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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支柱─生命（二）生命的流帶著生命的供應，
出於並為著神宏偉的殿

主恢復中的第二大支柱是生命。這生命乃是一道生命的

新約彀資格的執事必須供應生命給人，幫助人在生命裏長
流，帶著生命的供應，出於並為著神宏偉的殿。以西結書 大（林後三 6）。故此，生命的執事 首先乃是撒種者，撒
四十七章一至十二節給我們看見，我們若要有分於神終極 屬靈的種子。主耶穌來作撒種者，將祂自己作為生命的種
子撒在人裏面。在主的恢復裏，我們作為新約的執事，也
的行動，就需要經歷那出於神殿之生命的流。
需要作撒種者分賜生命，好在人裏面生長並產生基督。其
神終極的行動乃是祂在人裏面的行動，用祂生命、性情、 次，生命的執事乃是栽種者。我們要將基督栽種到神子民
元素和素質一切的所是將人浸透，藉此使人成為神，而使 裏面，這需要在我們的靈裏真實的經歷基督作生命。第三，
生命的執事乃是澆灌者。一旦我們將基督栽種到別人裏
神得著榮耀，得著彰顯（林後三 18）。
面，我們就需要用生命水澆灌他們。
首先這水是從門檻下流出。要使水流出，必須有門檻，就
是出口。我們若與主親近並多接觸祂，就有一個出口，讓
活水從召會流出來。其次，這河往東流。神的河是往神榮
耀的方向流。倘若召會中的每一個人，都尋求並顧到神的
榮耀，活水就會從召會流出來（約七 18）。第三，水由殿
的右邊流出。在聖經裏，右邊是至高的地位。生命的流該
在我們裏面居首位，在我們的生活和工作中成為管治的因
素（西一 18）。 第四，水流是在祭壇的旁邊，這說出我
們需要十字架的對付與完全的奉獻，以享受生命的流。

第四，生命的執事乃是生育者，產生屬靈的兒女。我們要
將神聖的生命分賜到別人裏面，使他們生為神的兒女。第
五，生命的執事乃是餧養者。餧養是生命的事，不同於教
導；我們需要將使徒健全的教訓當作生命的供應供給人，
滋養他們，或醫治他們。

第六，生命的執事也是建造者，用金、銀、寶石建造。金
表徵父神聖的性情，銀表徵基督救贖的工作，寶石表徵那
靈變化的工作；這與表徵人性情的木、表徵肉體裏之人的
為著生命之流的增加，我們也需要為主這銅人所量度（結 草、與表徵無生命之光景的禾稭相對。在召會生活中，我
四十 3，四七 2 ～ 5，啟一 15）。量度就是察驗、試驗、 們將三一神供應給人，使聖徒因三一神的屬性作到他們裏
審判並據有。我們越讓主察驗、試驗並審判以據有我們， 面成為他們的美德而得變化，使神得著一個建造的召會作
水流就越深，至終我們會消失在湧流的三一神這可洑的河 基督生機的身體，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以完成神永遠的
經綸。
裏。
河水所到之處，百物都必生活，且滿了生命；河流產生樹
木、魚和牲畜。此外，河滋潤曠野， 並醫治死海。河滋潤
乾焦之地並醫治死水，目的是為著產生生命。然而，河無
法醫治泥濘之地與窪溼之處。泥濘之地或窪溼之處是中立
地帶，半路涼亭，妥協和不冷不熱之處（啟三 15 ～ 16）。
我們需要受題醒，為著生命的流並為著召會生活，我們必
須絕對。
接著我們需要看見，我們享受基督作生命的流，賜生命的
靈，乃是為使我們成為撒種者、栽種者、澆灌者、生育者、
餧養者和建造者，有供應生命的職事，為著神奇妙的生機
建造，就是神宏偉的殿。

摘自《臺北市召會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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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列 農夫與魔鬼

有一個窮苦人家，由於父親的驟然過世，領到一筆保險

根本不值得！』

金。這筆錢可以幫助全家離開貧民區，買一間新的房子，並
讓女兒就讀醫學院。但這時兒子提出一個要求，他要跟朋友
合夥作生意；因為這筆錢拿來轉投資，可使全家永遠脫離
貧困。

親含著淚說：『孩子啊！妳哥哥比什麼東西都還要值得
啊！我們若愛那對我們好的人，那算得了什麼愛呢？妳
可曾在妳哥哥痛苦時陪他度過，在他心傷時為 他流淚？
如果未曾為彼此流過淚，又怎麼叫彼此相愛呢？孩子，愛
但是，不到三個月，兒子的朋友捲款潛逃。兒子不得已把這 一個可愛的人，誰都可以；但愛一個受盡折磨、一無所有
的人，那才是愛啊！因為有我們的支持， 妳哥哥才會走
個消息告訴家人，自己跟全家人的夢想都被騙了！
出低谷，看見人生真正的希望，我們全家人也才能實現夢
這時，妹妹用盡各種難聽的話譏諷哥哥，對愚笨的兄長露出 想啊！』
無以容納的鄙視。哥哥更是自責地簡直活不下了。
聽完這段話，女兒上前抱著母親哭了一場。她走出房門，
妹妹無法接受自己放棄夢想成全哥哥，竟然一切都成泡影，
伸出手，拉起那癱在地上、兩眼無神的哥哥，抱著他說：
那種痛真是無法形容！夜晚，妹妹跟母親數落哥哥，母親對
她說：『從小我告訴過你們，有一天我跟你爸爸都不在的時 『哥，對不起，讓我們一起面對一切吧！』
候，你們兄妹倆一定要彼此相愛，相依為命！如今，你們為 十年之後，這哥哥成為一名企業家，全家脫離貧困，那是
一些外在的金錢彼此仇視，失去了愛，這可怎麼得了呢？』 因為愛
女兒回答：『這怎麼能算是小事呢？妳還叫我愛他？不，他

『你們若愛那愛你們的人，有甚麼賞賜？稅吏不也是這
樣行麼？』《聖經》馬太福音五 46
摘自《www.luke54.org 》

系 列

基督身體的覆庇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每個基督徒是這身體中的一個肢
體。基督的身體，對於每一個肢體不只有供給，並且也
有保護。在屬靈的爭戰中，特別顯出身體的保護對於每
一個肢體是何等緊要。神的兒女所以受鬼魔的攻擊，就
是因為他太單獨，沒有身體的保護。在屬靈爭戰的日子
敞著頭的人，在屬靈爭戰的日子顯露自己的人，是何等
愚昧，也是何等危險。這樣的人，不在身體的護庇之
下，就給撒但以攻擊的機會。因為屬靈的爭戰是教會的
事，不是個人的事。
… 弟兄姊妹，我們要記得，屬靈的軍裝是給教會的，
屬靈的軍裝不是給你個人的。你一個人對付撒但對付不
了，需要教會一同對付纔行。你個人所看不見的，你個
人所防不來的，別的肢體能看見，別的肢體能防得來。
你一個人禱告，撒但不怕，幾個人合起來禱告的時候，
撒但就怕了。有的人特別有信心，就是有籐牌，你就得
了他的保護。有的人特別有神的話，就是有聖靈的寶
劍，他揮動寶劍，他使用神的話的時候，你就得了他的
幫助。屬靈的爭戰是大家聯合的爭戰，屬靈的爭戰不是
一個人可以單槍匹馬去衝的。你如果一個人去爭戰，就
是引撒但來注意你這個人，來攻擊你這個人。沒有看見
身體的人，以為自己一個人甚麼都能，以為自己一個人
就是一切，這樣的人是最容易失敗的人。

…教會是陰間的門不能勝過的。主耶穌說，『陰間的
門，不能勝過她，』陰間的門是不能勝過教會的。主耶
穌從來沒有應許神的兒女可以單獨，可以離開教會。屬
靈的爭戰不是個人的事，乃是身體的事。所以你要得著
保護，就必須到弟兄姊妹中間去。你千萬不要單槍匹
馬，以為自己一個人就彀了。這是自討苦喫。但是，一
個人天然的生命若沒有受對付，就不能倚靠弟兄。一個
人天然的生命若沒有受對付，不只不能仰望神，就是倚
靠弟兄也不能。沒有一個剛愎自信的人，是能和弟兄們
一同走的。但是神需要認識自己的人，神需要隱藏在弟
兄中得保護的人。神所需要的器皿是整個身體。你不過
是一個肢體，所以你需要身體的幫助。在弟兄姊妹中，
凡是從來和別人聯不起來的，從來都是自己要作就作，
要行就行的，他的結局就是跌倒。難道沒有一個弟兄姊
妹是你可以和他商量的麼？難道沒有一個弟兄姊妹是你
可以和他一同禱告的麼？弟兄姊妹，你甚麼時候失去身
體，你甚麼時候就失去掩蔽，你甚麼時候就闖了禍。屬
世的爭戰需要掩護，應當尋求掩護的時候而不求掩護，
是不合戰略的，是徒然冒險招致死亡的。屬靈的爭戰也
是如此。弟兄姊妹，你如果失去保護而未遇危險，那只
能說是神特別的憐憫，不能說是你懂得屬靈的戰略。
摘自 《十二籃(第六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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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讀經的實行

古晉召會在今年初鼓吹全體聖徒讀新約聖經兩年一遍
的舉動，實在有神的旨意與帶領，及時的補上及加強聖
徒的不全之處。因爲已過數年以來，大家的生活追求都
是以全地一年七次特會的晨興聖言為主。這些信息最主
要的功用乃是在全地吹響主的號聲，帶領神的兒女在神
中心的旨意上不斷的往前就像當初摩西在曠野帶領神的
百姓進迦南一樣。每當云柱和火柱一開始移動，以色列
營中的號角就嚮起，以色列全軍就拔營起行跟著云柱火
柱往前行。這就是神如何藉著一年七次的特會來帶領主
恢復的往前。
然而在神的百姓往前時，他們還需要吃飽，才能有力量
跟隨神即時的帶領。神就在每早晨給他們降下嗎哪餵養
他們，給他們從靈磐石流出來的活水，解他們的乾渴。
神百姓吃飽喝足之後就有力在曠野的路上繼續的跟隨神
的帶領。今天也是一樣，我們不只要從晨興聖言中得著
奔走天路及建造召會的路缐圖，我們還要藉著每天的讀
聖經及化作禱告來得著從天上來的糧食與活水。我們要
全力的來幫助在排裏的弟兄姊妹起來讀經並藉著操練靈
禱讀而從主話中得著每天的供應。藉此慢慢的培養大家
讀經的習慣，增加大家屬靈的胃口。盼望弟兄姊妹越讀

越想讀，越讀越享受，越有神的説話和供應。叫他們
“行路有亮光”，“生活有力”，“試煉得恩勖”，
“危難有賴”，得以經歷主“無限的體諒”，“不死的
愛”（大本詩歌 526）就能夠“脫去各樣的重擔，和容
易纏累我們的罪，凴著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賽程”
（來 12 ： 1）
我們為了鼓勵弟兄姊妹都起來讀聖經，就在交通中定規
了每次在聚會中（週一晚上的事奉交通，禱告聚會，小
排和主日申言）的頭一段一起來讀當天的進度。弟兄姊
妹們的感覺都很好，這使他們更親近主的話。以往不帶
聖經的弟兄姊妹也開始帶聖經。讀完聖經之後大家一起
交通禱告，感覺與主更加親密。主也藉著聖經向我們説
話，我們也藉著禱告回應神的説話，心中覺得飽足與喜
樂。借此漸漸養成大家讀經的習慣，普遍化到每個聖徒
和每個家去。我們相信在要來的一兩年裏，這實行一定
會加強聖徒們真理的根基及對主的經歷和享受。從而豐
富召會生活得内容，促進聖徒們生機的動，至終達成基
督身體的建造。
李國仕弟兄

中、壯年成全訓練學員在古晉福音的行動：
1. 二月十五日(週三)晚上 7:00 在會所大飯廳愛筵相調，鼓勵弟兄姊妹前來相調(帶一道菜)。
2. 二月十六日(週四)上午開展 LUNDU,BAU 及 MATANG，8:30am 會所集合。
3. 二月十六日(週四)晚上開展哥漢及十哩，4:00pm 古晉會所集合。
4. 二月十七日(週五)上午家訪，晚上參加小排。鼓勵弟兄姊妹一同參於此福音行動。
任何 查詢請聯 王煥卿弟兄 017-2202622。

消 息 Report on a Visit to the Seeking Ones in Thessaloniki,
Greece

We thought we would share a little with you about our
recent visit to Thessaloniki. First of all, we want to tell you
that the Lord truly did more than we could ask or think. We
believe that this time was really on the Lord’s heart. On the
evening of the 28th of December, the Lord gathered 10 Rhema readers and 15 of their contacts in a seminar. Our burden
this time was to model for them how they could continue
enjoying the Lord in the ministry in their homes on a regular
basis. We had two sessions based on two chapters from the
book The Economy of God. A brother opened each session
with an overview of the chapter and then we are formed into
three small groups. During the grouping time we read selected portions from each chapter and fellowshipped from what
we have read by using two guiding questions to help us.
After the second session, we asked the participants if any of

them would be interested in hosting a similar meeting
in their homes, or attending a meeting in someone
else’s home. Five people responded that they would
like to have such a meeting in their home and nine said
they would be interested in going to someone else’s
home. Later, we also learned that there is a group of
five people in a village outside of Thessaloniki gathering every Wednesday to read the ministry. We were so
thankful to the Lord for putting us into contact with
them. During this whole period of time, we really
sensed the blessing of the Lord and the supply from
the Body. We will now begin to look to the Lord as to
how we can take care of these seeking ones. Please
pray with us for this.
(The saints in Athens, Gre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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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著召會晨興人數及讀經人數達到75%的目標禱告。
2. 為著中壯年班訓練學員來訪及開展行動禱告：
a．2月15日（週三）晚上的愛筵相調
c．2月16日晚上在哥漢的福音行動
b．2月16日（週四）上午在LUNDU及BAU的開展行動 d．2月17日（週五）家訪行動，晚上參加小排聚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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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 可見栽種的算不得甚麼，澆灌的也算不得甚
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 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勞苦，得自己
的賞賜。 因為我們是神的同工，你們是神的耕地，神的建築。
(林前三 6-9)

1. 本週“新約恢復本經文及註解”共同讀經進度：根據讀經進度表第七 週 。
2. 本週繼續追求 “主恢復中的四大支柱”晨興聖言 第五 週 。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 13/02/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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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排負責成全通啟
區、排負責成全(三)— 日期/時間： 20/02/2012(週一)晚上 7:30pm
地點： A107 會廳
區、排負責成全(四)— 日期/時間： 25/02/2012(週六)晚上 7:30pm
地點： B 二樓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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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截止，請各區將填妥的報名表及費用盡速交到辦公室，方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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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馬來語相調特會通啟
日期/時間： 23/03(週五)晚上 7:30pm 開始至 25/03/2012(主日)中午結束。 地點：沙巴、根地咬召會會所
報名費：每人 RM20/報名截止日期： 27/02/20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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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訂婚通啟—李勁毅弟兄與鄭桂鶯姊妹已於 01/02/2012(週三)訂婚，謹此告知眾弟兄姊妹。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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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 111,215.00

截至： 05/02/2012

其
它

累積奉獻共收來

距離心願，尚差：

RM 200,255.40

RM 1,798,398.60

1. 作餅服事— 請五會所四、五區（5 —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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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2/2012 )

週一晚上 (13/02/2012 )

週二晚上 (14/02/2012 )

會所/區

3－1

四會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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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及 1 － 1、8 區

2－3區

3－6區

4 － 2、6 區

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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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

一會所

五會所

二月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19 日

二會所六區

四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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