀詩篇，不到二個月，他們就把詩篇一百五十篇
都禱完了。我姊妹好受激勵。
所以要為我們的孩子好好禱告。特別現在台灣的治安
不好，聽說最近幾個月內，就有六百個孩子失蹤。我

一、每天要為兒女題名禱告，使他們一生活在主的恩中。 們真要求主保孚我們的孩子，在上學的途中都蒙主的
為兒女的禱告要天天，甚至孩子還沒生下來，就要禱告。 保孚 …，還能愛主更深。
求主赦免我說，主給我三個孩子，每逢他們一生下來，
我就抱在手裡，獻給主說：「主阿！我不求他們今世亨
通，只求他們一生愛主。」我姊妹起頭還說我怎麼可以
這樣禱告？愛主當然要愛主，不求他們亨通，難道要他
們當乞丐？感謝主！我姊妹後來就懂這個意思。她也作
這個見證，我的孩子一直到如今，我們沒有求亨通，但
主給他們的路都非常的好。像這次我的老大考音樂班，
台中市有兩個音樂班，一個台中二中，一個曉明女中，
曉明女中一學期光學費就要五萬塊，台中二中才二千
塊。台中二中很難考取，幾百個人考，才錄取二、三十
位。我本來想不可能了。但感謝主，我女兒還考了第六
名。我雖然沒有求他們在世亨通，主卻為他們親自開路。

二、要注意兒女屬靈的前途，過於屬世的前途。
不要勉強兒女參加太多的才藝班、補習班，免得他們
的心離主越來越遠；卻要從小鼓勵他們上兒童班，
國、高中聚會，趁年幼紀念主，一生愛主，蒙主保孚。
弟兄姊妹，不要一窩蜂的想把我們的孩子栽培成李遠
哲第二，從小就要設計他得諾貝爾獎。若是有那個天
分還可以，若是沒有，你把他打扁了，也是不行。有
的孩子說，我母親一週要上一個班，我一週要上五個
班，又是電腦班，又是陶土班，又是音樂班、英文班、
舞蹈班、跆拳班。那些班其實可有可無，但有一個班
一定要，就是兒童班。從小帶到神的家中，一同來蒙
恩，長大了參加國中聚會，也可以擘餅了。一個區三、

我到現在最喜樂的，就是直到如今，我的孩子們還對主

四十位聖徒聚會，國中生也可以作見證，而且他們作

有敬畏，還能在每天清早起來有晨興，有電話晨興。甚

的見證很叫我們受激勵。 （續）

至連我最小的兒子，都能有電話晚興。他跟他的一個朋

林天德弟兄

外地消息
主在歐洲行動的簡報（八）

在2010年10月份，有個歐洲的國際特會在荷蘭舉行

在那些打發人出去移民的眾召會和新的城市之間的相
調，交通和所有聖徒們的功用都在增加。維持這個聯

。這是1/4個世紀以來在歐洲大陸所舉行的最大一次相 接借著打發人出去以及留在這個孙宙身體的交通裡，
調。超過700名的聖徒參加。許多（弟兄姊妹）見証 對於那些已經移民的聖徒們將是力量，保護和供應。
這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這是一個新的開始，為著歐
洲所有聖徒相調。也是一個恢復和榮耀為著主。

所有在主恢復裡的聖徒們都能借著禱告，奉獻，和出

去來加入到主的這個行動。所有這些年來主在歐洲的
李弟兄說，“如果一個特定地方的召會想要避免成為 行動，從始至終都是完全建立在這三個因素上。經過
死海，管道必須被挖出來，使得水可以流出去。假如 堅定持續的禱告和聖徒以及全球眾召會在信心裡的奉
一個地方的10%的聖徒們，每年可以移民出去。這就 獻，和借著許多聖徒的移民去到歐洲的各個國家生活
是允許一些必要的外流，防止對召會的毀壞。此外， 和勞苦，主已經在歐洲得到了成千的聖徒和興起了大
如果水被允許流出去，更多的水將會流入”（使徒行 約二十處的召會，為著祂的榮耀的彰顯。願主使我們
傳生命讀經，p181）。聖徒們的數量在歐洲的每個地 繼續堅定地留在這三件事裡，以至於祂能在歐洲完滿
方是小的，但同時主正在以緩慢的，穩定的，生機的 地達到祂的目標，就是預備道路為著祂的回來。
方式在行動。正如李弟兄所說，在聖經中燈台這字的
（摘自http://bbs.cgdepot.net/viewthread.php）
用法，描繪出召會給人的感覺是召會不是巨大的。我
們的經歷是，現今的移民對歐洲眾召會乃是個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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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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二十六週。
2. 本週“以賽亞書”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51~52 篇。
備註﹕下一卷召會共同追求“詩篇生命讀經” 。有意訂購者，請向各區召集人訂購繳費。每套兩冊共 RM13/-。
訂購截止日期： 26/06/2011(主日) 。
3.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本週繼續追求“講說神的話”晨興聖言 第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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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神祝福兒童排親子茶點相調，召會藉此廣傳福音。求神釋放許多小朋友及他們的家人，都能前來參與。願神使
用這樣的聚集，將救恩帶給更多的人，更多的家庭。
3. 願神祝福初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穩固在召會生活中，受牧養被成全。願神差遣我們出去喂養他們，照顧他們成
為常存的果子。

本地報告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 27/06/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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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會所集中擘餅愛筵相調聚會
日期/時間： 03/07/2011(主日)10:00am
愛筵相調地點： 大飯廳
4. 晉漢省大專成全訓練

地點： A107 會廳

日期/時間： 22~31/08/2011(22~24/08 戶外相調;24~31/08/2011 成全訓練)
地點： Bank Union Retreat/古晉會所
費用：每人 RM100/-(戶外相調+成全訓練)
報名截止日期﹕04/07/2011(週一)
備註﹕任何詢問，可向葉乃裕弟兄(H/P:0168859180)或高鶯鶯姊妹(H/P:0168687767)聯絡接洽。

外地報告
1. 姊妹相調成全訓練
日期/時間：29/08(週一)下午4:00pm開始至01/09/2011(週四)中午結束。
地點： 梳邦再也、伊甸園
報名截止日期﹕11/07/2011(週一)
2. 東馬眾召會青職相調特會
日期/時間：30/08(週二)下午4:00pm開始至01/09/2011(週四)中午結束。
地點： 詩巫、晶木酒店
對象：18~48歲青職聖徒、青職服事者、中年在職以及負責弟兄們
報名截止日期﹕11/07/2011(週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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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詩巫、晶木酒店
報名截止日期﹕31/07/2011(主日)

其它
1.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03/07)

週一晚上 (27/06)

週二晚上 (28/06)

會所/區

1－1

一會所

1－3

2.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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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

26日

二會所五區

四會所

6－4及1－5、6、7區

七月

3日

一會所

三會所

2－5 區
3－9 區
4－1、8 區
5－7、8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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