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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從救恩之泉歡然取水

神在祂經綸裏的心意，是要作活水的泉源，源頭，將

必頇按照神聖別的性情，我們的行動必頇按照祂神聖的
經綸；這就是尊祂為聖；不然，我們會在言語和行動上

祂自己分賜到祂的選民裏面，作他們的滿足和享受。這 背叛祂並得罪祂。我們需要領悟，當神的子民有難處時，
享受的目標，是要產生召會，神的配偶，作神的擴增， 他們所需要的乃是神實際的救恩，就是經過過程的三一
神的擴大，好成為神的豐滿，使祂得著彰顯；這是神在 神自己作為活水。
祂經綸裏的心願，喜悅。約翰四章十四節下半啟示湧流
的三一神—父是源，子是泉，那靈是湧流的川，結果帶 『你們必從救恩之泉歡然取水』（賽十二 3），我們需要
進永遠生命的總和，就是新耶路撒冷，作神永遠經綸的 認識源和泉的不同。源是源頭，泉是源頭的流出，河是
流。在聖經裏，泉表徵在復活裏從神流出來，流入祂選
目標。
民裏面的生命。『救恩之泉』含示救恩是源頭。救恩之
我們需要領悟，神的子民一缺少作生命水之生命的靈， 泉的源頭是源，而那源是救恩。泉就是基督，從源流出，
就會有難處；當神的子民有豐盛之拯救的靈作為活水， 成了江河，就是那靈。經過過程的三一神是源，是泉，
他們中間的難處並與神之間的難處，就得著解決。基督 也是生命水的河；神作我們的救恩是源；基督是救恩
藉著成為肉體，來到地上作磐石；祂在十字架上被神公 之泉，給我們享受並經歷；那靈是在我們裏面這救恩的
義律法的權柄擊打，完成神的救贖，而從祂被扎的肋旁 流。接受主作我們的救恩，是從救恩之泉取水；這水進
流出血與水來。血是為著我們法理的救贖，救我們脫離 到我們裏面，就滲透、流經我們全人，被我們吸收，甚
罪的愆尤；在復活裏生命的水是為著我們生機的拯救， 至成為我們。
救我們脫離罪的權能。祂的肋旁被扎，流出活水給神的
子民喝；這活水是在復活裏生命的水，就是包羅萬有、 我們這些在基督裏的信徒，需要看見如何從救恩之泉取
賜生命的靈，作三一神終極的流出。

水，好喝生命的水並湧流生命的水：我們已被擺在喝一
位靈的地位上，因此要切慕到主這裏來，求主把活水賜

基督既已被釘十字架，那靈也已賜下，基督就不需要再 給我們，就是我們在人的靈裏並在真實裏，接觸那是靈
被釘了，就是不需要再次擊打磐石，使活水流出；我們 的神。我們需要信入主，藉著向主說話，憑主說話，為
要從釘十字架的基督接受活水，只需要『拿著杖』，並 主說話，在主裏並同著主說話，而從救恩之泉歡然取水。
『吩咐磐石』。拿著杖就是在基督的死裏與祂聯合，並 我們要操練不住的與主說話，認自己的罪，在主裏常常
將基督的死應用在我們自己身上和我們的處境中。吩咐 喜樂、讚美、感謝並呼求主名，向主歌唱。我們需要傳
磐石，就是向基督這被擊打的磐石直接說話，求祂基於 福音，使人知道基督所完成的，並在召會的聚會中盡功
那靈已賜下的這個事實，將生命的靈賜給我們。我們若 用。我們也要讓主在我們全人裏面居首位，照著神聖的
將基督的死應用在自己身上，並在信心裏求基督賜給我 性情作每件事。
們那靈，就必得著活的靈，作為生命全備的供應。摩西

(摘自台北市召會週訊)

向百姓動怒，又錯誤的擊打磐石兩下，就是沒有尊神為
聖；神沒有動怒，摩西卻動怒，沒有在神聖別的性情上

週刊目錄：

正確的代表神；他擊打磐石兩下，沒有遵守神在祂經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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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誰說我是罪人?

我參加過幾次福音聚會，常常聽基督徒說我們是罪

神是說，從亞當生的就是罪人。不管你是怎樣，只要

人。我又不偷又不搶，怎麼是個罪人？聖經對罪人的看

為犯罪的罪人；你如果沒有犯罪，或者說的準一點，

法如何？

你如果少犯罪，你就稱作道德的罪人，少犯罪的罪人。

你是從亞當生的，你就是罪人。你如果犯罪，你就稱

或者你如果是高尚的，你就是高尚的罪人。如果你看
到底誰是罪人？許多人會這樣回答：犯罪者是罪人。

自己是聖潔的，你就是聖潔的罪人。你還是罪人。今

我們若是去查韋氏大字典，恐怕也是這樣說，犯罪者是

天人有個最大的錯誤，就是以為犯罪的人纔是罪人，

罪人。但是我們若是讀聖經，我們就得把這句話更正過

不犯罪的人就不是罪人。沒有這樣的事！不管我們犯

來。不是『犯罪者是罪人』，乃是 『罪人犯罪』。羅

罪還是不犯罪，只要我們是罪人，我們就是罪人。只

馬書五章十九節說，
『藉著一人的悖逆，多人構成了罪

要我們是亞當所生的，我們就是罪人。人不是因為犯
人。』這裏的一人，是指亞當。亞當是全人類的始祖。 罪所以成為罪人，而是因為是罪人，所以纔犯罪。不
亞當的悖逆墮落，使他接受了撒但邪惡的性情，就是 要以為我們犯了罪纔是罪人。不，我們老早就是罪人
罪，而這個罪的元素，也就使所有的人都被構成為罪

了。不是犯了罪纔是罪人。我們必頇把根本弄清楚。

人。因此，所有從亞當生的都是罪人。就著裏面的構成

整本聖經只有羅馬書五章十九節告訴我們，誰是罪

說，我們眾人乃是罪人。我們寫履歷的時候，有兩樣東

人。聖經在別的地方都是告訴我們罪人作了甚麼；只

西是必頇填的，一個是籍貫，一個是職業。從神來看， 有這一處經文清楚的說到罪人是誰。罪人可以作千千
我們的籍貫是罪人，我們的職業就是犯罪。因為我們的 萬萬的事，也可以一件事都不作，但只要他是亞當所
籍貫是罪人，所以犯罪也好，不犯罪也好，我們就是罪

生的，他就是罪人。願我們都能認清這個事實，而轉

人。

向神，接受祂得救恩。

世上有兩種罪人：一種是犯罪的人，一種是道德的罪

（摘自 www.lsmchinese.org）

人。不管是犯罪的罪人，還是道德的罪人，都是罪人。

造就系列
過召會生活是最好、最高尚的娛樂

我知道在職的艱難，有多方面的壓力，還加上多方的

也敗壞了社會的風氣。我們基督徒卻不是這樣，我們乃

詴誘，要在職的得勝實在不容易。爲此，我願意和你們

們也享受物質的生活，簡單、清靜、安然自在，不憂慮、

交通到兩件事。第一，基督徒喫苦、爲難的時候，比較

也不招罪，自己蒙福，對別人也有益處。

是學習過一種不窮不富的生活，有衣有食就當知足。我

能倚靠主；但什麽時候一順利、安逸，就難了。…第二，
最難得、最高尚的基督徒，乃是在貧窮的時候能應付， 神的創造是有定律的。若是一個人只曉得作事，沒有夠
到富足的時候也能應付的基督徒。…大多數在職的青年 多的休息，那過不多久就不行了。人是一定要有娛樂
從學校畢業后，都拼命的掙扎、奮鬭，好成家立業，開

的。按著我的人生經驗來説，最好、最高尚的娛樂就是
創自己的前途。每一個人都想致富，過富裕的生活…。 過召會生活。召會生活不僅叫人喜樂、滿足，並且使人
我在這裡既不是鼓勵你們發財致富…安於現狀，我乃是 道德水準提高。世上許多的娛樂雖有樂趣，但結果卻叫
盼望你們一直操練過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這樣的生

我們受虧損，甚至有的還會玷污我們，使我們道德墮

活不窮也不富，不困苦也不安逸。聖經給我們看見，神

落。惟獨召會生活是叫我們蒙恩受福，對我們身、心、

所創造的人，他所有的乃是一個有本分、有責任、有義

靈都有益處。我們這一生若不好好過召會生活，愛主，

務、有享受的人生。他的本分、責任和義務乃是爲著他

事奉主，這不僅對我們自己，對家庭、對兒女都有很大

的生存，而他的生存該是一個享受。一個人窮困了，難

的影響，其中所受的虧損是難以計算的。

得有享受；但一個人有了錢，也不一定有真實的享受；
喫得太好，穿得太講究，反而招罪。有的人錢一多，就
亂花錢，不但害自己，也害別人；不但敗壞自己的德行，

（文字組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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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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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筵

第二堂

第三堂

10:00am~12:00pm

6:00~7:15pm

7:15~9:1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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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餅杯服事

二會所

分佈圖(待敲定)

招待服事

六會所

兒童照管服事

三會所

五會所

二會所

一會所

四會所

六會所

一會所

二會所

三會所

飯後整潔/恢復場地：
車輛指揮服事

五會所

會所巡邏服事

四會所

四、五、六會所及
哥漢、倫樂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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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詵歌與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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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地消息
關於印度及尼泊尔的開展報告
印度

尼泊尔

印度有 90 處地方召會，大約 4000 位聖徒。聖徒

尼泊尔是世上唯一一個以印度教為官方國家宗教的

們為了召會的擴展繁增正在操練实行神命定之路。

召會（加德滿都 Kathmandu、馬迪 Miedi 和 Darding

自 2009 年 11 月以来，德里大學有超過 120 位的學

Beshi) 建立起來，主日通常有 180 位聖徒聚集。

生和教授受浸归入主名。這些新得救的聖徒大多数

這些召會是藉著韓語聖徒們的勞苦所建立的。2009

（80%）留在召會生活中。這些常存的果子在聖徒

年 12 月，5 位弟兄和 5 位姊妹從其他亞洲國家奉差

們的照料之下享受職事的丰富供应，參加家庭聚

遣到尼泊尔第二大城市博克拉(Pohkara)。到今天，

會、小排聚會、恢复本聖經學习小組，以及主日的

110 多位尼泊尔當地人得救受浸，其中許多是高中

擘饼聚會。结果是更加生機地结果子。許多來到我

生、教師和學生們的家長和家人。現在聖徒們在顧

們中間聚會並受浸的新接觸的人竟是由其他剛剛受

惜和餵養這些新人上勞苦，好使他們完全被牧養進

浸的信徒帶來的！這些新信徒來自穆斯林、佛教和

入召會生活。

印度教等不同的背景。

國家。主在這裡信實地傳揚祂的見證，已經有 3 處

（摘自 http://www.flyingeagl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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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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四十五週。
2. 本週“創世記”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100~101 篇。
3.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本週繼續追求“以賽亞書結晶讀經”晨興聖言第八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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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1/2010(週一)晚上 7:30~9:15pm
地點﹕A107 會廳(華語)/ A105 會廳(英語)
2. 週二禱告聚會──按區/會所集合禱告將由各會所自行交通決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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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會所/
服事小組

21/11
(主日)
召會
伙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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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小六生一週成全訓練召見通啟─召見小六生組長
日期/時間﹕07/11/2010 (主日)下午 3:00~5:00pm

地點﹕A107 會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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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11 年青職戶外相調聚集
日期： 30/4-2/5/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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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妥連同費用一起交到办公室。
報名截止日期﹕15/11/2010

外地報告
1. 紐西蘭、威靈頓召會 19 位大專聖徒(包括服事者)來訪
來訪日期﹕06~09/12/2010 (週一至週四)
2. 檳城四個月短期成全
日期： 27/12/2010 至 27/04/2011

地點：在檳城的召會

報名截止日期﹕22/11/2010

備註：報名相關詳情，請到 A 一樓佈告欄查閱。

其它
1.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14/11)

週一晚上 (08/11)

週二晚上 (09/11)

會所/區

1－6、7

四會所

6－4

2.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會所/區

3. 各會所/區扶持倫樂、石隆門、哥漢時間表
日期

地方

14/11

21/11

6－1及1－4、9區

倫樂

五會所

2－7

2－5區

石隆門

3－3區

哥漢

一會所
07/11
五會所

二會所
14/11
六會所

（陳為信家）

（林巧華家）

4－6、7區
5－4區

（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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