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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對主恢復中當前的情形和需要，有清楚的看見

這篇信息向我們開啟，我們對以弗所四章所說的
「職事」和「建造基督身體」的異象，會決定我們是
否顧到主恢復當前的需要。
…我們必須謹慎，不能教導不同的事拆毀神的建造，
而廢除神的整個經綸；因為只有一種職事是建造而絕
不分裂的，就是神經綸的惟一職事。今天有許多異議
者不同的教訓，教導人不能只讀我們中間的書，甚至
告訴人主的恢復滿了控制，這些乃是被神的仇敵所利
用的風，使神的子民偏岔出去，而從祂的經綸被帶離
開；這些不同的教訓乃是召會敗落、墮落、並變質的
主要根源。李弟兄說：『如果我們不儆醒，…仇敵
會…偷偷的…把不同的職事帶進來。這樣的事會終止
主的恢復。』『如果你能除去一切不同的職事，…那
麼一切的宗派，一切不同的團體，一切的分裂，都會
消失。』
而現今我們中間背叛的問題，就是出自下列分裂的因
素：
一、在主恢復的惟一工作中，另作特色工作的意圖。
二、劃分特殊地盤的傾向。
三、不叫自己的工作與他人工作相調。
四、要在主的工作裡成為特出人物的隱藏盼望。
五、對保守主恢復中同心合意的忽視。
六、撒但用同樣的控告，叫今天那些背叛、分裂、
和分門結黨之人產生同樣的異議。
今天，上訴這些分裂的因素也隱藏在我們周遭，該如
何對付當前背叛和分裂情形呢？乃是全心注意召會是
基督的身體，也是神的家與神的國這個真理，出任何
代價持守真理，棄絕任何種的分裂，抵擋任何教訓之
風與任何屬靈死亡的散佈，並使自己與那些有傳染性
的人分開─實行隔離檢疫。我們需要藉著接納信徒並
避開製造分裂的人，實行身體生活。
要這樣持守真理，我們就需要有拿細耳人的願，勝過
個人的感情；我們需要把我們天然的關係擺在一邊，
而實行基督身體的真理。不僅如此，我們也需要作豫
防者，就是滿了生命並被真理所構成的人，給人注射
豫防劑，以抵擋召會的敗落。最後，我們還要站在神
的眾地方召會這獨一的立場上，並且為著基督身體的
一和實際，出代價進入相調的實行及其內在的意義。
第二個異象就是，我們必須領受主的憐憫作祂的得勝

者，帶進新的復興，在主當前的恢復中轉移時代，這
是藉著達到神聖啟示的最高峰，藉著過神人的生活，
並藉著在活力排裡按著神牧養人，以建造基督的身
體，就是豫備基督的新婦。藉著時代的職事，使我們
達到神聖啟示的最高峰，而進入新的復興。李弟兄說
『我盼望…聖徒…都看見這啟示，然後起來禱告，求
神給我們新的復興─一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復興。』
『我們必須學習神當前啟示的高峰，並學習講說這些
事。…我願意鼓勵大家，都接受這個高的託付：帶著
神聖啟示的高峰，並帶著神今時代的異象出去，為著
神聖啟示的高峰，與神一同行動，以完成祂永遠的經
綸。』
如果我們實行神人生活，就是基督身體的實際，自然
而然就會有一個團體的模型建立起來，就是一個在神
經綸裡的模型生活；這模型要成為召會歷史上最大的
復興，把主帶回來。李弟兄說：『假若在我們中間有
這樣的生活（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部分），那麼
基督身體的實際就在我們中間了。…這樣一個調和的
生活作為基督身體的實際，要終極完成於新天新地裡
的新耶路撒冷，作神的擴增並彰顯，直到永遠。』
所以，為著帶進新的復興，我們需要在基督天上的職
事裡與祂配合，在活力排裡按著神牧養人，為著完成
神的經綸，建造基督的身體。李弟兄說：『如果我們
實行這些事，在主的恢復中必定會有一個真實的復
興。我們必須是牧人，有父神在祂神性裡的愛和赦罪
的心，並有我們救主基督在祂人性裡牧養和尋找的
靈。我們也必須對基督一切神聖奧祕的教訓，有屬天
的異象。牧養和教導是活力排的義務，也是神所命定
基本的路，為要建造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新耶路撒
冷。』
(摘自台北市召会周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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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不難的難關(一)

迫切禱告以軟化父母的心
在交往的過程中，每次約會，她都會向我傳福音，也常說
年前，我在臺北東區開電器行，因人手不彀，就請 一些聖經裏的故事給我聽，而我也都聽得進去，並不排斥
住在嘉義的母親北上，幫忙看店。然而，在母親幫我顧 。那年二月三日，是我女友的生日，在她家中，她問我：
店的那一年中，是我們母子衝突最多的一年；也就在這 『願不願意受浸？』我不假思索，就欣然同意了。
充滿火藥味的一年即將過去時，我認識了何小姐。由於
但問題纔正開始哩！初獲重生的我，十分小信，因著懼怕
對彼此的感覺都還不錯，我們便開始約會。
母親知道我已受浸，就想一步一步來，先讓她知道我的女
友是一位基督徒罷！母親雖然很驚訝，總還是對我說，『
拜偶像的我愛上基督徒女友
第三次約會時，她告訴我她全家都是基督徒，因此交往 你可是獨子喔！我不反對她信耶穌、不撚香，但是她不能
的對象也必須是基督徒！這下可麻煩了，問題倒還不在 要求你像她一樣不撚香。』我默不作聲，心想只要母親不
於我，而是萬一被篤信一貫道的父母知道了，那還得了 反對我們的交往，事情就簡單得多了。於是我開始與何小
！在老家，大家都知道我母親是全村最迷信，也是拜偶 姐，天天為我的父母禱告，希望主能軟化他們的心。

五

像拜得最勤的人。更何況我們家兩代單傳，父親承襲祖
父信奉一貫道，常年茹素，而我是獨子，必須和父親一 就在那年除夕夜的前一天，我帶著母親回嘉義準備過年。
到嘉義後，我去拜訪一位小學讀書時，常跟我們傳福音的
樣承襲這個信仰。
老師。我向老師請教如何引領父母信主，他告訴我，我們
我真的很害怕，因為實在捨不得這位女友。然而，如果 只要負責傳福音，至於結果，就交給主，主會安排環境。
父母知道，我的女友竟是基督徒，鐵定是要逼我們分手 我領受了這句話，滿懷感謝的告別了老師。
的。於是，我與何小姐商定，給彼此一段時間，好好冷 然而，福音還沒開始向父母傳，就在過年期間，遇到受浸
後的頭一個難題─拜拜。我這軟弱的人，只好想盡辦法閃
靜思考，再決定繼續交往或分手。
躲！結果，那幾天每逢拜拜時，母親拿香給我，我就站在
在這段期間，我不斷徵詢朋友的意見，當時一位朋友告 母親身後，當母親拜拜時，我就將香移開，等母親拜完，
訴我：『你家裏已經有這麼多神，再多信一位又何妨？ 回身要跟我拿香時，我再趕緊恢復原狀，就這樣，我躲過
可以多一位神保佑你呀！』我想想也對，於是沒有經過 了幾次拜拜。(林若義弟兄)
太多考慮，就與何小姐繼續交往。

造就系列
寶貝放在瓦器裏
...『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這句話可能最清楚

的說出基督徒信仰實際的性質。基督徒的信仰不是瓦
器，也不是寶貝，乃是『寶貝放在瓦器裏。』
所有人，...都有自己所認為理想的人。對於怎樣纔是好
人，他們都有自己特別的觀點。...得救以前，我們有某
種標準；得救之後，當然我們會發現，從前所稱羨的人
不再值得我們稱羨了。...得救以前，我們對祂有一些屬
人的意見；但得救之後，因著聖靈開啟我們的眼睛，使
我們看見祂真實的本性，這些意見也都被拋棄了。...關
於怎樣纔是真基督徒，神的想法甚至可能比我們所想的
要求更多，所以祂可能要求我們，更進一步調整我們對
自己和別人的看法。
關於聖別，...我們很容易認為，聖別就是沒有一點瓦器
的光景。...我們以為屬靈就是不再有人的一面；於是許
多人就努力遮蓋瓦器，誤以為看不見瓦器就是聖別。...
但這樣的人不認識真正基督的信仰。他是做作的，他用
人工來遮蓋真實的光景。他克制自己使得瓦器不被暴
露。阿！許多人想，如果他們能彀達到一種光景，不在
意別人在他們面前時所作的或所說的，他們就真的達到
基督徒的聖別了。

待續…

摘自《禧年報》，第二卷，第四期

當我剛開始成為基督徒時，對於基督徒該如何，我也
有自己的觀念，並且我盡全力要去作那種基督徒。...
但對於真基督徒的定義，我當然有自己的想法。我認
為真基督徒應該從早到晚都面露微笑！甚麼時候只要
他流一滴淚，他就不再得勝了...直到有一天，我讀哥
林多後書，看見保羅說他憂傷的那一段。...我漸漸醒
悟過來，看見基督徒不是像天使一樣，沒有一點人的
感覺；...我發現保羅是一個人，就是我所認識道地的
人。...在保羅身上，我碰到『這寶貝，』但讚美神，
我也碰到『瓦器！』我再說，基督徒信仰顯著的特點
就在於此，就是『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外
表所見的並不是事情的全部。在人背後，有出於神的
莫大能力，證實那些外表是虛假的。人可能看他『似
乎是誘惑人的，』『似乎不為人所知，』『似乎憂
愁，』『似乎貧窮，』『似乎一無所有，』『似乎要
死，』甚至…；雖然如此，神卻印證他勇敢的斷語：
『卻是誠實的，』『人所共知的，』『常常快樂
的，』『叫許多人富足的，』『樣樣都有的，』『看
哪，我們是活著的！』（林後六8～1０。）
(<<這人將來如何>>,第 四 章、保羅與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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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禱告是基督徒的基本權利

信心是禱告得答應的條件

禱告中得著未見之事的確證
希伯來十一1：信就是所望之事的質實，是未見之事的確
證。

馬可十一22：耶穌回答說，你們要信神。
有些人所明白的禱告只有兩點：一點是我沒有，我跪下去
馬可十一24：所以我告訴你們，凡你們禱告祈求的， 禱告；一點是我得著，神給我東西。但是當中還有一點，
無論是甚麼，只要信已經得著了，就必得著。
就是我們的信；這是有些人所不知道的。我禱告求一只
還有一個條件，就是在積極方面應當信。這也是不可 錶，到了有一天，我說，感謝神，祂已經聽了我的禱告。
少的，一少，禱告就沒有用。禱告的時候要信。你信 我裡面清楚，我有了；雖然我還是兩手空空，但是過幾天
你所求的『是』得著的，就必得著。主在這裡說，信 錶就到手。我們不能只看見有錶無錶兩點，我們必須看見
是得著的，就必得著。不是相信『必定』得著，乃是 有三點：在有錶和無錶中間，還有一點，就是神給我話
相信『是』得著。基督徒常常有一個錯誤，就是把這 語，神給我應許，我相信了，我喜樂了。也許要到第三
一個『信』字，從『是得著』上拿下來，去挂在『必 天，錶纔拿到手裡；但是在靈裡面，是前三天已經得著
得著』上。他們禱告主，以為『相信必定得著』是一 了。基督徒應當有這一個靈裡面的得著。如果沒有這一種
個很大的信心。但是，這是把信心從『是得著』上拿 靈裡得著的感覺，那就是沒有信心。
下來，去掛在必得著上了。聖經在這裡是說，我們的 信心有了，東西還沒有，就得用讚美來催祂。因為神說了
信心，是信『是得著』的，不是信『必得著』的，這 給我們，我們還能說甚麼？你裡面有把握說『是得著』，
兩個絕對不一樣。
你還求甚麼？好多的基督徒，都有這個經歷，就是祈求到
甚麼叫作信？信，是你有一種感覺，覺得神已經聽了 一有信心，就不能再祈求下去。你只能說，『主！我讚美
你的禱告，不是神將要聽你的禱告。當你跪在那裡禱 你。』你守住那一個信心，讚美說，『主！讚美你，你聽
告，就是這麼一下子，你說『感謝神！神聽了我的禱 了我的禱告。』『主！讚美你，你前一個月已經聽了我的
告。感謝神！這一件事情好了。』這就叫作信心，這 禱告。』
( 摘自 www.luke54.org)
就叫作信『是得著』的。

外地消息
First Lord’s Table Meeting in Storrs, CT, September 18, 2011

We have been labouring in the Storrs area and at

know our standing. May we bring this fellowship to the
Lord in prayer for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migrations…
According to the outward need, the timing is right, and
according to the preparation among us, the timing is also
right. Therefore, we are burdened that at least some of us,
if not many, must go out in migration with the burden to
help the seeking ones… ” (unpublished message, 1969)

the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since February 2011. The
Lord has done much since then to seek out His seekers
on the campus and within the surrounding community.
After much prayer and fellowship we are happy to announce our plan for the first Lord’s Table meeting in
Storrs. As a preparation for the Lord’s Table we will
also be having a mini-conference in the evening prior to
partaking of the Lord’s Table. We treasure this opportunity to enjoy this time together with all the churches
and we pray that many will be able to come and rejoice
WeMigrate, 2011, First Lord’s Table Meeting in Storrs,
with us for what the Lord has done in Storrs.
CT, September 18, 2011 (Updated 25 August 2011) Available at: < http://wemigrate.org> [Accessed 29 August
2011]
“May we be clear about our purpose for the migrations.
The purpose of the migrations is to spread the Lord’s
full recovery of the church life with all the items and all
the aspects of what Christ is to His Body. If we are clear,
when we go out, we will know where to go, where to
stand, and what we must do. We will also know how to
face all the situations, and we will not be misled by anything. We know our goal, we know our purpose, and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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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追求進度
1.
2.
3.
4.

本週“舊約恢復本經文及註解”共同讀經進度：根據讀經進度表第三十六週。
本週“詩篇 ”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17~18 篇。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本週繼續追求“顧到主恢復中當前的需要”晨興聖言 第六週。
下一卷晨興聖言是追求“詩篇結晶讀經”，請各區一位區召集人到書房代購並帶到區裏去分發。

禱告事項
1. 为着召会有刚强的下一代祷告。也愿我们事奉的方针能产生属灵的后代，將他们一个一个的成熟献上给神。
2. 为着 9 月 10 日学生福音聚会祷告 。
3. 为着 9 月 16 日小牧人大相调祷告。

本地報告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 05/09/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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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福音收割聚會
日期/時間： 10/09/2011(週六)晚上 7:30pm 地點： B 二樓大廳
4. 全召會相調特會
日期/時間：12/09/2011(週一)晚上7:30pm 地點：A107會廳
備註：林天德弟兄將和我們有交通，歡迎眾聖徒踴躍出席。
5. 收集具有歷史價值的照片,為配合制作古晉市的召會歷史通啟
請將照片裝在信封袋內並註明物主的姓名與聯絡電話,於26/9/2011或之前交來辦公室。
6. 更新召會通訊錄通啟
為配合更新召會通訊錄，請各區一位區召集人於05/09(週一)會後向各會所負責領取 “聖徒資料調查表”
並確定區裏每位聖徒都填妥此表格於26/09或之前交回辦公室。
7. 2012年中文福音月曆及桌曆訂購
月曆每本RM16/-；桌曆每本RM7/訂購截止日期﹕20/09/2011
有意者請直接到書房訂購繳費。

外地報告
1. 2011 年泰國國際特會通啟
日期/時間： 22/10(週六)上午 10:00am 至 24/10/2011(週一)中午結束。
地點：泰國、曼谷神的召會聚會大廳
報名截止日期﹕19/09/2011(週一)
備註：報名相關詳情，請到 A 一樓佈告欄查閱。

其它
1. 作餅服事— 請二會所六區(2—6)服事餅杯的聖徒們今天安排時間來會所作大約100片小餅及幾片中餅。
2.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11/09)

週一晚上 (05/09)

週二晚上 (06/09)

會所/區

1－2

五會所

3－1

3.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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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日

2－2 區

一會所

6－4及1－2、3區

11日

六會所

六會所

2－1區
3－1區
4－2、4區
5－9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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