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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活在新造的實際裏

賽亞書的頭卅九章，主要是專注於舊造；而後面的廿
七章，乃是以新造為中心。第四十章啟示福音的宣揚，
為要使人藉著重生和變化，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為神（但
不在神格上），為著產生新造。何為新造？說召會是新
造，或基督的身體－基督的彰顯－是新造，固然是正確
的，然而我們必頇領悟，新造基要的意義是人調和著三
一神。相對的，舊造是由神所創造的許多事物所組成，
但這些事物沒有神在其中，也沒有神與之調和，且沒有
神的生命和性情。

是一個等候神的人，願意了結自己，停下自己的生活
、工作和行動，接受神在基督裏作生命、人位和頂替
。他這樣等候，就使他重新得力，甚至到一個地步，
如鷹展翅上騰。鷹的翅膀是四活物配搭並且行動如一
的憑藉；這表徵配搭不在自己裏面，乃在神裏面，藉
著神聖的能力、神聖的力量、和神聖的恩典，也在祂
能力的覆庇、遮蓋之下。他是這樣一個變化過的人，
不僅行走奔跑，更在諸天之上翱翔，遠超每一屬地的
阻擾。在保羅身上，舊造已經被了結、解雇並頂替，
現今新造就在此與基督同在。願我們都像保羅那樣，

我們如何活在新造的實際裏？一、憑生命的靈對付肉體

絕對的在新造裏！

。二、憑父的愛捨棄世界，完全轉向神，以神為一切。
三、藉著子的話擊敗仇敵撒但。四、為著基督的身體，
憑復活的大能經過死，向己死。五、不再寶貴我們的所
是和所能作的，而是更多享受祂作恩典，且為我們作一
切的事。

為了活出新造的實際，願我們都接受保羅的話：絕對
的在基督裏，使我們成為新造；讓舊事過去，使一切
都變成新的（林後五17）。並且受割禮不受割禮，都
無關緊要，要緊的乃是作新造（加六15）。

為此，我們也當成為新約福音的祭司，猶如施浸者約翰

(摘自台北市召會通訊）

一樣。他在事奉和生活上有所轉變，不論是在所獻的祭
物上或在吃、住和穿的事上，他都願意轉，因而能帶進
新造的實際。他所盡的新約祭司職分，乃是傳悔改的浸
，使罪得赦。我們是新約的祭司，當獻上得救的罪人為
祭物；使人在基督裏，同著基督，並與基督是一，作為
基督的擴大，成為新造的一部分而獻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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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四十章廿八至卅一節啟示一個重生、變化的人，
永遠的與神是一，完全在新造裏。與在新造裏重生且變
化的人相比較，希西家雖敬虔卻仍在舊造裏。在新約中
的使徒保羅是本章所描述之活在新造實際裏之人最好的
代表。他經歷疲乏，主賜能力；無力，祂加力量。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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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世上為何有苦難？從日本強震談起 (二）

惡人亨通是暫時的

知道生命的脆弱，我們更該珍惜生命。曾經，中國政

協主席賈慶林來到知名作家楊絳家中，看望這位即將
因為神的審判有些是暫時的，有些是終極的。所以有 百歲華誕的老人。賈慶林對楊絳說，「您是國家的寶
些人即使有罪且邪惡，卻仍能亨通順遂一時。但審判 貴財富，我們衷心祝願您健康長壽」
是公義的，只是時間表不在於人，乃在於按公義審判
天下的神。
日本大地震成為我們的提醒 提醒我們生命有多脆弱

年過九旬，楊絳也為世人呈獻了閃耀著她人生智慧的
話。這位國家財富，他在晚年的著作《走到人生邊
上》說：「我正站在人生的邊緣上，向後看看，也向

日本發生毀滅性大地震及海嘯之後，美國總統歐巴馬 前看看。向後看，我已經活了一輩子，人生一世，為
在白宮召開臨時記者會說，這起震災「真的令人心 的是什麼呢？我要探索人生的價值。向前看呢，我再
碎」。歐巴馬還說，「今天的事情提醒我們，生命有 往前去，就什麼都沒有了嗎？」
多脆弱。我們的心與日本及亞太地區友人同在。在他 人類雖渺小，人生雖短暫；但人為萬物之靈，可以探
們擺脫這起悲劇，恢復正常生活並重建之際，我們將 索人生的價值。最後，以這句話作為結束，與讀者一
支持他們。」筆者非常贊同歐巴馬的談話，這樣的災 同思考，『人生一世為的是什麼？我要探索人生的價
難，是全地與全人類所當共同受的。既是如此，我們 值。』
確實該有「令人心碎」的同理心。更需要受提醒：
(摘自http://www.facebook.com/luke54.org)

「生命有多脆弱」。
提醒我們探索人生的價值

造就系列
心得安慰好看見基督的異象

歌羅西二 2 ：要叫他們的心得安慰，在愛裡結合一
起，以致豐豐富富的在悟性上有充分的確信，能以完
全認識神的奧祕，就是基督。
職事的話
要使人的心在愛裡和別人結合一起，與情感有關；要
豐豐富富的在悟性上有充分的確信，與心思有關。我
們若沒有一個正確的心，就不能接受關於基督的啟
示。我們要看見基督的異象，就需要我們的心得安慰、
受顧惜，並與別人在愛裡結合一起，以致豐豐富富的

現在我們能明白，為甚麼保羅竭力奮鬥，要叫歌羅西
人的心得安慰。他知道這是惟一能叫眾聖徒在悟性上
有充分確信的路。這確信使我們完全認識那是神奧祕
的基督。願主天天顧惜我們的心，使我們有健康的召
會生活。當我們的心喜樂時，似乎所有的弟兄姊妹們
都非常好！但我們的心不喜樂時，情形就正好相反。
我們的心受到主的顧惜，這是何等的重要！只有當歌
羅西人的心得安慰之後，他們纔能接受關於基督的啟
示。
（摘自歌羅西書生命讀經，第 173 ～ 174 頁）

在悟性上有充分的確信。豐豐富富的在悟性上有充分
的確信，等於完全認識神的奧祕，就是基督。當我們
的心得了安慰，我們的心思正常的盡功用，我們對基
督是神的奧祕就會有完全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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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學生相調特會

感謝主，在已過的3月13日至15日，主祝福了在三馬丹PalmBeach的學生相調特會。這次的特會共有137位聖徒報
名。
在這次特會裏，服事者用主的話供應並提醒學生該注意的點就是靈要剛強。學生們都很享受這樣的交通。經過這
次的特會，學生們都願意在會中學習操練靈，釋放靈，好使他們的靈越過越剛強。
我們期待下次的特會，願主祝福祂的召會，祝福青年人。
學生服事者

外地消息
主在法国，波爾多召会的情形

波爾多目前正常聚會的聖徒約有十五位，大多是三年

因素；主的恢復在美國和遠東已經生根，但在歐洲仍是

內得救的。除了主日擘餅和申言聚會外，週一有禱告事 一片空洞。…在敵基督和人類政權的集大成被砸碎這事
奉交通，週二 有福音小排，週四有姊妹聚會，週五有法 發生之前，主的恢復必頇擴展到歐洲， 並生根在那裏。』
語聚會，週六會外出接觸人。在這樣的召會生活中，我 主的恢復要擴展到歐洲，並且生根在這裏。第二次回到
和同伴總是彼此勉勵，要在話上、在人身上和在禱告上 這裏的感覺是：主阿，求你至少給我二十年，讓我能在
加倍的勞苦

這裏生根。親愛的弟兄姊妹們，願主都引導我們，到祂
所量給我們居住的疆界服事祂。願主祝福祂在全地的恢

求主給我們 堅定持續的恩典。願我們在這裏能積極的 復。願主快來。
傳福音，結果子；也希望能在言語、行為、愛、信和純
潔上都作眾人的榜樣。並且知道如何讓每一位聖徒都作
得比我們多， 也作得比我們好。願主祝福祂在法國的恢

(摘自http://propagation.recovery.org.tw )

復。
到底是什麼吸引我再來到法國？迷人的美酒？浪漫的
風情？還是舒適的環境？其實，是李常受弟兄的一段
話：『美國、歐洲、和遠東是當前世界 局勢的三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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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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十三週。
2. 本週“以賽亞書”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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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週。

禱告事項
1. 為著4月10日兒童福音展覽大會禱告。
2. 为着日本福音的开展祷告

本地報告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 28/03/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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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漢省大專擴大核心交通
日期/時間： 31/03/2011(週四）晚上 7:30pm

地點： A105 會廳

4. 週六學生區集合聚會
日期/時間： 02/04/2011(週六）晚上 7:30pm
5. 大專相調特會

地點： A110 會廳

日期/時間：30/04(週六)下午開始至02/05/2011 (週一)中午結束
地點：古晉會所
費用：每人RM45/報名截止日期﹕28/03/2011
對象：九號、十一號、高三以及各大專院校聖徒
備註：請向葉乃裕弟兄(手機:0168859180)或高鶯鶯姊妹(手機:0168687767)報名。

外地報告
1.

大專成全訓練通啟
日期/時間： 第一梯次 ：

02/05(週一)晚上7:30pm開始至20/05/2011(週五)中午結束。

第二梯次 ：

21/05(週六)晚上7:30pm開始至08/06/2011(週三)中午結束。

地點：在吉隆坡的召會一會所
報名截止日期﹕18/04/2011
2. 國際國殤節特會
日期/時間： 27/05(週五)晚上 7:30pm 開始至 30/05/2011 (週一)中午結束
地點：美國、德州(Texas) Dallas
報名截止日期﹕01/05/2011

其它
1. 財務報告(2011年)
月份

承上月結存
335,179.15

二月

收入
51,507.60

支出
45,005.98

結餘
341,680.77

2.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03/04)

週一晚上 (28/03)

週二晚上 (29/03)

會所/區

4－1

六會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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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

27日

2－7 區

四會所

6－1及1－4、9 區

四月

3日

一會所

三會所

2－6 區
3－5 區
4－6、7 區
5－2、3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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