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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主的恢復是要恢復申言這超越的恩賜，以建造召會作基督的身體

『申言』一辭，在希臘文和希伯來文的主要意義，
都是為主說話。申言是超越的恩賜，為著建造召會作基
督的身體；林前十四章的申言，意思不是豫告、豫言，
而是為主說話並說出主，將基督分賜到人裡面。摩西願
意神所有的百姓都作申言者申言；使徒保羅教導說，我
們都能申言，他也囑咐我們要追求、切慕、並尋求申
言。禁止申言，在神面前是個罪。祭司亞瑪謝吩咐阿摩
斯停止說話，停止申言，因這緣故，亞瑪謝受了咒詛。
主藉著阿摩斯說，亞瑪謝的妻子要成為妓女，他的兒女
要被殺。那些阻止耶利米申言的人，也遭受災禍。
在申言者、祭司和君王這三種功用當中，申言者的功用
是最高的，因為申言者能直接的接受並得著神的話。按
照新約來看，有三種申言者：第一種是以弗所四章十一
至十二節的申言者，乃是神特別設立，為著成全聖徒的
人。第二種是行傳二十一章八至九節的申言者，乃是能
為神說豫言的人。第三種是林前十四章的申言者，乃是
在召會聚會中，為著召會的建造，為神說話並說出神來
的人；所有的亯徒都能作這種申言者。

觸神，從神得著話的人。第五，我們必須為盡話語的
職事而禱告。第六，我們必須是常常喜樂、不住的禱
告、凡事謝恩、不銷滅那靈、並且不藐視申言者的話
的人。第七，我們必須用各樣的智慧，讓基督的話豐
豐富富的住在我們裡面，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
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的人。第八，我們
必須充滿對神話語的認識，好得著足彀的神聖辭彙。
第九，我們必須在素質上並在經綸上被終極完成的靈
所充滿。
我們必須看見，按林前十四章的方式正確申言的構
成：第一，申言的構成包含對神、基督、和屬靈事物
的認識與經歷，以及將這些事物說出來的口才。第
二，申言的構成包含在神聖光照下對我們所處情形和
環境的眼光。第三，申言的構成包含那靈即時的感
動，激勵我們的靈說話。第四，在說出正確的申言這
事上，我們不該黏於個人的經歷、見證、感覺、想
法、意見、感情、以及對任何人事物的反應。

林前十四章二十六節所描述，為著建造召會之正確的召
會聚會，乃是在其中『各人或有』的彼此互相的聚會，

基督生機身體直接的建造，乃是憑身體自己，就是憑

乃是在其中我們『都能一個一個的申言』的聚會，乃是

基督的眾肢體依其度量盡功用（主要是在申言─為主

在其中『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會』的聚會；在主當前

說話上）。我們看見這異象的人會有負擔作殉道者犧

的恢復中，這話的應驗具有永遠的意義。林前十四章二

牲自己，使主能有路完成以弗所四章十一至十六節，

十六節作為神聖言的一部分，需要應驗，使基督的身體

目的是為使基督生機的身體得著建造，這是藉著每一

得著建造；沒有這生機的建造，主在馬太十六章十八節

位聖徒受成全能以申言，講說基督，使全地到處都有

的豫言就不能得著應驗，召會作為新婦就不能為著基督

按照林前十四章二十六節滿了彼此互相的聚會。

這新郎豫備好。我們要照著林前十四章二十六節聚會，
(摘自台北市召会周迅)

就必須渴慕並學習申言，並藉著晨晨復興、日日得勝，
過申言的生活。
我們必須過申言的生活，具有以下的九項資格：第一，

週刊目錄：

我們必須『將寶貴的從低賤的分別出來』。第二，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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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的。第四，我們必須是將一切問題帶到神面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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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神爲何不殺死他

美國芝加哥的一個公園裏，常有人在一座露天講臺
上，發表自己的意見。一天，有位無神論者上臺演
講，宣稱無神。演講結束時，他說：‚各位聽衆，我
現在要證明沒有神，只需要一分鐘時間就夠。‛
他從袋裏取出一個表，用左手拿著，右手舉起，握緊
拳頭，揮著說，‚神阿，你在上面麽？你若在那裏，
我有話對你說。我恨你，你是卑鄙的；我到死也要恨
你。不但我要恨你，也要叫所有的人都恨你。你爲何
不殺死我呢？我給你一分鐘時間，你若不在這一分鐘
内殺死我，這一切的聽衆便都知道沒有神了。‛他嚴
肅的當著聽衆面前看著手上的表，等待一分鐘的時間
過去。然後帶著冷笑看看聽衆，把表放回袋中，再對
聽衆說，‚若有人仍亯有神，請即上臺，把有神的理
由，講給大家聼聼。‛
不料，有一十九嵗的青年，上臺對著聽衆說，‚我是
一個基督徒，要來這裡散發福音單張。我在路上時，
遇著一個八、九嵗的小孩，從小巷裏出來，穿著破爛
污穢的衣服，滿身污泥，頭髮蓬亂，走到我前頭，伸
手攔阻我說，‚我恨你這樣穿白襯衫、亮皮鞋的人。
你正是一個恃強淩弱者，有本事就來和我打一場，見
個高低。‛我告訴他，我不願意打架，只願意與他作
朋友，給他東西吃，去理 一次髮，給他一些乾淨的
衣服穿。那小傢伙不理我的建議，向我吐唾沫，用許
多污言罵我。我想繞過他走開，他又迅速跳到我的眼
前，揮拳向我挑戰。他的個子很小，我本可以一拳把

他打倒，但我無論如何不願打他。我同情他，可憐
他，願意買東西給他吃，給他洗個澡，給他一些乾
淨的衣服。無奈我越好意，他就罵得越兇。最後我
只好帶著沉重的心情，繞道走開。但他還是跟我走
了好遠，罵個不休。各位，剛才上臺演講無神的
人，就像那個小孩，那個小孩滿身污泥，他這個人
也是滿身罪污，需要主耶穌的寶血替他洗淨。那個
小孩穿著破爛的衣服，他這個人也需要主耶穌賜他
義袍。那個小孩飢餓，臉色蒼白，缺乏營養。他這
個人的心靈缺少一樣東西，沒有快樂，只有毒恨，
他需要耶穌作他生命的糧，生命的活水。但他不感
激神所賜的救恩，反倒辜負他，辱駡他。我能告訴
你們，神爲何不殺死他。因爲神愛一切像他這樣的
人。經上說，‘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
他們，叫一切亯入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遠的生
命。’（約三16）神忍耐等候這個人悔改得救。經
上說，‘有人以爲他耽延一樣；其實他乃是寬容你
們，不願任何人遭毀壞，乃願人人都趨前悔改。’
（彼后三9）青年人講完了，四圍一看，那個無神論
者已經不見了；他已低頭從聽衆中悄悄離開了。
摘自《福音故事》

造就系列
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基督的亯徒活基督并显大基督的生活

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基督的亯徒活基督並顯大基
督的生活。這是根據腓立比一章二十節和二十一
節上半，那裡說，『…因為在我，活著就是基督
。』保羅說在他活著就是基督。這意思是說，我
們需要活基督。我們若在『活基督』這句話加上
別的字，就會改變意思。活出基督，憑基督活著
，藉基督活著，與基督同活，活在基督裡，與活
基督的意思並不完全相同。照著我所知道的，我
從未聽見有人用過『活基督』這個詞。這詞描述
一個事實，就是保羅的生活乃是活基督。他活基
督，因為基督在他裡面活著。（加二20。）
『活基督』這詞帶有特別的意義。我們在這裡是
活基督。我們不只是憑祂活著，同祂活著，活在

祂裡面，或將祂活出來，我們乃是活基督；我們這樣
的活基督就是顯大祂，使祂在別人眼中顯為大。保羅
被囚禁在監獄裡，他怕自己不顯大基督，不使基督顯
為大；他可能會使基督在那些觀察他的人眼中顯為小
。保羅渴望，甚至在監牢中也要使基督顯得更大，就
是顯大基督。
基督徒的生活不只是倫理的生活、良善的生活、或道
德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當然該是合乎倫理道德並
超越的。但嚴格的說，基督徒的生活並不是倫理的生
活，乃是高過倫理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乃是活基督
的生活。身為基督徒，在我們的生活中，別人不該只
看見我們的良善、倫理或道德。他們該看見基督。我
們基督徒該過一種活基督並顯大基督的生活。
摘自<<基督徒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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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一代强过一代」

這次是和大家讀士師記二章七節至十節：
2:7「約書亞在世的日子，以及約書亞死後，那些見過耶
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長老還在的日子，百姓都事奉
耶和華。」 2:8「耶和華的僕人嫩的兒子約書亞，正一百
一十歲就死了。」2:9 「以色列人將他葬在他地業的境
內，就是在以法蓮山地的亭拿希烈，在迦實山的北邊。」
2:10 「那一代的人也都歸了自己的列祖；在他們之後，
有另一代的人興起，不認識耶和華，也不知道耶和華為以
色列人所行的事。」
想和大家探討幾個問題。（一）為什麼以色列的后代會不
認識耶和華？（二）難道約書亞和長老們沒有教育他們的
后代（至少約書亞自己的兒女）？（三）還是，人真是有
天性的頑梗，墮落的基因？
二章十節是明言，另一代的人興起，不認識耶和華，也不
知道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很難相亯以色列的先祖
沒有盡教育后代的責任。這麼優秀的民族有今日的成就總
有它的道理，其中就是對「教育」的執著。申命記六章有
這樣的紀錄，將律法教誨年輕人：
6:6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這些話，要放在心上；」6:7
「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裏，行在路上，
躺下，起來，都要談論。」6:8「你也要將這些話繫在手
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頭帶；」6:9「又要寫在你房屋的
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
以色列人必是常常在抱兒弄孫，茶餘飯后，或早晨，或晚
上，將他們所愛、所經歷、所事奉的神告訴他們的子孫。

作父母都知道，養育兒女真是大學問。把一些「東西
」作到兒女「裡面」不是一朝一夕。早上起床折被子
，盥洗，穿好校服，坐下吃早餐等等，都是多年的功
夫和唇舌。況且還要幫助他們親近主，如呼求主名，
禱告，禱讀等等，沒有三五年堅定持續的「教育」是
看不見果效的。兒女在學校又是進入另外的「世界」
，回家常常帶回另一套的道理，還要幫他們過濾歸正
，一面不能全然否定學校的教育，一面還要引導他們
正確的價值觀。
啟示錄二、三章有一句話重復的說：‚那靈向眾召會
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自從有了孩子后
，我對這節聖經有一種更深的領會，孩子很常時候就
是對長輩的說教聽不進去，就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
啰嗦，才能稍微聽進去。以色列的子孫是不是對長輩
的教導聽不進去呢？
今天召會中的青年人是多的，然而深深覺得願意擺上
自己的就不多了。父老們忠心服事了他們的一代，主
若來的慢，這一代的年輕人需要起來接棒的。士師記
二章常挂我心，召會不能沒有后代。世人常說：「一
代強過一代」。召會不更應該是一代強過一代嗎？！
呼吁青年人，請聽主呼召，起來，將這交易算看，零
碎換來整個，萬事萬物加上萬人，盡都歸你得著。當
你屬祂，萬有屬你，並且祂你合一，你還得享無限生
命，權益有何能比？
這一代教育高，環境好，語言能力強，召會很扶持，
真理清楚，帶領明確。召會是一代強過一代，這一代
是要把主帶回來。
王煥卿投稿

外地消息

The Lord’s Move in Japan
When the Chernobyl nuclear plant accident happened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many Russian
people lost their hope. It happened on April 26th,
1986. Following that event,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in 1991, and the Lord brought His recovery on
to Russia. At that time, brother Lee asked the English speaking saints in the U.S. to go to Russia, and
about 100 brothers and sisters responded and went
there as an army of God, risking their lives, to preach
the gospel and to set the fire on in this ice-cold country. As a result, many Russians were saved.
When the Tohoku tsunami and the Fukushima nuclear plant accident happened on March 11th 2011,
many Japanese people lost their hope too. Since

then, the saints from the U.S. have been coming to
Sendai for the sake of the gospel. They participate in
the voluntary work at the risk of their lives. After the
work is done, they go to parks, train stations, and Tohoku University and preach the gospel to the people
there. Thank the Lord for His work and the saints
who have responded to the Lord’s call and come to
Sendai. In order to advance the Lord’s recovery further in Japan, we need to respond to His calling today. May the Lord provide us with a meeting hall in
Sendai as soon as possible, so that we can have gospel meetings! “Lord, we pray for this.” May the
Lord meet every need in Sendai! Please pray for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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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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三十四週。
2. 本週‚詩篇 ‛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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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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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著本週末的姊妹成全禱告。
3. 為著8月30日-31日的國語特會代禱。
4. 為著8月22日-31日的大專成全訓練代禱。

本地報告
1. 全召會事奉成全聚會
日期/時間： 22/08/2011(週一)晚上 7:30pm
地點： A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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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成全訓練（四）
日期： 27/08/2011(週六)晚上 7:30pm
地點： B 二樓大廳
時間：第一堂：5:00~6:30pm, 晚餐: 6:30pm; 第二堂: 7:15~9:00pm
備註: 因這是訓練，聚會五分鐘前請就座。
4. 晉漢省大專成全訓練注意事項：
凡參加 22-24/8 Union Retreat 戶外相調的弟兄姊妹，請各自用完午餐後於 22/8（週一）12pm 在古晉會所會客
室(Lounge)集合預備出發。請務必攜帶聖經、詩歌、晨興聖言、個人物品等。
凡參加 24-31/8 成全訓練的弟兄姊妹：
1. 請於 24/8（週三）6:30-7:15pm 到長老室（A104）報到。
2. 訓練地點在 A301。
3. 訓練穿著：
弟兄—白衣及領帶，深色長褲、深色包鞋。
姊妹—有袖白衣，深色長裙、深色包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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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照片裝在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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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
1. 請二會所四區(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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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8)

週一晚上 (22/08)

週二晚上 (23/08)

會所/區

1－1

三會所

1－3
4.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3.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八月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會所/區

21日

二會所一區

三會所

6－2及1－5、6 、7 區

28日

五會所

二會所

2－6 區

5. 財務報告(2011年)

3－8 區

月份

承上月結存

收入

支出

結餘

七月

322,453.25

62,575.40

65,194.04

319,834.61

4－1、8 區
5－7、8 區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