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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為著新的復興，在生命復興的原則裏享受基督作為嫩條和枝子，
好在基督裏長大，並作為旌旗和旗號，好繁殖基督

我們查讀以賽亞十一章一至十六節時，著重的不在

藉著我們裏面所是的神聖變化，我們就能實行身體

於其將來的應驗，乃在於生命復興的原則；十一章描

生活，在其中滿對神的認識，基督的帄安在我們心裏

寫恢復和復興的情景。首先我們需要在生命復興的原

作仲裁，並且一切都變得甜美、和帄、可愛。

則裏，享受基督作為從耶西的本所發的嫩條，並作為從
耶西的根所生的枝子。因為大衛家如同被齊根砍倒的
大樹，而基督被豫表為這樹本所發的嫩條。基督在成為
肉體裏，如同從耶西的本所發的嫩條來臨時，乃是大衛
受剝奪並『被砍倒』之王室的復興。按照我們的想法，
基督有兩次的來臨，但按照神的看法，祂只差遣祂的兒
子一次而已。當耶穌出生時，那就是神差祂兒子到地上
的開始，這個差遣仍在進行中，並要完成於人子公開來
臨到地上時。而祂受神差遣的完成，乃是在三方面達成
的：藉著祂對召會的建造，藉著祂對以色列的豫備，以
及藉著祂對列國的調整和審判。

再者，藉著我們裏面對基督的享受、我們在基督裏的
長大、以及我們繁殖基督，祂就成為向著眾民的旌
旗，以及向著列國的旗號，為著新的復興。基督作為
旌旗，其上滿有關於召會振興和復興之事的解釋、描
寫和指示。基督作為向著列國的旗號，乃是大磁鐵，
招引、吸引、呼召、集合、招聚全地的人到祂面前。
以賽亞十一章把基督作為嫩條和枝子，與基督作為
旌旗和旗號配成一對。在召會生活中，當基督這嫩條
在我們中間越長越大時，這長大的嫩條就成了旌旗，
向地上的眾民描寫、解釋、標明、甚至指示，基督之
於神子民的所是。這同一位基督作為枝子，長大成為

從耶西的本所發的嫩條，指明在新鮮裏生命的復興能

旗號，呼召並聚集地上的列國。基督是向眾民所立的

力。從耶西的根所生的枝子，指明生命隱藏加深的能

旌旗，並向列國所高舉的旗號，藉著將國度的福音傳

力，連同生長的能力和結果子的能力。基督這嫩條和枝

遍天下，帶進神子民在同心合意裏的歸回，並外邦人

子乃 是充滿耶和華的靈，就是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

的歸順。

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因著這靈有七
個項目，我們可以說祂是七倍加強的靈，就是三一神在
召會裏的同在。

願我們彼此勉勵，在這些日子裏，我們需要全心注意
包羅萬有的基督，祂是神聖的三一為著將祂自己分
賜到祂選民裏面之行動大輪的中心和普及。在為著

基督這從耶西的本所發的嫩條，和從耶西的根所生的

主恢復的召會生活中，我們必頇有生命的復興，享受

枝子，施行耶和華的行政。基督這生命無論在那裏有新

基督作為嫩條和枝子，好在基督裏長大，並作為旌旗

鮮和深入的生長，那裏就有那靈同著祂的豐富，那裏就

和旗號，好繁殖基督。

有神公義公正的政權，並且就有生命的復興。耶和華的

(摘自台北市召會週訊)

行政帶進生命的復興，其中每個人的性情，都藉著基督
這內住、七倍加強的生命之靈的復興、加深、生長、並

週刊目錄：

結果子的能力而有改變。如同在復興的時代，野獸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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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人、不害物。因為召會生活是來世的豫嘗，所以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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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亞十一章將要發生的事，應當在我們中間成為豫嘗。
在我們中間應當沒有『豺狼』、『獅子』、『毒蛇』等。

1

福音系列
耶穌給你甚麼?

耶穌給你甚麼？ 赦罪帄安,不變的愛,神的生命

使我們的心受盡了冷酷的摧殘；我們需要一個完
美不變的愛。耶穌將神的大愛賜給我們，使我們能

這三樣東西,惟有從耶穌纔能得到。

永遠沐浴在這廣大、浩瀚、完美、無缺的神聖大愛
中。

一、 赦罪帄安：『惡人必沒有帄安』這是神定的心
理定律。人無論怎樣自尋解脫，都無法得到真正內心
的帄安。你若沒有真帄安，就證明你有罪。你雖不承
認有罪，但你得承認你沒有真帄安。正如人有病身體
就不舒適，你雖查不出有病，但你身體的不適就足證
你必定有病。故請你不要自欺。耶穌為罪人流血贖
罪，請你速來投靠，必獲赦罪帄安。

三、 神的生命：神的生命是神聖無罪的，使我們
能過光明聖潔的生活。神的生命是豐盛充實的，使
我們脫離虛空困乏的人生。神的生命是大能剛強
的，消除我們的軟弱和頹廢。神的生命是永遠的生
命，因此我們得以步入永存、不朽、榮耀無比的生
命之途。
（摘自 www.lsmchinese.org）

二、 不變的愛：滿足人性最大要求的，不是金錢而
是『愛』。但世間所給我們的愛，都是殘缺而易變的，

造就系列
Being Revived and Overcoming

First, we must be revived every morning. At the end of

cleanse us with His blood so that we can maintain the
condition of being filled with the Spirit. Then, we walk
a day is the night, and after the night is passed is the according to spirit (Rom. 8:4). Our outward movement
morning. Every morning we should have a revival from is governed by the inward spirit. We also live Christ
the Lord, a new beginning. For
(Phil. 1:21). This is our daily
this reason, we should be calling
If we would practice the fore- life. If we would practice the
on the Lord and contacting Him
foregoing three items - calling
going three items—calling on
immediately upon rising in the
on the Lord unceasingly, dealing
morning, and enjoying the Lord the Lord unceasingly, dealing with sins and being filled with
with sins and being filled
and absorbing His rich supply
the Spirit at all times, and walkusing two or three verses.
with the Spirit at all times,
ing according to spirit - spontaWhether it is ten minutes or
and walking according to
neously the issue is living
twenty minutes; it is still all
Christ. Then we speak the Lord
spirit — spontaneously the
right. It is like eating breakfast.
everywhere at every time (2
issue is living Christ.
At any rate, we have to eat the
Tim, 4:2). Whether it is in seaspiritual food every morning
son or out of season, whether it is convenient or inconbefore the Lord so that our spirit is filled every day.
venient, we still need to speak the Lord to people, to
testify for the Lord. If we would do this, spontaneously
Second, we must live an overcoming life every day we will live an overcoming life. The first two items are
through calling on the Lord unceasingly (Rom.10:12). concerning ourselves that we may be equipped. The
Regardless how busy we are, we may still call from our following items are the living we ought to have for our
heart. saying, “Oh Lord Jesus!” We also must deal with serving the Lord.
sins and be filled with the Spirit at all times (Acts 13:52).
(Abstracted from Messages
As long as there is even a little in the way of trespasses,
Given to the Working Saints, pp. 42-43)
falsehood, or sins, we should confess and ask the Lor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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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與希臘訪問之旅 (Trip to Turkey & Greece)
日期： 2011 年 3 月 18 日至 4 月 1 日
意義：土耳其與希臘乃使徒保羅盡職主要的地區。土耳其也是啟示錄中七個召會所在的地方。安
提阿是以色列之外第一處的地方召會，腓立比則是福音傳到歐洲的第一個站口(將到呂底亞
禱告的地方）。除了許多初期召會緣起的古蹟，土耳其與希臘也富有人類文明的原點與發
跡。其中包括語言（希臘文）、哲學、帝國興衰事蹟、建築、宗教（如泛神論）等等。今
天這兩國也有幾處地方召會；因此，我們也會安排行程會見當地的聖徒。
行程：還在預備中，訪問地方包括啟示錄中的七個召會，安提阿，大數，伊斯坦布爾，腓立比，
卡帕德西亞、哥林多，雅典等等。
對象：古晉市召會聖徒為優先。名額一滿就不再接受報名。(名額 40 位為限)
費用：全程費用大約是 RM9500（尚未確定）。
報名：請向陳芳堯弟兄或李美光弟兄報名。
預告：將會向參加者收押金，也將會有訪問之預備聚會（所有參加者都務必出席）。

古晉市召會年終數算主恩相調特會
日期： 25~26/12/2010(週六至主日)

地點： A 棟二樓大廳

愛筵場地： A 棟三樓

25/12(週六)

日期/時間

26/12(主日)

第一堂
10:00am~12:00pm

愛 筵
6:00~7:15pm

第二堂
7:15~9:15pm

第三堂
10:00am~12:00pm

信 息

場地佈置：

三會所

集中擘餅

“展覽”會所/召會

一會所

一、二、三會所

四會所

五會所

(每個單位限20分鐘)

二會所

倫樂召會

六會所

石隆門

2011展望交通

節目/事項

哥漢召會

各會所愛筵場地
分佈圖(待敲定)

餅杯服事
招待服事

六會所

兒童照管服事

三會所

車輛指揮服事

五會所

會所巡邏服事

四會所

飯後整潔/恢復場地：
四、五、六會所及
哥漢、倫樂召會

二會所
五會所

二會所

一會所

四會所

六會所

一會所

二會所

三會所

會所負責弟兄－ 弟兄們有禱告與交通，策劃會所的展覽，並且帶領聖徒們來預備，好共同有分。
展覽規範：各會所 2010 年簡報（5 分鐘），各專項蒙恩見證（12 分鐘），負責弟兄帶領聖徒們宣告
（3 分鐘）。若無宣告，會所弟兄們可決定如何使用這時間。
備註： 1. 將提供特會手冊（詩歌與信息）。此手冊將由文字組負責。會中也將提供私下翻譯。
2. 十二月 5 日（主日）下午 3:00pm 將有一次擴大弟兄們的交通在 A105 會廳。

小六生一週成全訓練召見通啟
1. 召見小六生與其家長（2010 年小六一週訓練）
日期/時間： 06/11/2010（週六）晚上 7:30-8:30pm

地點： A107 會廳

備註：所有報名參加的小六生與其家長務必出席，小牧人也鼓勵陪同出席。當晚會分發小六生的通知
書，以及簡介有關小六一週訓練的重要事宜。
2. 召見小六生組長（2010 年小六一週訓練）
日期/時間： 07/11/2010（主日）下午 3:00-5:00pm
備註：所有報名的小六組長務必出席。

地點： A107 會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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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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四十四週。
2. 本週“創世記”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98~99 篇。
3.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本週繼續追求“以賽亞書結晶讀經”晨興聖言第七週。

本地報告
1.“以賽亞書結晶讀經”錄影追求兼禱研背講成全聚會 (即每週一例常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01/11/2010(週一)晚上 7:30~9:15pm
地點﹕A107 會廳(華語)/ A105 會廳(英語)
2. 週二禱告特會──全召會集中在 B 二樓大廳。
3. 全召會集中擘餅聚會
日期/時間： 07/11/2010 (主日)早上 10:00am
餅杯服事：一會所
兒童照管服事：二會所
招待服事：五會所
會所巡邏服事：六會所
4. 召會兒童核心團事奉交通

地點： A 棟二樓大廳
車輛指揮服事：四會所

日期/時間： 04/11/2010 (週四)晚上 7:30pm

地點： A106 會廳

5. 2010 年小六生一週成全訓練膳食服事一覽表(每個會所服事當天的早、午、晚餐)
21/11
(主日)
召會
伙食組

日期
會所/
服事小組

22/11
(週一)

23/11
(週二)

24/11
(週三)

25/11
(週四)

26/11
(週五)

27/11
(週六)

一會所

二會所

三會所

四會所

五會所

六會所

28/11
(主日)
召會
伙食組

6. 2011 年青職戶外相調聚集
日期： 30/4 - 2/5（週六至週一）

地點： Hilton Batang Ai 渡假村

報名：請到召會辦事處領取報名表格（一個單位一張表格），填寫並且繳費。
注意：報名表格只有六十張（因只預定六十間房間）；以『先報先得』為原則。
7. 全召會青年在職座談
日期/時間： 20/11/2010（週六)晚上 7:30 – 9:00pm
題目：神的旨意與人的職業

地點： A107 會廰

對象：所有青職聖徒與朋友，社區家庭與大專生（特別是將要畢業的）

內容：唱詩、短篇信息、見證、問與答及點心

其它
1. 緊急通告
一輛 Kancil EX660(車身淺灰色)車牌 QAB3546，從 2010 年 9 月 4 日停泊在 A 棟地下室停車場至今，未有人認領。
舉凡任何聖徒知其車主，請於今天，最遲明天( 01/11/2010)聯絡鄧思傑弟兄(0168882240)或田優威弟兄
(0146996589)，逾期將報警拖車，恐怕是賊贜，牽連召會!
註：今後，所有在大會所“過夜”的車輛，請務必要通知以上兩位弟兄。
2. 作餅服事
請三會所三、四區（3—3、3—4）服事餅杯的聖徒們今天安排時間來會所作幾十片小餅、幾片中餅及幾片大餅供
07/11(主日)全召會集中擘餅聚會用。
3.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07/11)

週一晚上 (01/11)

週二晚上 (02/11)

會所/區

6－4

三會所

6－3

4.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會所/區

三會所
6－5、6、7
（A棟二樓大廳） 及1－2、3區

2－4區

3－2區

4－2、4區

5－2、3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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