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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藉著看見、經歷、並應用十二件緊要的事，顧到基督身體的一

本篇信息主要是為著顧到基督身體的一，我們需要看
見、經歷、並應用以下十二件緊要的事：

見，耶羅波孜的背道破壞神的命定，就是在聖地只能
有一個獨一的敬拜中心，以保孚以色列人的合一。他
另立敬拜中心成了大罪，使百姓敬拜偶像。

第一，主的恢復乃是恢復基督身體的一。我們需要看
見，主的恢復是基於基督只有一個身體這個真理。因為
主渴望恢復基督的身體和基督身體的一，而這基督身體
的一就是那靈的一；因此，我們需要竭力保孚那靈的
一。

第八，真理聖別我們乃是為著一。真理聖別人，而聖
別產生一。被聖別就是從我們自己裏面遷出來，進入
三一神裏面，並讓基督活在我們裏面。所有分裂的因
素只能用聖別人的真理來對付。當我們每天早晨接觸
主，摸著活的話，並且有神聖的實際注入到我們裏面
第二，基督獨一無二的孙宙身體是彰顯為眾地方召會。 時，分裂的因素就被克服了。
我們必須看見地方召會是基督的身體在一地的彰顯。身 第九，真正的一與『邪惡』相對。世界乃是撒但的系
體只有一個，卻有許多顯出。就孙宙一面說，眾召會乃 統，其中有撒但作為邪惡；撒但與世界乃是一個實
是一個身體；就地方一面說，每一個地方召會都是這孙 體。這邪惡就是世界同其野心、自高、意見和觀念，
宙身體在地方上的顯出。因此地方召會不是身體，只是 這一切產生分裂。在三一神裏沒有野心，在父的榮耀
身體的一部分，身體的一個顯出。
裏沒有自高，在基督生活並掌權的地方沒有意見和觀
第三，召會的立場是由三個重要的元素構成的：第一個 念。
元素是基督孙宙身體獨一的一，就是『那靈的一』。第
二個元素是地方召會在其中建立並存在的地方獨一立
場。第三個元素是合一之靈的實際。憑著這實際的靈，
基督身體的一成為又真又活的。同時，藉著這靈，召會
的立場得以應用在生命裏，而非在律法上。

第十，我們除了保孚基督身體的一，還需要維持基督
身體中良好的次序。我們要樂意受我們度量的限制。
只要我們越過度量，我們就越過元首的權柄，我們就
干涉身體的規矩。我們與頭的關係正確，我們就自然
而然保孚自己在身體裏的地位。

第四，一的立場就是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的三一神應用
到我們身上。聖經中所啟示的一乃是經過過程的三一神
與祂選民的調和。這是一種人位的調和。真正的一所指
的就是這種奇妙的調和。

第十一，在主的恢復裏只該有一個工作，就是一個身
體的工作。我們都必須看見身體，作身體的工作。所
有的同工都該為著基督的身體，作同一孙宙性的工
作。工作的區域不應該使召會分裂。

第五，一的本質是生命與光。我們不是藉著教訓或道理
來保持一，我們是憑著生命與光蒙保孚在一裏。三一神
自己是生命，祂的話語與祂的說話乃是光。藉著這生命
和光，一就得以保持。

第十二，我們要保孚基督孙宙身體的一，就要相調在
一起。相調要求我們被除去，並為著身體的緣故，憑
著那靈分賜基督。我們該有基督身體所有肢體的調
和，在某些地區內眾召會的調和，眾同工的調和，眾
長老的調和。這調和是為建造基督孙宙的身體，好照
著神的喜悅，完成那作神經綸最終目標的新耶路撒
冷。
(摘自台北市召会周迅)

第六，真正地方召會的六個試驗。今天是分裂和混亂的
時代，我們不該盲目的接受任何團體。反之，我們必須
察驗他們是否有特殊的名稱、特殊的教訓、或特殊的作
法。我們需要看他們是否堅持自己的行政，是否與別的
組織有隱密的關聯，我們也必須查問他們是否向全世界
眾地方召會敞開。如果他們通過這些試驗，那麼他們就
是真正的地方召會。
第七，神百姓的一被破壞，在舊約中描繪出來。約書亞
二十二章十至三十四節給我們看見，無論神的百姓今天
的情形如何，我們都不可另外立壇以敬拜神並與神交
通。另外，在列王紀上十二章二十五至三十三節我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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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祂，靠近傷心的人
耶和華靠近傷心的人，拯救靈性痛悔的人。義人
多有苦難，但耶和華救他脫離這一切。
一個從未聽過的名字─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
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從中國大陸、香港、
越南、新加坡、加拿大，向外延燒。疫情不斷傳出
，駭人聽聞的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面對
的居然有如中世紀的黑死病，不但來勢洶洶，更甚
的是毫無防治之法。
面對任何流行性疾病，醫界總能在很短時間內，對
症下藥，控制疫情。然而，這次不一樣，醫界面對
的是一個新衍生的病毒。當各地不斷傳出集體感染
事件之後，整個社會更是慌了、亂了。
太多的『未知』，促使人們趨向極度的恐慌。許多
迷信的人開始問，是不是世界末日到了？誰能拯救
我們？醫院不和平，醫生也哽咽，有人還沒確定病
情，就選擇自殺。原來人面對『未知』的壓力、無
望和恐懼，比還沒找到治療方案的傳染病更可怕。
怎麼辦？如今面對『未知』的，不是少數特定的對
象，而是整個社會。一個由千萬人組成的強大經濟
體，被一個尚未命名新衍生的小小病毒，逼得走投
無路。

作詩無數的大衛王，曾經向世人發出這樣的詠歎：
耶和華靠近傷心的人，拯救靈性痛悔的人。
義人多有苦難，但耶和華救他脫離這一切。
耶和華的眼目看顧義人，祂的耳朵聽他們的呼求。
親愛的朋友，我們人生的道路上有許多的『未知』，
事業的、健康的、家庭的、愛情的；總有一件使我們
慌亂的『未知』，會顯明我們的不堪一擊；總有一件
使我們無奈的『未知』，會挑起我們真正的無力感。
此時此刻，希望您能正視人生真正、最大的『未知』
，乃是認識神與人之間的關係。
正如大衛所吟唱的，這位創造的神是靠近人的神，是
看顧人的神，是聆聽人呼求的神；祂應許我們得永遠
的生命。親愛的朋友，願您現在就來認識、接觸這位
靠近人的神。
（摘自www.lsmchinese.org）

造就系列
人成為神，有神的生命和性情

基 督 是 誰？基 督 不 僅 是 創 造 主，基 督 也 是 受 造
者。這是古代的神學家都信的。以後神學家不敢講
了。『神成為人，人成為神，』在古代的時候，是
很盛行的。所以到了第四世紀，三百二十五年，亞
他那修在奈西亞大會他就說，『神成為人，為要叫
人 成 為 神』（God became a man, that man may
become God ）。實在這個話就是神成為人，是要把
我們這些信祂的人，都作成神。這在第二世紀就講
了，後來慢慢的就不敢講了。神造的是人，但這人

這個，沒有像我們今天這麼清楚謹慎。我特別點出
來說，人成為神，卻沒有神的身位。人只有神的生
命，神 的 性 情。這 是 基 督 教 沒 有 一 個 教 師 能 反 對
的。我們信了就得了神的生命，彼後一章四節明明
說，我們『得有分於神的性情。』這是任何人不能
反駁的。約翰壹書三章二節也告訴我們，『祂若顯
現，我們必要像祂；因為我們必要看見祂，正如祂
所 是 的。』我 盼 望 在 我們 中 間 確 實 把 這 個 底 子 打
好。

有 神 的 形 像。到 末 了 神 要 進 來，把 人 生 為 祂 的 兒
女，有祂的生命和性情。所以人在生命、性情上是
與神同類的。
人成為神有甚麼不對？但是我很謹慎，古代的人講

（摘自《異象的高峰與基督身體的實際》第三篇基
督身體的實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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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消息
哥打巴達旺開展的簡報

經過多方的禱告與交通，五會所的弟兄們領受負擔，
願意繼續主在此地福音開展的工作；因此便鎖定巴達旺
為其目標。在七月三日（主日）集中聚會中便推動聖徒
們報名十哩（巴達旺的中心）的開展。在大家一起唱詩
見證的鼓勵之下共有六十多位聖徒報名參加每周末的開
展活動。

有一對說馬來語的年輕夫婦，他們的反應非常積
極，並非常期待每周家聚會的到來。這對夫婦也見
証，每天晚上他們都分別特定的時間一同讀聖經或
晨興聖言，並且有時借著唱詩歌享受主。他們在生
活中，也傳福音給鄰舍及朋友。願主保孚並堅固這
一家。也願主得著更多的聖徒，為福音剛強開拓。

爲了叫聖徒們有更多的裝備與預備，每周一晚上就有定
期的裝備與成全。然後在八月六日開始每周六與主日下

李國士與張壯耀弟兄

午就和十哩當地的聖徒一同前去看望。雖然上周末前去
的聖徒不多，但是叫眾人感覺欣慰的是前去的聖徒都很
積極並喜樂。所看望的家庭也都非常渴慕與敞開。這叫
看望的聖徒覺得這樣的勞苦一點也不徒然，是一個非常
值得的投資。這要來的周末相信將會有更多的聖徒參與
開展，以帶進更多美好的經歷與見證。

外地消息
The Lord’s Move in Stockton

We worship and praise the Lord for His glorious
move in Stockton, California … We are thankful for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sowing and
shepherding activities and in) what the Lord is doing
here. It was very heartening to witness the local
saints’ hope and expectations grow to match the
Lord’s desire for a lampstand in this locality. One
sister shared during the Lord’s Day meeting how she
was so encouraged with the practical day-to-day,
house-to-house church life she experienced during
our two weeks together. She fully anticipates much
more blending and building up as the church life is
established in Stockton.
At this point, there are over 600 new ones in Stockton who have received a Recovery Version and the
ministry books; approximately 200 of these have expressed an interest for further contact. Ten meetings
in the homes of new ones took place … In addition,
there are now at least six homes of local saints that
are open for home meetings to shepherd the seeking
ones and practice the church life. We have also had
many appointments with seeking students during the

sowing time and are currently in contact with them to
continue the cherishing and nourishing. As we move
into the watering and farming phase, we have begun
to follow up with regular visits to both campuses
(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 and Delta College) every
Friday and in their homes when available to conduct
Bible studies and give them food at the proper time.
We are also establishing a weekly Bible study in the
apartment complex on Saturdays, so that those hungry ones who desire to meet can be fed. Lord, bless
our labor and add to the church life those who are
being saved; gain Your glorious church in Stockton.
GTCA.us, 2010. May the Lord gain a glorious expression in Stockton, California! (Updated 19 Feb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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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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三十三週。
2. 本週“詩篇 ”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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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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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月社區有福音小排。
2. 為著 8 月 30 日-31 日的國語特會代禱。
3. 為著 8 月 22 日-31 日的大專成全訓練代禱。

本地報告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 15/08/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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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位中國、杭州市召會聖徒來訪
來訪日期：14/08(主日)晚上7:15pm抵達至16/08/2011(週二)下午離開前往美里。
4. 2011年國語相調特會報名已截止，請相關的區盡速將填妥的報名表及費用交到辦公室 。
5. 楊絡帆弟兄與李菀瑩姊妹結婚見證聚會通啟
日期： 17/08/2011(週三) 時間/地點： 7:00pm 愛筵(會所大飯廳)

8:00pm 結婚見證聚會(A107 會廳)

6. 青少年英語福音相調聚會
日期： 20/08/2011(週六) 時間： 5:00pm—球類活動

7:00pm—愛筵相調

8:00pm—福音聚會

地點：周千壽孛： No.1405,Jln Bayor Bukit, Tabuan Jaya Ph.IV, Kuching.
備註：歡迎所有會聽講英語的中學生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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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
1. 作餅服事—請二會所三區（2—3）服事餅杯的聖徒們今天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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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8)

週一晚上 (15/08)

週二晚上 (16/08)

會所/區

1－3

二會所

6－4

3.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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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日

四會所

四會所

6－1 及1－4、9 區

21日

2－1 區

三會所

2－5 區
3－7 區
4－6、7 區
5－6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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