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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神的居所─禱告的殿與祂榮美的殿

本篇信息的結晶是說到神的居所，就是禱告的殿與祂

的，在地上釋放那在天上已經釋放的；這乃是身體的
禱告。我們惟有在『和諧一致』的求時，纔能有這種

榮美的殿。這其中包含五個重點：第一，聖經的中心思 禱告。我們禱告的中心題目和目標，是為著基督豫備
想乃是神在尋找一個建造，作祂的居所。第二，為這個 一個榮耀的召會，配得上祂，並滿足祂心頭的願望。
居所，神渴望得著一班可以讓祂深深進入的人。第三，
這個居所乃是召會作為禱告的殿。第四，這個居所也是 以賽亞書六十章七節說，『…我必使我榮美的殿得榮
神榮美的殿。第五，神的榮耀要在祂榮美的殿裏得看 美。』我們的神是榮美的，祂所建造的是榮美的殿，
見。
在聖經裏有一個中心思想，乃是神在尋找一個建造，就
是蒙祂救贖並與祂調和之人活的組成。神得著這班人成
為屬靈的建造，以彰顯祂並代表祂，好對付祂的仇敵，
並恢復失去的地。因此，這個建造是神心頭的願望，也
是神救恩的目標。這個建造的原則乃是將神建造到我們
裏面，又把我們建造到神裏面；也就是神與我們調和成
為一個建造，作三一神團體的彰顯。

祂的新婦也是榮美的。在神格裏所見的一切榮美、超
絕和屬性，都在於神格的三而一；是三又是一─榮美
就在於此。在基督身體團體的構成裏，有何等的榮
美、超絕和美德。我們是那得榮美之召會的一部分。
而新耶路撒冷要成為三一神終極、團體的彰顯，滿了
榮美。我們基督徒所顯出的美德，該是神聖屬性裏榮
耀和美麗的顯出；是以神性作元素，作實際，而從我
們屬人的美德裏彰顯出來。在雅歌裏，佳偶和良人都
是美麗的，他們也珍賞彼此的美麗。召會作為新婦，

神渴望得著一班可以讓祂深深進入的人，作祂的住處。 也需要美麗。而新婦的美麗，乃是來自那位作到召會
這個住處，這個殿（家），乃是召會，就是神在信徒靈 裏面的基督。我們所有的美麗，乃是基督從我們裏面
裏的居所。為著神居所的建造，主與我們的靈是一，我 照耀出來；基督在我們身上所珍賞的，乃是祂自己的
們的靈與主也是一；我們的靈是神居所建造的所在。這 彰顯。
個宇宙建造的終極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在這城裏，
神在人裏面，以人作居所；人也在神裏面，以神作居
所。

最後一個重點乃是神的榮耀要在祂榮美的殿裏得看
見。神的榮耀就是神彰顯在祂神聖的生命和性情裏。
永遠的榮耀是神救恩的終極目標。新耶路撒冷一個顯

神這個居所乃是召會作為禱告的殿。在這殿裏，神要我 著的特色，就是有神的榮耀，有神的彰顯。這城要完
們為祂的眾子，為祂手的工作，並為耶路撒冷禱告。在 全充滿神的榮耀，盛裝神並彰顯神。今天神的榮耀作
這禱告的殿裏，我們要為著完成神的願望、執行神的旨 到召會裏，祂就在召會裏得著彰顯。神的榮耀就要在
意、成就神的經綸而禱告。我們照著神的願望和想法禱 祂榮美的殿裏得看見。
告是寶貴而有分量的，這會震動陰間的門，並影響撒
(摘自台北市召會週訊）

但。討神喜悅的禱告，乃是求神成就祂旨意並完成祂工
作的禱告。我們的禱告應當是為著完成神的經綸；聖
們的禱告也必須是在升天的地位上；有了這樣禱告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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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乾渴人的需要（二）

世事世物不能解人乾渴

主 耶穌當日說這話，是有歷史背景的。當猶太人的

因著知道自己是乾渴的，許多人 就想從世界中，尋

神行了一個神蹟，叫磐石裂開，流出活水，使他們都

找解渴的路，從世事世物中，找著解渴的祕訣。然

得以喝足解 渴。這豫表有一天基督要來，祂要裂開

而，一次一次，他們換得的只是失望和更深的苦

祂的身體，流出祂生命的活水，解決一切世人心靈的

惱。因為沒有一件世事，沒有一件世物，能真正 解

乾渴。

決人裏面的乾渴，反而給人帶來更深的乾渴。

主耶穌對他們說這話，是要他們領會，他們的祖 宗

賭錢的，越賭越想賭；跳舞的，越跳越想跳；喝酒

從前在曠野飄流，曾到過無水乾旱之地，喝過從那磐

的，越喝越想喝。不只犯罪嗜好的事如此，人生 正

石流出的水。今天他們在世界的曠野走來走去，也像

當的事，也逃不出此一原則。人越富有，就越要富

當年走到無水之地，那時他們就要發現人生的乾渴，

有；越有享受，就越追求享受；地位越高，就越想

就如 他們過節的末日一樣。主耶穌要他們知道，祂

再高；事業越大，就越想要大。人生一切的努力，

已經來了，祂正在呼召他們：『來喝。』

無非都在加 強人內在的乾渴。

解決我們人生的乾渴

到基督這裏來喝

主耶穌是人生命的 救主，能解決我們人生的乾渴。

因著人是乾渴的，並且無法解渴，主耶穌就在人生

祂曾在十字架上，把身體裂開，像當時曠野裏磐石的

歡樂的盡頭，乾渴的起頭，向人高聲說， 『人若渴

裂開一樣，從祂裏面流出生命的活水。在上十字架以

了，可以到我這裏來喝。信入我的人，…從他腹中

前，主是磐石；當祂從死裏 復活時，活水就從祂裏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主耶穌這樣的呼喊，是要

面流出來，進入我們裏面，解決我們一切的乾渴。

祖宗在曠野行走時，曾經遇到無水之地；就在那時，

人知道人真實的需要是甚麼。祂要人知道人有乾
渴，但 祂有活水；人生的滿足與快樂都有盡頭，但

也許你正過著舒適的日子，朋友，也許你正在節期的

祂能無止盡的解人乾渴。節期的快樂，不能為人止

第三、四天， 然而末日必然來到。但願你記得能給

渴，更不能為人解渴；只有祂生命的活水永遠湧

你活水，能解你乾渴的，是主耶穌自己。

流，能叫人永遠不渴。

造就系列
呼求主名而得救

職事的話
在新約裏，彼得在五旬節那天，首次題起呼求主名，(徒
二 21，)應驗了約珥的豫言。這應驗是關乎神在經綸一
面，將包羅萬有的靈澆灌在祂所揀選的人身上，使他們
能有分於新約的禧年。約珥關於神新約禧年的豫言及
其應驗有兩面：在神那一面，祂在復活基督的升天裏，
將祂的靈澆灌下來；在我們這一面，我們呼求這位成
就一切、達到一切並得著一切，升天之主的名。

我們這些在基督裏的信徒，要有分於並享受包羅萬有
的基督，和祂所成就、所達到、所得著的一切，呼求祂
的名是極其需要的。在神新約經綸裏，這是一種主要的

(摘自 www.lsmchinese.org)

實行，使我們能享受這位經過過程的三一神，叫我們完
全得救。（羅十 10 ～ 13。）早期的信徒在各處都呼求
主名。對不信的人，尤其對逼迫的人，呼求主名成了基
督信徒普遍的記號。（徒九 14，21。）司提反在遭逼
迫時，曾呼求主名，（徒七 59，）這必定使逼迫他的
掃羅印象深刻。（徒七 58 ～ 60，二二 20。）然後，不
信的掃羅以他們的呼求為記號，逼迫那些呼求的人。
（徒九 14，21。）等到他被主得著以後，那把他帶進
基督身體交通裏的亞拿尼亞，立刻囑咐他要呼求著主
的名受浸【徒二二 16】，向人表明他也成了這樣呼求
的人。
（摘自使徒行傳生命讀經，第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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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給待婚弟兄的交通（四）

從那一天起我們學了一個秘訣—有什麼事情，都要

話頂過去：「妳怎麼可以這麼說我？」她馬上手術刀砍下

帶到主前，而且不要帶到孩子的面前爭吵。要吵也要等

來，一點都沒有消毒：「你比我所說的更壞！」弟兄姊妹，

到孩子睡覺。所以我的孩子們到了小學三、四年級，從

你說我該怎麼辦？要不要掀桌子呢？我實在受不了，但

來沒有看過我們吵架。有一天老師問他們：「你們父母

我知道不能發作，我就跑回房間，呼喊主，馬上跪下來。

從來沒有吵架的舉手。」我的孩子傻傻的舉手，全班只
有他一個舉手。全班都說：「你說謊，你說謊，怎麼可
能你父母沒有吵架？」他就說，真的呀！結果他老師來
訪問，我們就跟他老師傳福音，他們老師也跟著我們呼

一跪下來，主就對我說話了：「你常說你是罪人中的罪
魁，你姊妹才講兩句話，你就受不了了，你太驕傲了！」
我就向主認罪、悔改。我姊妹跑到另一個房間。我向主認

求主名。我孩子天天快快樂樂的去上學，都不曉得昨天

罪後，就開始唱詩歌。我姊妹一聽到我唱詩歌，就知道颱

有颱風過境。我們常常颳小颱風，孩子們都沒有接到警

風警報解除了。她也不敢跟我說對不起，趕快溜出去，買

報。因為我們颳一颳，就一同跪到主面前。有人說我們

了一些我喜歡吃的東西，回來握著我的手，說：「我就知

是神仙夫妻，但我要說，我們都是罪人，罪人中的罪魁， 道凡事都過去了。」凡事要用恩典和智慧來處理。所以有
地上沒有所謂神仙夫妻。
風暴不要怕，有主在船裡，我們就不怕風暴。無論風暴多
有一次那真的是颳大颱風，幸好孩子們沒有在場。不曉

大，把主請出來，
「主阿，求你帄靜風和海。」「住了吧！

得是什麼事，那一次我姊妹很生氣，她講的一句話，是

靜了吧！」一切就風帄浪靜了。（續）

所有的弟兄都受不了的。她說：「你從結婚到現在都沒
林天德弟兄

有變！」姊妹算帳都是從結婚算起的。我心想：「結婚
十年，都沒有變？這太冤枉人了吧！我已經盡量在變
了，妳還說我到現在還是零分。」我受不了，馬上一句

外地消息
主在歐洲行動的簡報（五）
關於移民，李弟兄說，“我鼓勵你們都拿起這個負擔

在1981年的一次特會中，李弟兄說到，“在一些年
以后，在那裡將會有小的見証在許多國家出現。一個
地方兩個，他們或是學習，或是工作，或是傴傴接觸
人，將會至少把十個人帶給主。然后，那裡會將有一
起的12個聚會作為小燈台。一個燈台不是像燈塔一樣
大;我相信聖經用燈台來預表召會，是為了給我們看
到，召會不是一個大的事物（東西）。”(世界局勢和
主行動，p84)。李弟兄的將會已經在我們經歷裡面得到

出去移民。我們需要移民不單是為著我們生活的原
因，也要為這福音的緣故。主呼召亞伯拉罕，亞伯拉
罕就移民了。亞伯拉罕在跟隨主時一無所缺。同樣，
如果我們為著福音的緣故出去移民，主將顧到我們的
需要。為著福音移民就是為著主移民，因為福音實際
就是主自己。第一個事例在使徒行傳八章裡，就是門
徒為著福音的傳揚出去移民”（使徒行傳生命讀經，
pp.181-182 英文版）。

了証明。新的燈台已經在荷蘭的德爾夫特市，意大利 我們相信主已經祝福了所有到歐洲移民的聖徒們，這
的米蘭，西班牙的穆爾西亞，瑞士的伯爾尼，土耳其 些聖徒們是因著祂身體肢體的禱告。願祂繼續債倒祂
的伊斯坦布爾和英國（聯合王國）的布裡斯托爾，切 的祝福並且在每個城市裡得著發光的燈台。
爾姆斯福德，普雷斯頓建立了。
(摘自http://bbs.cgdepot.net/viewth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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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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二十二週。
2. 本週“以賽亞書”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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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週。

禱告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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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著六月一日，二日東馬相調大會代禱。
3. 願中壯年的弟兄姊妹答應主的呼召，參加在美里 的中壯年班成全訓練。

本地報告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 30/05/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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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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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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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地報告
1. 馬來語相調特會
日期/時間： 22/07(週五)晚上 7:30pm 開始至 24/07/2011(主日)中午結束。
報名費：每人 RM20/-

地點： 沙巴、根地咬召會會所

報名截止日期﹕04/07/2011(週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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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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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
1. 作餅服事--請一會所三區（1—3）服事餅杯的聖徒們今天安排時間來會所作幾片大餅供 05/06(主日)全召會集中
擘餅特會用。
2.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05/06)

週一晚上 (30/05)

週二晚上 (31/05)

會所/區

6－2

三會所

4－1

3.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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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

29日

二會所四區

一會所

6－5、6、7及1－5、6、7區

六月

5日

全召會集中

2－1 區
3－5 區
4－1、8區
5－4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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