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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恢復中的四大支柱（四）第二大支柱─生命（一）生命樹

我們必須有異象，看見聖經向我 們陳明一幅圖畫，顯示
神在基督裏乃是生命樹，好作我們的食物；這就是為甚麼
在聖經的開始和末了都題到生命樹。生命樹表徵釘十字架
並復活的基督，祂將生命分 賜給人，並以可喫的形態使人
喜悅、滿足（創二 9）。生命樹是神經綸的中心，也是完
成神經綸的路（提前一 4，弗三 9）。按著神的定旨，地是
宇宙的中心，伊甸 園是地的中心，
生命樹又是伊甸園的中
心；因此，宇宙乃是以生命樹為中心。
新約啟示基督是生命樹之表號的 應驗。約翰福音一章四
節論到基督說，『生命在祂裏面；』這是指創世記二章由
生命樹所表徵的生命。創世記二章所展示的生命，就是具
體化身在基督裏的生命。
再 者，
我們若將約翰福音一章四
節和十五章五節放在一起，就會領悟基督自己就是生命
樹。享受生命樹乃是所有蒙神救贖之人永遠的分。

通往生命樹的路就重新向信徒開啟。凡用基督救贖的血洗
淨自己袍子 的人，在永世裏都有權利在聖城，就是在神的
樂園中，享受生命樹作他們永遠的分。
在神的經綸裏，我們不僅是喫生命樹的人，不斷享受新鮮
的果子，我們也是這樹的枝子，住在 基督這生命樹裏，享
受生命的汁漿。聖經啟示神渴望與人有一個關係，就是與
人成為一。為此，神按著祂的形像，照著祂的樣式造人，
並且給人造靈，使人能接觸、 接受並盛裝祂。神渴望神聖
的生命與屬人的生命能聯結為一個生命，就是接枝的生命
（約十五 4 ～ 5），不是替換的生命，乃是把屬人的生命與
神聖的生命調和在一 起。

為使我們接枝到基督裏，祂就必須經過成為肉體、釘十字
架和復活的過程，成為賜生命的靈。 而我們這些重生的
人，既已接枝到基督裏，就當憑調和的靈（就是神聖的靈
與人重生之靈的調和），過接枝的生活，兩方聯結一同生
主要把召會恢復到起初，
就是恢復到喫生命樹。
一般說來， 機生長。在接枝的生命裏，屬人 的生命並未除去，但因著
基督徒忽略了喫生命樹，
沒有看見 自己有喫主的權利。神 接枝在較高的生命上，我們的生命就被拔高並變化。
把人擺在生命樹跟前，指明神要人藉著生機的喫祂並新陳
代謝的吸收祂，接受祂作生命，使祂能成為人所是的構成 基督作為生命樹，乃是神的具體化身作我們的生命，我們
成分。神不僅渴望我們作祂 的器皿盛裝祂，也要我們喫 與祂有生機的聯結；我們不僅喫基督作生命樹─我們乃
祂，消化並吸收祂（約六 57），好使祂能成為我們裏面之 是與祂聯結，與祂是一，並且成為祂的一部分（約十五 1，
人的構成，使我們在生命和性情上與祂一樣（約壹五 11 ～ 4 ～ 5，林前六 17）。
12）。
摘自《臺北市召會週訊》
因著撒但試誘人接受善惡知識樹，人就墮落，與神的生命
隔絕。神用基路伯和發火焰的劍禁止 人接受生命樹，指明
神的榮耀（由基路伯所表徵）、聖別（由火焰所表徵）、
和公義（由劍所表徵），不許可罪人濫用神的生命。然而，
當基督的肉體釘十字架時， 幔子就裂開（來十 20），為
我們這些與神隔絕的人，開了一條路，可以進入至聖所接
觸祂，並接受祂作生命樹，給我們享受。『那些洗淨自己
袍子的有福了，可得 權柄到生命樹那裏』（啟二二 14）。
藉著基督那滿足神一切榮耀、聖別、公義之要求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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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列 永遠的保險

現代社會中，保險幾乎是與每一個人都分不開的，除
了一般人的健保、勞保外，坐個飛機要買平安險，有了
房子要買火險，車子要買產物險，連騎個摩拖車都要買
第三責任險，還有什麼壽險、醫療險的，加上每隔幾天
就有保險公司寄來令人眼花撩亂的保險名目，所以我們
真是在“險上加險”中過日子！但是，有一樣最重要的
東西，它比車子、房子，甚至你的命更重要，就是你為
你的靈魂保險了嗎？
有一個小故事是這樣的，一個富有的農人，他的土地很
多，栽種也收成豐富，倉房裡更是滿了谷物；但是有一
天，他六歲的小兒子坐在他腿上時，忽然緊張而鄭重的
問：“爸爸，你的靈魂保險了沒有啊？”這個平常自認
能干又聰明的農人，被兒子這麼一問，真是驚訝地說：
“寶貝呀！你怎麼會問這個問題呢？”小兒子瞪大眼睛
一付理所當然的說：“我聽叔叔說，你把田地保險了，
壽命也保險了；但是上次你說人有靈魂的啊，那你為你
的靈魂保險了嗎？我真怕你丟掉靈魂，所以你趕快為你
的靈魂保險吧！”這個父親不禁陷入沉思，無言以答
了！心想他為一切的資產都保險了，兩天前還加了一筆
巨額壽險，對於自己一切的事都有慎密的計劃，可是對

系 列

伍

的確，世上許多精打細算的人，想盡辦法為自己求保障，
卻沒有為靈魂保險；而地上更是沒有一間保險公司， 可
以保人的靈魂！那麼我們怎麼辦呢？誰能保我們永遠的
靈魂呢？只有一位，就是救主基督，聖經上說，“因為只
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間，也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人基
督耶穌”（提前二５）；“所以，祂作了新約的中保，既
然受死，贖了人在第一約之下的過犯，便叫蒙召之人得著
所應許永遠的產業”（來九 15）。
親愛的朋友，現在你不需要付任何代價，你只需要信入
祂，只要敞開心呼求祂，“哦，主耶穌！”，祂就進到你
的裡面來，成為你永遠的平安，保你靈魂永遠的險， 成
為你靈魂的牧人，你靈魂的監督，你的靈魂就永遠得救
了！因為祂說，“我又賜給他們永遠的生命，他們必不滅
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裡把他們奪去”（約十 28）。是的，
誰也不能把我們從祂大能的手中奪去，祂是我們的救恩，
只要一信入祂，就一次永遠的得救了！
摘自(www.shulami01.com )

甚麼是生命的長進？(三)

生命的長進是天然生命的破碎

一個信徒天然生命的破碎，也是他生命長進的一個證
明。甚麼叫天然生命的破碎？就是我們自己原有的能
力，幹才，眼光，辦法，都給聖靈和十字架對付得破碎
了。比方，一個弟兄，原來行事為人，甚至為主作工，
治理教會，都是靠他自己天然的能力，幹才，眼光，辦
法；凡事都是仗賴自己的能力，幹才，憑著自己的眼
光，辦法。後來經過十字架的對付，受了聖靈在環境上
的管治，他天然的生命就有些破碎了，再作工處事，就
不敢信靠自己的能力，幹才，眼光，辦法了。這樣一個
天然生命受了破碎的人，就學習不再倚靠他天然生命的
能力，憑他天然的生命而活著，而一直倚靠神生命的大
能，憑神的生命而活著。
陸

於永遠的靈魂呢？這連他六歲兒子都知道的事，自己居
然沒想到。

生命的長進是魂的各部分被征服

講到甚麼是脫離罪，要注意肉體的被釘死；講到甚麼是
生命的長進，就要注意魂的被征服。生命的長進，在積
極方面是聖靈地位的開展，在消極方面就是魂的各部分
被征服。每一個活在天然生命裡的人，都是憑魂活著
的。…憑魂活著，就是憑心思活著，憑情感活著，或是

憑意志活著。一個人他魂裡的那一部分特別強，特別突
出，他定規是憑那一部分活著，遇到事情也定規是用那
一部分去應付。有一位很認識主的弟兄曾說過，這像人
走路不小心碰到牆壁，總是鼻子先碰到；身體那一部分
特別突出，那一部分就先碰壁；我們魂的情形也是這
樣，一個人若是心思特別強，一碰到事情，他定規是心
思先來…。
一個人經過十字架彀多的對付，他魂的各部分就被征服
了；他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都被打碎了，征服了，
不像從前那樣突出了；碰到事情，就怕用心思，怕用情
感，怕用意志了；不是心思先來，乃是靈先來；不是情
感先動，乃是靈先動；也不是意志為首，乃是靈為首。
這就是不讓魂領先，而由靈居首位；不憑魂活著，而憑
靈活著。
…真正生命的長進，在我們這一面都是減少，破碎，和
征服；在神那一面，都是加多，增長，和開展。(完)
摘自《生命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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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大專馬來西亞半島訪問之旅

走出自己的天地，調出基督身體的實際

所贏得的基督。

這次大專訪問之旅，（2011 年 12 月 9 至 28 日）乃為使各

在我的大專生涯裡，我很缺少同伴。我覺得我身邊的人都

地的大專生能借此被調在一起，加強他們在各地的大專召

在改變，甚至連我自己對主的愛也漸漸冷淡。感謝主，借

會生活，在福音及召會各項的服事上奉獻自己。此程有來

著這次的旅程中向我說話。當我們看到世界的局勢的許多

自古晉，沙巴，梳邦再也，金寶，總共有 25 余位大專青年

改變時，我們應當醒過來。我們必須思考主現今要我們做

參加，以及各地的服事者。借此訪問，我們脫離了地方的

什麼，而不是在那裡埋怨。主開啟了我的眼睛，使我知道

限制，借著身體的力量，服事者被帶在一起，一同服事各

在這一切的改變之中，他的用意是什麼，並且在這時代的

地的大專生。訪問的期間和過程，服事者和學生都能一同

終結裡重新挑旺我對他的愛。

感受到身體生活的配搭與甜美。
另外，我也看見，主需要他的恢復裡的真理被傳到全地。
我們也訪問許多的大專校園，如 TAYLOR,MONASH,

今天在主的恢復裡有大量的真理。我也非常感謝主，把我

UTAR,UNITAR,UPSI,USM,學生之家，服事的聖徒的家等

擺在這末后的日子。我覺得我能活在這末后的日子的確是

等，也抓住機會與他們有交通，彼此激勵，彼此學習，深

蒙福的。靠著主的憐憫，我們站在前面許多人的肩頭上，

深的覺得主在各地都有行動，要得更多的青年人，我也被

又往前看見了更多的真理。

激勵，服事大專生的異象再次被更新，看見我能服事他們
是何等的有福，何等的有價值。

因此，我願意把剩下的兩年大專生活奉獻給主，好叫我所
過的大專生涯和我的同學有所不同。我立志要晝夜花時間
進入真理，並被真理構成，不隨便浪費我的大專生涯。我

學生見証:

清楚憑我自己是無法為主做什麼，但我願意倒空自己，讓
弟兄姊妹，我很感謝主，
讓我有分於這次的大專訪問之旅。 主在我身上做工。
在這次的旅程中，我最寶貝和大專的弟兄姊妹調在一起，
雖然我們都不相識，但我們卻有一種說不出的熟悉。我們
在一起，不說別的，隻述說我們彼此的基督，分享聚會裡

（葉乃裕弟兄）

消 息 主在亞洲的行動-主恢復在中東地區近期之擴展 (二)

二、

海灣六國（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
、沙烏地（Saudia Arabia）、
科威特（Kuwait）、卡達（Qatar）、阿曼（Oman）、巴
林（Bahrain）
海灣六國（GCC）現共有十二處召會，三百多位聖徒，其
中大多為青年人，主要來自菲律賓（Philippines）及印度
（India）。聚會以英語為主，有超過二十位聖徒參加過菲
律賓全時間訓練。聖徒們工作時間較長，卻渴慕相調，每
年十一月初在杜拜（Dubai）有為期三天的海灣國際相調特
會。因着近兩年弟兄們的訪問，聖徒們開始接受負擔為本
地人得救禱告，實行活力排，並願意開始操練過團體神人

生活。現今主在亞洲行動的服事者週週與海灣六國服
事的弟兄們也有定時禱告。
三、伊朗（Iran）
伊朗目前只有少數聖徒，全國基督徒比例約有 1 ～
2％。當地居民對中國人特別友好。波斯文恢復本聖經
『約翰福音』已初步繙譯完成。主在亞洲行動的服事者
與一些境外伊朗聖徒週週有定時禱告。(完)

(張光惠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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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項
禱
告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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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 22:2）

那些洗淨自己袍子的有福了，可得權柄到生命樹那裡，也能從門進城。

(啓 22:14)

1. 為著召會晨興人數及讀經人數達到75%的目標禱告。
2. 為著下週末壯年班訓練學員來訪及開展行動禱告。
3. 為著古晉召會19位聖徒前往柬埔寨參加相調特會及訪問禱告。
4. 為著各會所，各區，各排，或個別聖徒需要禱告。

追求
進度
本
地
報
告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生產十二樣果子，
每月都結出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

1. 本週“新約恢復本經文及註解”共同讀經進度：根據讀經進度表第六週 。
2. 本週繼續追求 ““主恢復中的四大支柱”晨興聖言 第四週 。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 06/02/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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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牧人訓練通啟
日期/時間： 06/02/2012(週一)早上 8:30am 開始至中午 12:00pm 結束。
地點： A107 會廳
4. “2011 年冬季訓練”特會報名通啟
日期/時間： 08/03(週四)晚上 7:30pm 開始至 11/03/2012(主日)中午結束。
地點： B 二樓大廳
報名截止日期： 20/02/2012(週一)
備註：報名相關詳情，請參閱報名表。
5 2012 年東馬眾召會姊妹相調特會報名通啟
日期/時間： 16/03(週五)晚上 7:30pm 開始至 18/03/2012(主日)中午結束。
地點：會所 B 二樓大廳
報名費：每人 RM30/-(學生 RM15/-)
報名截止日期： 05/02/2012
6.

2012 年東馬眾召會英語相調特會報名通啟
日期/時間： 06/04(週五)晚上 7:30pm 開始至 08/04/2012(主日)中午結束。
地點：會所 B 二樓大廳
報名費：每人 RM40/-包括提供 07/04 ─週六晚餐 (學生 RM20/-)
報名截止日期： 12/02/2012
7. 2012 年東馬眾召會相調大會報名通啟
日期/時間： 01/06(週五)晚上 7:30pm 開始至 03/06/2012(主日)中午結束。 地點：美里市召會大會所
報名截止日期： 05/03/2012(週一)
備註：報名相關詳情，請參閱報名表。
8. 特別奉獻情況列下[特別奉獻心願： RM1,998,654/=；心願“了卻”期限： 30/04/2012]
註：凡欲購買銀行支票者(Banker’s Cheque)，請開召會銀行戶口名稱如下：
Gereja Kristian Tuhan Di-Kuching.
奉獻收入情況

上週奉獻收來

累積奉獻共收來

距離心願，尚差：

截至： 29/01/2012

RM 68,415.40

RM 89,040.40

RM 1,909,613.60

9.結婚通啟-陳芳禹弟兄(Daniel)與陳詩韻(Michelle)姊妹已於 01/02/2012(週三)註冊結婚，謹此告知眾弟兄姊妹。
-陳開明弟兄與楊絡絲姊妹已於 28/01/2012(週六)註冊結婚，謹此告知眾弟兄姊妹。

其
它

1. 作餅服事— 請五會所二、三區（5 —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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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大廚房大 Oven 來烘烤)
2.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12/02/2012 )

週一晚上 (06/02/2012 )

週二晚上 (07/02/2012 )

會所/區

1－1

三會所

1－3

3.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會所/區

會所/區

會所/區

會所/區

會所/區

6 － 6、7 及 1 － 5、6、7 區

2－2區

3－5區

4－1區

5－3區

4.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二月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5日

二會所五區

六會所

二月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12 日

一會所

五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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