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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認識現有的真理，維持真理的絕對，
並被真理構成，使召會作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每位主的工人都必須維持真理的絕對。對真理的絕對， 對真理有透徹的領略，對屬靈、神聖事物的實際有完全

乃是在真理的事上不受個人的情感或親屬關係的影響（太 的承認並珍賞。今天學習神聖真理最好的路，乃是研讀
十 37 ～ 39）。真理既是絕對的，我們就必須犧牲自己， 繙譯出來並正確解釋的聖經（提後三 14 ～ 17，箴二三
23）。若是要看見聖經話語內在的意義，最好的幫助是
並把自己擺在一邊。
聖經恢復本連同註解和生命讀經（尼八 8，13）。還必
今天全世界都需要主的真理，而主的真理就在祂的話語 須研讀神聖啟示之高峰的信息，學習照著神聖奧祕範
裏。主聖言中的真理，早在二千年前就已完全寫成；但是 圍裏新文化的新語言，講說高峰的真理（林前二 13）。
經過一千多年，神話語中的真理已經逐漸被遺失、誤會、 被真理構成的意思就是有神聖啟示的內在元素作到我
並錯誤的應用，因此需要有主的恢復（提後二 15）。因為 們裏面，成為我們生機的構成。神聖啟示的內在元素必
主的恢復就是要恢復神話語中所啟示的神聖真理（約八 須作到並構成到我們全人裏面（西三 16，約貳 2）。真
32）。
理一旦經過我們的悟性而進到我們裏面，並留在我們
聖經中的真理有客觀一面和主觀一面；一切客觀的道理 的記憶裏，我們就會有真理的儲存，而真理就成了常
都是為著主觀的真理和經歷，而主觀真理的經歷是為著產 時、長期的滋養，我們就是一個常時在滋養之下的人（1
生召會（約 3 ～ 4）。今天，主的恢復有最高的真理，就 ～ 2）。
是在已過歷世紀中所恢復一切真理的終極完成。我們必須
幫助主恢復裏的聖徒進入拔尖的屬靈教育；因為主恢復
的標準在於我們所陳明之真理的標準（提前二 4，提後二
15）。

提前三章十五節保羅告訴我們召會是活神的家，是支
持真理的柱石，也是托住真理的根基。『真理』是指照
著神新約的經綸，在新約裏所啟示，關乎基督與召會的
真實事物（太十六 16，18，弗五 32）。真理就是三一
神自己，以基督為具體化身、中心和彰顯，以產生召會
作基督的身體、神的家和神的國（西二 9，弗一 22 ～
23，約三 3，5）。這裏的『真理』是指神進到人裏面，
並顯現於人；因此，真理就是神『顯現於肉體』（提前
三 16）。召會乃是神顯現於肉體這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召會也是維持並向宇宙陳明神顯現於肉體的這個事
實。

彼後一章十二節題到『現有的真理』，也可以說是『今天
的真理』。倪弟兄曾說：『雖然在聖經中有許多主要的、
重大的真理，但我們需要知道的是：甚麼是神現有的真
理，祂今天的真理。』今天在主恢復裏，我們有今天的真
理；這個真理的亮光乃是搆上時代的。所以，我們需要釋
放神成為人，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為神，只是無分
於神格；以及新耶路撒冷的真理（羅一 3 ～ 4，約一 12 ～
14，啟二一 2）。這是今天最高的真理，最高的福音。
今天在主的恢復裏，我們必須竭力認識現有的真理，
接著，我們必須看見真理總是絕對的；而且神是要我們維 維持真理的絕對並被真理構成，走真理的路，使召會
持真理的絕對（約十四 6，十八 37，約 4，8）。每位主 作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的工人都必須維持真理的絕對。對真理的絕對，乃是在真
(摘自台北市召會通訊)
理的事上不受個人的情感或親屬關係的影響（太十 37 ～
39）。真理既是絕對的，我們就必須犧牲自己，並把自己
擺在一邊。我們必須站在真理一邊反對自己，如此纔能維
持真理，不維持自己。我們跟從的是真理，不是人，我們
週刊目錄：
乃是要維持真理的絕對，一點不委屈神的真理（羅三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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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消息
福音系列
然後，我們還需要被真理構成，因為祂願意萬人得救，並
且完全認識真理（提前二 4）。我們完全認識真理，就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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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系列

1

福音系列
耶穌給你甚麼？

耶穌給你甚麼？ 赦罪帄安，不變的愛，神的生命
這三樣東西，惟有從耶穌纔能得到。

能永遠沐浴在這廣大、浩瀚、完美、無缺的神聖大愛
中。
三、神的生命：神的生命是神聖無罪的，使我們能過

一、赦罪帄安：『惡人必沒有帄安』這是神定的心

光明聖潔的生活。神的生命是豐盛充實的，使我們脫

理定律。人無論怎樣自尋解脫，都無法得到真正內

離虛空困乏的人生。神的生命是大能剛強的，消除了

心的帄安。你若沒有真帄安，就證明你有罪。你雖

我們的軟弱和頹廢。神的生命是永遠的生命，因此我

不承認有罪，但你得承認你沒有真帄安。正如人有

們得以步入永存、不朽、榮耀無比的生命之途。

病身體就不舒適，你雖查不出有病，但你身體的不
適就足證你必定有病。故請你不要自欺。耶穌為罪
人流血贖罪，請你速來投靠，必獲赦罪帄安。

（摘自 www.lsmchinese.org）

二、 不變的愛：滿足人性最大要求的，不是金錢而
是『愛』。但世間所給我們的愛，都是殘缺而易變
的，使我們的心受盡了冷酷的摧殘；我們需要一個
完美不變的愛。耶穌將神的大愛賜給我們，使我們

造就系列
在禱告上學習認識神

有一件事，在基督人中間，最叫人在暗中摸索的，
就是禱告怎能得著神的答應。每一基督人必有一個要
求，就是得著神聽我的禱告。若是三年五年，神聽了
你一次的禱告，或是三個月五個月，神聽了你一次的
禱告，你就是一個反常的基督人。許多人難得有一次
得著神聽他的禱告。我不是說你沒有禱告，乃是說你
的禱告沒有成效。許多信徒在他所禱告的事上，一點
沒有把握，不知道神是答應了他的禱告呢，還是沒有
答應他的禱告；乃是等到後來看，得著了就說神答應
了禱告，得不著就說神沒有答應禱告。他在起頭，一
點把握都沒有。我們本來應當是豐富的，就是因為我
們不會禱告，所以變為頂貧窮。三年五年，纔蒙神聽
了一次，這是何等的貧窮呢！我多次題起，沒有一個
基督人，可以在一種禱告得不著答應的生活中過日
子。若是這樣，我們就要落在一個很不堪的地步。
我今天要題起的，就是基督人該怎樣禱告？該禱告多
少時候纔能得著神的答應？禱告後就有甚麼把握？
末了必定有甚麼結局？我們是從那裏得來這些知識
呢？是從認識神得來的。你如果問人這些問題，人要

告訴你，禱告應當除去罪，禱告應當有信心，禱告應
當照著神的旨意等等，共十幾條的道理。但是，許多
人不過是在聖經裏認識了禱告，卻並沒有在神的面前
認識禱告。…我們必須花工夫在神的面前學習對付
祂，也受祂的對付，然後纔會漸漸的知道，在禱告這
件事上，祂向我們有甚麼要求。要在禱告這件事上認
識神，不是可以碰巧的，也不是從人聽來的，也不是
今天聽我講了就有了的。一本旅行的指南，只能把那
個地方指明給你，並不能把你帶到那個地方去，你不
去，你還是沒有經歷。
…比方：你求神給你一本書，有一天神果然給了你一
本書，你以為這是神賞賜你的，就算了。但是當知道，
你所得著的，不只一本書，還有一本書，還有一樣，
就是認識神的知識。…你從這次的禱告，就得以進一
步認識了神。我們的知識，不只是要從讀聖經來的，
更要如此從神面前得來。
[<<認識神的途徑>> 第二篇、
在禱告上學習認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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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執事作事的路

有實際的學習（豫習）：從主帶領門徒處理事情的事上， 就是找出方法來作事。
我們可以看見，作事有三個基本的步驟或基本的原則。第

人要有安排分工：作事要有方法，對人則要有安排，

一是要帶領弟兄姊妹有實際的學習。主相信實際的學習， 要分工給弟兄姊妹作，不要叫他們有一個是閒站的。
所以祂領先帶著門徒作。在使徒行傳裏，我們看見信徒凡 主分餅，十二門徒都到祂面前來，主擘開分給十二人
物公用，按他們所需用的分給各人。其實這是主耶穌先帶

去分，三十排、五十排的人就都可以照顧週到。作執

門徒作過的，後來門徒就能照著作。執事千萬不要怕麻煩， 事也是這樣，要懂得把手中的事分出去，安排人去作。
要領頭先作一次給弟兄姊妹看。就以在上海擺椅子來說， 這事你作，那事他作，結果很快就作好。
有時擺好了，人卻無法坐進去。椅子要擺得彀寬、彀多，
必須有竅門。這不是一次就會作，必須執事們一直帶弟兄
姊妹有實際的學習。
要找出方法：作事的第二步是要找出方法。我再以主分餅

凡事有豫習、有方法、有安排，教會裏頭的事就不會
亂。… 要幫助各區的弟兄都這樣去作，千萬不要冒失
的作事。否則，結果不好，不能榮耀主。執事在教會
裏事奉總是要謹慎，教會乃是神的家，不是作為弟兄

的事為例。主不是叫門徒去對眾人說，『你們來喫餅罷。』 姊妹的試驗室。… 福音必須學習傳開，事情必須學會
等一等人來了，纔想怎麼辦。他們也不是請一個一個人到

作。不只自己會作，更要帶領弟兄姊妹作，作得像神

前面來拿，如果那樣作，頭一個用去半分鐘，兩個就用去

作的一樣。你們都要這樣操練自己，訓練自己。不是

一分鐘，三個用去一分半鐘，四個用去二分鐘，到了末了

一陣發熱心而已，乃是天天忍耐著學習。…

一個站在那裏時，已經是四、五個鐘頭以後了。主的方法
乃是把人分成排，每一百人一排，五千人共有五十排。祂

摘自《主恢復中成熟的帶領（卷一）》

把餅分給十二門徒，再由十二門徒分給各排的人去分。這

外地消息
赴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相調蒙恩記要

感謝神！給我們有六天時間（今年五月分）和弟兄們

召會的根基及祝福。第二、聖徒們單純、積極、對主話

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AE）聖徒相調，實在深處敬拜

聖徒們彼此配搭和諧一致。

主在中東的行動是如此有聖靈工作。目前在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有三處的召會，一處是在首都阿布達比（Abu
Dhabi），約有二十五位聖徒；一處是在沙紮，約有四
十五位聖徒，另一處是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花園城市
（Al Ain），約有十五位聖徒，大部分的聖徒皆來自印
度、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另外有二十五位聖徒
因著工作的緣故，僅能偶而有分召會的聚會。
壹、蒙恩的點：

有反應，對主的恢復認定，對召會帶領願意跟隨。第三、

貳、代禱事項
一、求主加強主的恢復在杜拜（Dubai）及阿布達比（Abu
Dhabi）的見證，及其他鄰近國家的見證。
二、求主打開本地人福音的門，使聖徒能廣傳福音，不
因政治因素受到任何限制。
三、求主興起更多有心的家被成全及建立。
四、求主釋放更多聖徒能有分明年在台灣的集調和訪
問。

第一、聖徒的結構建全：老，中，青，少都有，且青職

郭啟文弟

聖徒佔的比例很高，且聖徒有十幾位都經過訓練，所以

（ 摘自 http://www2.tnnch.org.tw/eu/SitePages/

屬靈底子不錯。主要配搭菲律賓，印度，巴斯基坦都有，

Home.aspx）

滿有新人感。而且，有幾個完整的家，全家愛主，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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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進度
1. 本週“舊約恢復本經文及註解”共同讀經進度：根據讀經進度表第三十一週。
2. 本週“詩篇 ”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7~8 篇。
3.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本週復習“顧到主恢復中當前的需要”晨興聖言 第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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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為著8月2日開訓的第二屆中壯年成全訓練代禱：
參訓學員（古晉）：楊禮銈，劉天傑，劉遠東，陳亨疆，黃基全，李國帄，蘇詩武，盧美玉，笵黎明，陳月卿，
蔡亦紅，黃德花，余馨香，黃萌茱，林柯行，賴振宇，官哲意。

本地報告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 01/08/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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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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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截止日期﹕08/08/2011(週一)

地點：會所 A107 會廳

外地報告
1. 2011 年東馬眾召會姊妹相調特會
日期/時間： 09/09(週五)晚上 7:30pm 開始至 11/09/2011(主日)中午結束。
報名截止日期﹕31/07/2011(主日)

地點： 詩巫、晶木酒店

其它
1.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07/08)

週一晚上 (01/08)

週二晚上 (02/08)

會所/區

6－3

六會所

6－2

2.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日期
七月

31日

八月

7日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會所/區
6－4及1－1、8 區

全召會集中
二會所七區

3.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五會所

2－3 區
3－5 區
4－3、5 區
5－5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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