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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建造召會需要真理

今天我们在这里是为着主的恢复。长期来说，我们确

信息，但必须祷读经文，好得着帮助，进入这几节经
文所传输的真理。他们也需要注解和生命读经信息的

实必须帮助主恢复里的圣徒进入拔尖的属灵教育。你必 帮助，以进入真理。圣徒们需要天天这样作，来进入
须记得，我们仍然是很活的高举活的基督、赐生命的 真理。这样研读圣经一年以后，圣徒们在家庭生活、
灵、生命本身以及生命的丰富。要发扬这些事，实行这 个人生活和召会生活中，必会有扎实的改变。读几节
些事，带领人进入这些事，使人留在这里，我们就需要 经文似乎很缓慢，但我们必须晓得，呼吸是一件缓慢
话，需要真理。主恢复的标准在于我们所陈明之真理的 的事。我们一次只呼吸一点点，但累积这种不断的实
行，就使我们活着。我们也许以为这太慢了，但即使
标准。真理要成为衡量和标准。…
我们花十年读完全部新约，还是美妙的。在五年之
已过十年，我们大约出版了一千二百篇生命读经。我有 内，能学到半部新约所包含的真理，就是美妙的。我
把握的说，凡是好好读过五百篇生命读经信息的人，必 们不鼓励圣徒们太贪得，想要在一天之内读完一卷
会成为优秀的信徒。你们牧养众地方召会的长老，晓得 书。这样会把他们的胃撑破。我们不该这样鼓励。反
多数圣徒的真正情况。如果你所在地的一位圣徒不是那 而，我们该叫他们慢慢进行。这不是数量的问题，乃
么“正确”，而他愿意从明天早晨开始读生命读经信 是持久的问题。你必须持续这类的读经。我们需要一
息，我信只要读到五百篇，他必会成为另一个人。医 周又一周的提醒他们，有时候长老们需要给众圣徒一
药、营养和各种维他命，都包含在这些信息里面。这就 些指引，一些鼓舞，一些激励。
是何以我先前说，我察觉一些和我接触的人，没有读过
多少生命读经。我察觉他们没有接受“医药和营养”。 因此，你们领头的弟兄要竭尽所能，在所在地激起一
在他们的谈说中，有疾病的症状和征兆。比方，医生为 种气氛，在众圣徒里面制造追求主真理的饥渴。要告
病人开药方。两个月后，病人回到医生那里，医生能分 诉他们，真理是在独一的圣经里面，而引导他们进入
辨病人有没有吃药。病人的呼吸、肤色和全人都告诉医 圣经，最好的帮助就是恢复译本带着注解并所有的生
生说，他没有接受药方。如果你愿意从明天早晨开始， 命读经。当然，我们不该实行律法的事。我们不该使
天天研读生命读经，甚至只过五十天，你就会不一样 这些事成为律法，要求众圣徒去作。然而，众圣徒如
了。…

果真爱主的恢复，就必须一直从健康的食物得喂养，
使自己刚强。吃适当、规律的食物，结果就使自己刚

我们应该帮助众圣徒建立一种实行或习惯，每天至少花 强，也使主得着刚强的见证。
半个小时在主的话上。你可以早晨花十分钟，晚上花十
分钟，就寝前再花十分钟。我们都需要建立这样一种习
惯，每天至少花半个小时进入主的话。上好的路是嘱咐
众圣徒照着他们的选择，研读新约的一卷书。他们该天
天不断的进入这卷书。有些圣徒也许定意研读罗马书或
希伯来书。他们该天天研读，或者每天三次，每次十分

週刊目錄：

钟，或者一次半个小时。我们该嘱咐他们天天祷读这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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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神與人有約

耶穌在被賣的那夜，與門徒同喫晚餐時，拿起杯
來，祝謝了，遞給門徒說，『你們都喝這個，因為
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
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七至二十八節
今天的社會，一切皆求立約為證，舉凡租賃、買
賣、訴訟等都需簽約。口頭應許無憑據，為讓應許
被確切執行，就有了『約』。約只能按信義、公
理、法律而執行；一旦立約，後來卻不能履行，就
是食言、失信與不義，立刻降低人的道德程度，甚
至要受法律的制裁。可見，立約非小事！
在舊約挪亞時代，神因人類已罪惡滿盈，而用洪水
清除大地，卻用方舟保全了義人挪亞一家，及各種
生物。洪水過後，神曉諭挪亞及他的兒子們，神造
人乃是照 神的形像造的；同時應許他們要生養眾
多，在地上昌盛繁茂。不僅如此，神進一步與他們
立約說，祂再也不用洪水毀壞地了，並以彩虹為立
約的記號。這是何等甜美的故事，天上的神竟然與
人立約！

來，祝謝了，遞給門徒說，『你們都喝這個，因為這
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馬太
福音二十六章二十七至二十八節。）這是神與人所立
最後、最高、最大、最美的一個約，聖經稱之為新
約。為了救贖墮落的人，榮耀的神竟降卑自己成為
人，付了血的重價，作祂與人立約的憑據。
這新約包含了四項神給人的福分。第一，神要寬恕我
們的不義，絕不再記念我們的罪愆。第二，祂要將祂
的律法賜在我們的心思裏，寫在我們的心上；表明神
要將祂自己的生命分賜給我們。第三，祂要作我們的
神，我們要作祂的子民，有特權得 神作產業，並成
為神的產業。第四，我們能憑內裏的生命感覺認識神
並接觸神。
親愛的朋友，耶穌流了寶血，與人立了新約；並且從
死人中復活，作了這新約的執行者。今天，為著你我
能得著這福分，祂仍在這約裏失去自由。
朋友，你怎能輕忽，神與你有『約』！
（摘自www.lsmchinese.org）

耶穌在被賣的那夜，與門徒同喫晚餐時，拿起杯

造就系列
彼此洗腳
實際的應用…說明洗腳的需要。許多時候我們因著
…『

你們也當彼此洗腳。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

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作的去作。…你們既知道這

俗務疲乏困倦。我們跪下禱告，發覺自己必須等候
片時；似乎需要十或二十分鐘，纔回到我們真正能
達到神的地位。或者我們坐下來讀主的話，發覺需

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14下～17。）這個彼

要斷然的努力，纔能恢復向祂說話的敞開。但我們
此洗腳是指甚麼？我該洗我弟兄的腳，我的弟兄也 在回家的路上，若遇見一位帶著滿溢的心，與神有
該洗我的腳，這是甚麼意思？
新鮮交通的弟兄，那是何等美好！他無意要作甚
這裏所特別強調真理的要點是復甦。…我們這些主 麼 ， 不 過 自 然 拉 著 我 們 的 手 說 ， 『 弟 兄 ， 讚 美
的兒女有一件事對主是非常寶貴的，就是我們該學 主！』他也許不知道，但無意中，他好像帶著抹布
習使我們的弟兄得復甦，他們也該是使我們的靈得 把一切都擦乾淨了。我們立刻覺得我們與神的接觸
復甦的憑藉。…這段話與罪無關。…在基督徒生活 得 了 恢 復 … 你 得 了 復 甦 ； 你 的 腳 得 了 洗 淨 。 …
中，絆跌、跌倒，然後在塵土中折騰，的確是罪。 這就是洗腳─使我在基督裏的弟兄得復甦，又將弟
這 要 求 我 們 悔 改 ， 並 需 要 神 的 赦 免 。 . . . 兄帶回到好像他剛從神面前出來的地位。主渴望在
無論我們是誰，無論我們多謹慎，當我們行經世界 祂兒女中間看見的，乃是這樣彼此的服事。我們若
的時候，我們腳上沾染東西…使我們身上好像有一 與神同行，只要我們願意，就沒有一天我們不會使
層薄膜，成為我們與主之間的間隔。因此耶穌下結 我們的弟兄復甦。這是一種最大的服事。
論說，『只要把腳一洗，全身就乾淨了。』

(摘自『不要愛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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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The Lord’s Recovery – Pursue and Be Perfected

In

1934, brother Watchman Nee released a very critical
message on „What Are We‟ in Shanghai. In the past some
had regarded us as the Revival Church, or the Little Flock
Church, or the Christian Church. Today we may be and have
been asked similar question again. We may say „We are the
Lord‟s Recovery‟, but do we really know what it means to be
the Lord‟s recovery?
Brother Nee said in the conference, “… First, we must clarify
that we are not some thing. We are not a new denomination.
Neither are we a new sect, a new movement, or a new organization. We are not here to join a certain sect or form our own
sect. Other than having a special calling and commission
from God, there would be no need for us to exist independently. The reason we are here is that God has given us a special calling ...” (Source: http://www.ministrybooks.org/
watchman-nee-books.cfm)
This is indeed the righteous word. We are saved not for our
own sake. We are in the Lord‟s recovery not on our own
merit. We read the Bible, attend conferences and function in
meetings not just for our spiritual gain. Rather we are here

due to God‟s special calling, and this calling is nothing
else but His economy. With us it is a matter of recovery.
In order to be (in) the Lord‟s recovery genuinely and
intrinsically, we need to be „established with the present
truth‟ (2 Pet. 1:12), which can also be rendered the „upto-date truth‟. This is exactly why we need to walk in
the truth of the economy of God, and this is also the
very reason why we need to be perfected (2 Cor. 13:9,
11 and footnotes). Perfecting „restores‟ our first love for
the Lord to take Him as the centre and everything,
„mends‟ us so that we may be „perfectly joined together‟
in the oneness of the Body, and „equips‟ and „educates‟
us to be functioning members of the Body of Christ.
May the saints in Kuching rise up, and pursue the present truth diligently and take every opportunity to be
perfected. Praise the Lord for the training, be it in
Kuching or elsewhere, for students or working ones!
They are our „recovery centre‟. No matter young or old,
this is what we need, and more importantly this is our
responsibility today.
Bro. Hiram

外地消息
The Situ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the UK there are 29 cities that have a university student population of over 20,000. Of these cities, 9 have
50,000 students or more. There are saints living in only 10
of the 29 cities. This means that there are 19 cities with
major universities of at least 20,000 students with no
saints living there. In London, of the 2,442 listeners of
Life-study of the Bible who have called in the last year,
over 500 have requested contact by phone or are willing
to open their homes for a time in the word and to go to
homes nearby to join in a home meeting. Yet there is still
no lampstand in many major citi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including York, Liverpool, Manchester, Sheffield,
Belfast, Cardiff, Edinburgh, and Glasgow. There are radio
listeners and Rhema recipients in all 50 major cities in
England as well as the major cities in Wales, Scotland,
and Northern Ireland.
There is a vast need for many more to come and join those
in the cities mentioned by Brother Lee, as well as to go to
so many more of the major cities throughout Europe
where there is no one living the church life. In every
European city where the saints are laboring to find the
seeking ones, more and more seeking ones are responding. In Austria, Belgium, France, Germany, Holland, Norway, Sweden, Spain, Switzerland, UK, Republic of Ire-

land, Poland, Romania, and Hungary, thousands of copies
of Rhema sets 1, 2, and 3 have been distributed. However,
there is still no distribution in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This is due mainly to the small number of saints who have
emigrated to labor so far. So, although we are encouraged
by the situation, it seems that the response to the word our
brother spoke 32 years ago has been slow. … Brother Lee
spoke very specifically about our going: How I long that
you all would be burdened to go to the major cities in
Europe that the Lord might have a church in each of them!
You need to say, 'Lord, burden me to go to Paris for the
church life... ' If you are faithful to the Lord, honest with
Him, and willing to be burdened, even five or seven could
move to a city to start the church life there. So many cities
need a shining lampstand… Can the Lord Jesus come back
to the Church of England? …If the Lord came back today,
He would be ashamed because the Bride has not been prepared. … The Lord Jesus is coming as the Bridegroom for
the Bride. But where is the Bride in all of Western
Europe?
(http://www.lastad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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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三十二週。
2. 本週“詩篇 ”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9~10 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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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週。

禱告事項
1. 為著召會傳福音的實行禱告。各區、各排、各環、各校園有福音的接觸及福音的聚集。願神的話擴展，繁增且
得勝。
一〃週週分別時間出去接觸人。
二〃有校園工作的院校--UNIMAS，SWINBURNE，UNITAR，SEGI，MAKTAB，LODGE SCHOOL，SMK ARANG，一中，
晉中，四小。
三〃開展更多兒童排。

本地報告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 08/08/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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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區集合禱告聚會
日期/時間：09/08/2011(週二)晚上7:30pm
地點：B108會廳
4. 晉漢省大專擴大核心事奉交通
日期/時間：11/08/2011(週四)晚上8:00pm
地點：A105會廳
備註：歡迎所有有心願配搭服事的聖徒們參與。
5. 週六學生集合相調聚會
日期/時間：13/08/2011(週六)晚上7:30pm
地點：A107會廳
備註：當晚8:00pm有第二次的默經(腓立比書第一、第二章或第三、第四章)
6. 2011年國語相調特會
日期/時間： 30/08(週二)早上 8:00am 報到至 31/08/2011(週三)中午結束。
地點：會所A107會廳
報名截止日期﹕08/08/2011(週一)

外地報告
1. 馬來語特會通啟
日期/時間：02/09(週五)晚上7:30pm開始至04/09/2011(主日)中午結束。
地點：在梳邦再也的召會二會所

報名截止日期﹕15/08/2011(週一)

2. 2011 年東馬眾召會姊妹相調特會報名已截止，請各區盡速將填妥的報名表及費用交到辦公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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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
1.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14/08)

週一晚上 (08/08)

週二晚上 (09/08)

會所/區

6－4

一會所

6－3

2.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八月

3.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會所/區

7日

二會所七區

五會所

6－5、6、7及1－2、3 區

14日

四會所

四會所

2－4 區
3－6 區
4－2、4 區
5－10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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