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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藉著在金香壇前禱告，回應基督在天上的代求

基督在祂天上的職事裡，一直在代求、供應、並執行

凡火獻上異樣的香。如果我們看見異樣的香和凡火的
意義和嚴重性，我們就會承認，以往許多的禱告是受
天然的動機所推動的。我們也會看見，我們許多的禱
告與基督毫無關係。此外，我們會曉得，當我們禱告
的時候，我們自己常常不是在神裏面，反倒在祂以
外。我們的禱告表明我們不是在神裏面。我們是在神
裏面，還是在神以外，由我們禱告的方式就表明出來
了。我們的禱告總是說出我們的光景到底怎樣。

神的行政，我們需要成為那些對基督天上職事裡的活動
有回應的人。基督是大祭司為人代求；祂是屬天的執事
供應人；祂也是有神七眼的救贖主，執行神的行政，以
完成神的定旨。基督天上的職事需要我們的回應；我們
在地上需要成為基督天上職事的反映，以代求之基督的
禱告為禱告。我們必須成為回應基督天上的職事的人。
歷世紀以來，基督一直想要得著一班人，來回應祂在天
我們若要在帳幕裡香壇前禱告，就需要被焚燒成灰，
上的職事，卻沒有完全成功。願我們就是那班告訴主
減少成為無有。在帳幕裡乃是在神裡面，而在神裡面
說，我們乃是在這職事裏與衪是一的人。
的要求乃是我們成為無有。我們若焚燒成灰，就不再
我們要回應基督在天上的代求，就需要看見金香壇的異 是天然的。我們的行為、眼光和美德加在一起就等於
象。香壇表徵基督是代求者。基督代求的生活，禱告的 我們天然的人，這個天然的人與作神見證的基督相
生活，乃是神行政的中心。神行政的執行，是由那從香 對。我們的行為與基督作生命（陳設餅桌子上的餅）
壇獻給神的禱告來推動。在香壇那裡所獻上的禱告，支 相對，我們的眼光與基督作我們的光（燈臺）相對，
配了宇宙。香壇可以看作是天上的白宮；每一件事都是 我們的美德與基督作我們獻給神的香（香壇）相對。
由這個神聖的中心所推動、執行、實行出來的。基督復 我們的行為、眼光和美德加在一起就等於我們天然的
活並升天之後，個人的基督成了團體的基督；因此，今 人，這個天然的人與作神見證（約櫃）的基督相對。
天在神面前，不僅個人的基督在代求，團體的基督，就 如果我們成了一堆灰燼，我們還會有天然的行為、天
是元首同身體，也在代求。我們都是尋求主的人，無論 然的眼光、天然的美德麼？當然沒有。一堆灰燼裏甚
是個人或是團體，都必須學習一件事，就是禱告。我們 麼行為、眼光或美德都沒有。一堆灰燼有甚麼？甚麼
需要禱告的生活。真實禱告的生活，總是代求的生活。 都沒有。被減少成灰就是被減少成為無有，成為零。
我們要回應基督在天上的代求，就需要經歷金香壇。我 這樣，我們在香壇前禱告時，就很難被自己所霸佔；
們若要在香壇與基督一同代求，就需要看見三件要緊的 相反的，我們乃是為神的經綸、神的分賜、神的行
事：我們禱告時，應當在帳幕裡、就是在神裡面；當我 動，並為神的恢復禱告。(摘自台北市召会週訊)
們要禱告時，我們該先喫聖別的食物而得飽足，該有神
在我們裡面加給我們力量，作我們的供應；我們禱告
時，應當獻上香給神，應當以基督為香來禱告。我信如
果我們對禱告有這樣的看見，我們禱告的生活就會有革
命性的改變。我們在禱告中就不會被物質的需要，或私
人的事情所佔有，反而會為著神目的的執行、神聖行政
週刊目錄：
的實行、神供應恩典的分賜來禱告。
我們在香壇前禱告時，我們的禱告不該有凡火，也不該
有異樣的香。在我們的禱告中有凡火，就是有了某種天
然的動機，沒有受過十字架的對付。禱告與基督無關的
事物就是異樣的香，帶著沒有受過十字架對付的動機來
禱告，就是有了凡火。在我們的禱告中，我們也許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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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來！得安息

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必使你們

『到我這裏來！』只要『來』，不需要作甚麼；只要
『來』，就有安息，就有福樂。

得安息。
世界越來越進步，人生
也越來越忙碌。多少人
有世界的錢財與權勢，
有世界所給與的聲名與
愛情；但是，他們感覺
疲倦，一點也不如意。
許多人因得不著某物，
就不得安息；許多人擁有一切，卻仍不覺快樂。世
人明知安息是好，卻因擔子沉重，只期盼減輕勞
苦，不敢奢望安息。世人皆願喜樂，但總感覺自己
的經歷是痛苦的，無法令人滿意。所以有人就犯
罪，因為那暫時使他覺得快樂甘甜；有人追求心靈
的豐富與人生的高尚超越，渴望得著安息；更有許
多人『向錢看』，認定錢財纔能給人快樂，使人安
息。然而，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覺得自己是勞力的，
是完全沒有重擔，不必『終日遑遑』的。無論是任
何行業、任何身分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人是不歎氣
的，也沒有一個人知道該歇臥在何處，因為沒有安
息，也沒有喜樂。
請聽主耶穌的呼召：『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
這裏來，我必使你們得安息。』惟一的條件就是

神所給人的安息與喜樂，就是祂自己的生命。在二千
年前，神親自來成為一個人耶穌。聖經說，祂是取了
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神原是創造萬有的一
位，卻來成了一個人。祂按著人的年歲長大，憑著人
的情形生活，也工作也休息，也喫喝也睡眠。祂還為
我們的緣故，作世人的奴僕，把常人該有的自由都犧
牲了。祂是神，卻處處受到非人所能受的為難與束
縛，並且溫柔不掙扎，不求自己的權利，卑微的接受
一切的限制。按人來看，祂的境遇是頂可怨歎、悲傷
的，但是祂並沒有怨歎或焦急，也不逃避，更不打算
調換。祂面對任何情形，一直都是安息、滿有喜樂
的。這不是因為祂天性樂觀，也不是因為祂的韌性
彀，乃是因為祂是神，有神那安息而喜樂的生命。
願您現在就敞開心扉
說，『主耶穌！我需
要你，我需要你的生
命！』這樣，主耶穌
就會進入您裏面，使
您享有安息而喜樂的
人生。
(摘自www.lsmchinese.org）

造就系列
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基督的信徒活基督并显大基督的生活

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基督的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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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著我所專切期待並盼望的，就是
沒有一事會叫我羞愧，隻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
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體上，現今也照常顯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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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隻是憑他活著，同他活著，活在他裡面
，或將他活出來，我們乃是活基督；我們這樣的活基
督就是顯大他，使他在別人眼中顯為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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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的生活不隻是倫理的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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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不該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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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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消息
晉漢省大專成全訓練報告
由八月二十二至三十一日，为期十天的晋汉大专成全训 息，帮助学生们基本的属灵操练。早、午以腓立比书生命
练，约有五十位学生报名参加。虽因有些的大专院校尚 读经为主线，带领学生们进入真理的深处，以更深的经历
未放假，但学生们仍愿意抓住晚间，周末和公共假期的 基督。晚间有专题的交通如校园福音、读书的异象、全时
时间投入训练，受主成全。

间训练、开展交通、男女界限与婚姻以及弟兄姊妹之家的

异象。专题交通的负担是要让学生们在各专项上都看见异
此次大专成全训练可分为两部分：前三天在 Union 象，受管制而成为合乎主使用的器皿。
Retreat（Lundu）的户外相调并后七天在古晋会所的成
全训练。在户外相调期间，学生们进入了五堂信息，分 借此也感激伦乐召会和古晋召会社区的弟兄姊妹在爱中
别为《主恢复的历史》，《倪柝声-神圣启示的先见》， 的配搭和服事，特别是在饭食的预备上，使学生们藉此灵，
《李常受与倪柝声的关系》，《李常受的为人和榜样》 魂，体都得着饱足。
和《李常受的职事》。

葉乃裕弟兄

在古晋会所七天的训练，主要在真理、生命、福音和性
格这四方面来成全学生。每早晨 6:30 有清晨系列的信

外地消息
在巴黎移民开展的见证

我參加了二〇〇四年新澤西華語成全訓練之后，
又參加了台北的青職成全特會。從主接受了福音化
全地的負擔，全家上台奉獻，願向主而活，過一個
祭壇與帳棚的生活。之后全家即移民出去，實際參
與了神今日的行動。二〇〇六年十月，在身體的交
通下，再從主接受負擔，移民到了法國巴黎，有分
於主在歐洲的行動。
到了巴黎，我們就願意把家打開，讓年輕聖徒可以
自由進出，也可以帶福音朋友來，作為“聚會性的
團體生活”據點。我們家幾乎天天有聚會：有禱告
聚會、姊妹聚會、青年聚會、小排RSG（中文、英文
、法文）...，且常常有愛筵。我們蒙福的路，就是
打開家。
服事學生是滿有盼望、喜樂的事。我們一直對年輕
人有負擔，和他們調在一起，自己也變年輕了。我
們牧養學生，沒有特別的秘訣，就是陪他們、帶他
們，一步一腳印地陪他們晨興，真理的追求，並過
神人的生活。同時，也叫他們跟著我們傳福音，對
萬民（華人、法國人...）有負擔，學習去派送
Rhema卡，福音單張，到地鐵站接觸人。許多大陸學
者學人聖徒，因為他們法文好，主也借他們得著法
國人。

這幾年，主真是祝福我們，主日人數從10～20位，增
長到80位。三年內共有200多人受浸，其中100多位是
學者學人，更有5位法國人接受主進到召會生活。我們
盼望弟兄姊妹多為我們代禱，求主能讓更多的家從海
外移民到巴黎，特別能移到市中心，靠近地鐵站就是
靠近校園，打開家牧養新人傳福音。雖然要付較多的
房租，但因地點好、環境好，就容易邀學生來。我們
再次印証弟兄移民開家、建立團體生活的負擔，實在
是好。
[來自一位移民巴黎的弟兄]10/16/2009
（摘自http://www.mswe1.org）

巴黎

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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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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三十五週。
2. 本週“詩篇 ”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1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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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週。

禱告事項
1.

为着召会有刚强的下一代祷告。也愿我们事奉的方式能产生属灵的后代，将他们一个一个的成熟献上给神。

2. 为着8月30日-31日的国语特会代祷。
3. 为着8月22日-31日的大专成全训练代祷。

本地報告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29/08/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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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區集合相調聚會
日期/時間：03/09/2011(週六)晚上7:30pm
地點：A107會廳
備註：01/10/2011(週六)晚上將有腓立比書3、4章默經驗收，希請在學聖徒學校假期間殷勤裝備。
4. 學生福音收割聚會
日期/時間：10/09/2011(週六)晚上7:30pm
地點：B二樓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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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照片裝在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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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更新召會通訊錄通啟
為配合更新召會通訊錄，請各區一位區召集人於05/09(週一)會後向各會所負責領取 “聖徒資料
調查表”並確定區裏每位聖徒都填妥此表格於26/09或之前交回辦公室。

外地報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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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報名相關詳情，請到A一樓佈告欄查閱。

其它
1. 作餅服事— 請二會所五區(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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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04/09)

週一晚上 (29/08)

週二晚上 (30/08)

會所/區

3－1

四會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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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會所/區

八月

28日

五會所

二會所

6－3及1－1、8區

九月

4日

2－2 區

一會所

2－7區
3－9區
4－3、5區
5－1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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