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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恢復中的四大支柱（七）第三大支柱─召會（二）
建造召會作神國的路─否認己，背起十字架，並喪失魂生命

主恢復中第三大支柱是關於召會，本篇信息強調召會作
為神的國這一點，其中心思想乃是國度是現今召會的實
際；真正的召會乃是神國的實行與活出，並要帶進神國的
實現。以弗所書二章十九節 啟示召會乃是神的國，由『同
國之民』這辭指明。神的國是神施行祂權柄的範圍；所有
的信徒，無論是猶太人或外邦人，都是神國裏的國民。在
這節，保羅主要的觀 念乃是神國裏的公民權。神國的公民
權包括了權利和義務。權利和義務總是並行的，我們享受
神國的權利，也要擔負神國的義務。
在新約時代，一般的 印象以為我 們是蒙召進入召會，但
神乃是召我們進入祂的國；神的國乃是我們在神聖的管
治下，敬拜並享受神的範圍。神的國也是神能成就祂的計
畫，執行祂的權柄，達到祂心意的領域。新約傳揚福音是
說到國度；福音是為著國度，宣揚福音是叫背叛的罪人得
救、合格且被裝備，好進入國度。
事實上，聖經首先陳明國度，然後陳明召會；國度的出現
產生召會。國度乃是生命的範圍，讓 生命行動、治理、管
治，使生命能達成其目的；神的生命就是神的國度。福音
帶進神聖的生命，這生命的範圍就是國度；神聖生命同其
範圍產生召會。可以說，國度是生命本身，而召會是生命
的結果，國度的福音產生召會。
同時，國度是召會的實際；因此，我們離了國度的生命，
就不能過召會生活。諸天之國的實際 乃是召會生活的內
容；沒有國度的實際，召會就是空洞的。因著國度的生命
產生召會生活，所以當我們團體的在國度生命裏生活，我
們自然就過召會生活。並且，若沒有國度作召會的實際，
召會也不能被建造起來。由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至十九
節，我們看見召會是藉著國度的權柄所產生；主賜給使徒
國度的鑰匙，乃是為著建造 祂的召會。
當諸天的國能在一
班信徒身上施行權柄，那一班信徒就能被建造成為召會。

藉由重生，我們蒙拯救脫離黑暗的權勢，被遷入父愛子可
喜悅的國裏。雖然父愛子的國包括今世、來世和永世，但
歌羅西書一章十三節所強調的是今世，就是召會時代。召
會生活今天乃是父愛子的國。當我們在復活裏，憑著子作
我們的生命而活，我們就活在祂的國裏，在父的愛裏享受
祂。感謝父！我們已經從祂而生，得著神聖的生命和性情，
成為在神國裏的神人。我們乃是神人，在神的國這神聖種
類的範圍裏。
真正的召會就是今世的神的國；今天信徒乃是在召會中
過國度生活。雖然今天召會是神的國， 但惟有當我們在靈
裏，而不在天然人裏生活、行動、為人時，我們纔在國度
的實際裏。當神國的權柄得以在我們身上運行，公義、和
平、並喜樂將是我們日常生活的 特徵。並且我們蒙重生進
入神的國之後，藉著在召會中過國度的生活，在神聖的生
命裏長大並發展以至成熟，結果乃是豐富的進入我們主和
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現在召會在地上的工作就是要把
神的國帶進來。不僅在召會中一切的工

摘自《臺北市召會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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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列 僅是一摸

痲瘋，一種由痲瘋桿菌引起的慢性傳染病，症狀多變，令

來，就面伏於地，懇求他說：『你若肯，必能叫我潔淨了。』
耶穌看著他，就動了慈心，伸出手來摸他說：『我肯，你
人聞之喪膽。患者於早期外皮會有斑疹、腄塊，面部潰瘍，
潔淨了吧！』此時，他的痲瘋就立刻痊癒了。
粘膜及神經損害也會隨之出現，晚期病菌更可能侵 入體內
的各種臟器。在中亞，西元前兩千年的猶太典藉中記載，痲
耶穌到底是如何醫治了他，至今仍是一個謎。但是可以確
瘋患者需要向人公開承認自己的病症，撕裂衣服，蓬頭散
定的是，耶穌不僅醫治了他的身體，更醫治了他的心。其
髮，蒙著臉喊叫:『不潔淨了！不潔淨 了！』在印度，痲瘋
實，耶穌只要一句話就可以解決他的病症，但因著他 發
病則首次記載於西元前六百年，描述了病人手指和腳趾喪
自內心的憐憫和同情，耶穌就『伸手摸他』。一個離群索
失感覺的症狀。當時的病人往往受到殘酷的對待，被遺棄在
居的人，一顆寂寞冰冷的心，就被耶穌一個溫暖的動作融
荒野中任其生滅，甚至被燒死。
化了。所以即使耶穌嚴嚴地囑咐他，什麼都不可告訴人，
他仍是廣事宣揚，把這事傳開來。因為他所看見所聽見
痲瘋桿菌主要是通過破損的皮膚和呼吸道進入人體，而唯
的，不能不說！
一傳染源就是病人本身，所以在疾病分佈區：亞洲、非洲及
拉丁美洲，目前仍有痲瘋療養院的存在，俗稱為” 痲瘋村”
在聖經裡，痲瘋表徵從人裡面發出來嚴重的罪，不僅很難
或”痲瘋島”，用來隔離痲瘋病患者。有些療養院有自己的
除去，更影響我們與人與神的關係。如此深植人性的罪，
交易貨幣，因為不少人相信如果流通痲瘋病人曾持有的金
不發則已，一發即是不可收拾，使我們羞於見人，更有愧
錢，會造成疾病傳染；若痲瘋病人要離 開療養院，必須要
於心。朋友，這樣的問題是否也困擾著你呢？慶幸的是，
佩戴搖鈴，以提醒院外民眾閃避。所以多數患者都是終老一
耶穌來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對於相信他的罪人，一
生，孤獨而死。
切出於罪的纏累、苦惱、分隔、疏離，耶穌已 經全部解
決。只要藉著信心，我們就能真實地碰到他，讓他來治癒。
痲瘋病自古視為絕症，一直到了 1940 年代，抗生素問世後，
朋友，希望你能把握機會，向他懇求，與我們同享他的醫
痲瘋病才得以治癒，人們對其恐懼也隨之慢慢減退。然而，
治。
在兩千年前，耶穌也曾在他的旅程中遇過一個身患痲瘋的
人。當時，這個眾人避之惟恐不及的痲瘋病人，看見耶穌走
摘自《www.luke54.org》

系 列

認出聖靈的微聲 (一)

創18:1~5「耶和華在幔利橡樹那裏向亞伯拉罕顯現。那 出現在他對面的人，他沒有顧著自己的事而任憑他們離開，
時天正熱，亞伯拉罕坐在帳棚口。他舉目觀看，見有三個
人在對面站著。他一看見，就從帳棚口跑去迎接他們，俯
伏在地，說，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離開僕
人往前去。讓我拿點水來，你們洗洗腳，在樹下歇息歇
息。我再拿一點餅來，你們可以加添心力，然後往前去。
你們既到僕人這裏來，理當如此。他們說，就照你說的行
罷。」
當神遮藏自己的榮耀，以人的形態來到人間時，就將人心
中的意念顯露了出來。如果祂帶著大榮耀而來，那麼眾人
都會被祂的氣勢所懾服；但當祂取了人的樣式時，許多人
就不認得祂，只有那些清心的人才認出祂來。
今天，神在聖靈裏向我們顯現、說話，常常也是如此。許
多時候，祂並非以大光的照耀把我們摔倒在地，許多時
候，祂乃是一個微細的聲音，只讓尋求的人認出祂、只讓
清心的人看見祂。今天，聖靈常藉著基督身體上的肢體、
甚至藉著陌生人臨到我們、向我們說話，但我們有沒有一
雙敏銳的眼睛、一對可聽的耳朵？
當亞伯拉罕遇見取了人形的耶和華時，他是怎麼反應呢？
「他一看見，就從帳棚口跑去迎接他們，」他沒有輕忽那

亞伯拉罕是一個有屬靈眼光的人，雖然按肉眼看是陌生人，
但裏面卻覺得不尋常！他雖老邁，還「跑」去迎接他們，卑
微地接待他們，使他們得舒暢然後往前行。
「聖靈為何常不用顯然的方式對我說話呢？」祂要試驗我們
的心如何。祂樂意看見，我們對祂有一種內裏的認識、內裏
的知覺，不因祂外貌改變而忽視了祂。「雖然按著肉體認過
基督，如今卻不再這樣認祂了。」（林後5:16下）回想我們
信主的時候，是肉眼看見神的顯現而相信嗎？當神將信心賜
給我們的時候，我們不憑眼見便信了。我們聽見人傳講神的
話，但我們不當作是人的話，卻以為是神的話而接受了。那
些持守信仰、忠信至死的聖徒們，難道都是因他們肉眼見過
基督嗎？加略人猶大豈不見過基督，就是那在肉身裏顯現的
神，但他竟用三十錠銀子將祂出賣了。跟隨摩西的以色列人
也都見過神分開紅海的大能，見過各種神蹟奇事，但他們的
心終究不認識神，所以倒斃曠野、不得進入那安息。因此，
神似乎寧願將自己的榮耀暫時隱藏起來，以最平常、最屬人
的方式進到我們中間、向我們說話。
摘自《www.luke54.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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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召會禱告聚會-地上支配天上

马太十八章第十八節，主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
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們在地上所釋
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這一節聖經的特點在那裏呢？
這一節聖經的特點是說，地上的舉動，在天上的舉動之
先；不是天上先捆綁，乃是地上先捆綁，
不是天上先釋放，
乃是地上先釋放。是在地上已經捆綁了，天上也捆綁；是
在地上已經釋放了，天上也釋放。天上的舉動，受地上的
舉動的支配。一切和神相反的都需要捆綁，一切和神相合
的都需要釋放；所有的事，不管牠該受捆綁也好，不管牠
該被釋放也好，那一個捆綁，那一個釋放，是從地上起頭
的。地上的舉動是在天上的舉動之先，是地上支配天上。

加就加好了，誰能攔阻祂呢？但是，在這裏有一句話，就
是神說，祂要在這件事上被他們求問之後，纔給他們成就。
這一個原則是頂清楚的：神有一個旨意，神已經定規好
了，但是神不能立刻作，神要等以色列人為這件事向神求
問之後，神纔替他們成就。神要地上來支配天上。

在以賽亞書四十五章十一節，有頂希奇的話：『耶和華以
色列的聖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說：將來的事，你
們可以問我；至於我的眾子，並我手的工作，你們可以吩
咐我。』（看聖經小字註。）弟兄姊妹，你覺得希奇麼？
關於眾子的事，關於工作的事，神說，
『你們可以吩咐我。』
『吩咐我』三個字，人差不多不敢說。人怎可以吩咐神！
認識神的人都知道，在神面前不可說狂妄的話。但是神自
我們從幾個舊約裏的例子，來看地上如何支配了天上。 己說，
『至於我的眾子，並我手的工作，你們可以吩咐我。』
這沒有別的，這是地上支配天上。不是說，神所不作的，
例如：摩西在山頂上，他何時舉手，以色列人就得勝；何 我們要勉強祂去作；乃是說，神所要作的，我們可以吩咐
時垂手，亞瑪力人就得勝。（出十七 9 ～ 11。）山下的勝 祂作。這是我們所站的地位。我們因著知道神的旨意，就
敗，到底是誰定規的呢？是神出的主意呢，或者是摩西出 能對神說，『神，我們要你作這件事，我們定規要你作這
的主意？弟兄姊妹，在這裏，你要看見神工作的原則，神 件事；神，你非這樣作不可。』我們能在神的面前有剛強
舉動的祕訣：神所要作的，人如果不要作，神也不能作。 的禱告，有能力的禱告。我們必須求神開啟我們的眼睛，
你不能叫神作祂所不要作的，但你能攔阻神作祂所要作 看見神在這一個時代裏的工作是怎樣的。在這一個時代
的。勝敗，在天上是神定規的，但是在人面前是摩西定規 裏，神所有的工作都是站在這一個地位上：天上要作，但
的。在天上神要以色列人得勝，但在地上的摩西如果不舉 是天上不就作，要地上作了天上纔作。地雖然站在第二，
手，以色列人就失敗，如果舉手，以色列人就得勝。是地 但也是第一。總是等地上動了天上纔動，神要地上支配天
上支配了天上。
上。
又如以西結書三十六章三十七節說，
『主耶和華如此說：
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數，多如羊群；他們必為這事向我
求問，我要給他們成就。』神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加增以
色列家的人數，叫以色列人多起來如羊群一樣。不認識神
的人要說，神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數如羊群那麼多，神要

消 息

摘自《倪柝声弟兄“召会祷告的职事”》

主在歐洲的行動－法國

目前法國主日聚會分兩區，中法區和英法區，人數加起
共 100~120 位左右。主日聚會的情形是前半場擘餅集中，
後半的申言聚會分區進行。
英法區主要由美國校園開展隊負責，成員有美國聖徒、英
國聖徒、加拿大聖徒、韓國聖徒…等。開展的方式是參加
過 FTTA 或 FTTL 的有負擔全時間者，
以學生或工作的方式
申請短期居留，留在當地配搭，目前有 20 多位。之前他
們許多長期抗戰的小羊或福音朋友現在開結果有了不少
的進步，原本只能一個月看到一次面的小羊，漸漸的受主
話吸引，主動要求能兩週讀經一次；原本不願開口禱告
的小羊也主動開口禱告…諸如此類的見證越來越多，非
常激勵勞苦的聖徒們。他們照顧的範圍太廣，常常搭車時
間一兩個小時就為了看望一個小羊，非常辛苦，但卻滿了
喜樂。
巴黎一位安娜貝拉姊妹（法國人）在明年要去參加 FTTL，

她本身非常的渴慕真理，對各項的操練也願意跟上；
另一位法國弟兄也會同期進去參訓，這位弟兄才得救
一年。他們將是法國第一次送出去參訓的弟兄姊妹，要
為他們的參訓禱告。
我們覺得法國開展的不容易是受限於他們的文化背
景，哲學的思想、宗教的迫害。除非讓他們嚐到真理是
實際在生活中可經歷的，否則要使他們渴慕主不太容
易，他們一直以來所接受的都是字句知識。
要為當地勞苦的家和留學生能長期待在法國禱告，法
國需要長期有人埋下去勞苦。願主祝福祂在全地的開
展。
（齊姊妹）
201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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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她。 我要把諸
天之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捆綁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捆綁的；凡你在地上釋放的，必
是在諸天之上已經釋放的。
太十六 18-19

為著更多的聖徒能操練參加禱告聚會禱告。
為著中壯年班的成全訓練開訓（28/2/2012）禱告。
為著下週末的“詩篇結晶讀經訓練”特會禱告。
為著各會所，各區，各排，或個別聖徒需要禱告。
1. 本週“新約恢復本經文及註解”共同讀經進度：根據讀經進度表第九週 。
2. 本週繼續追求 “主恢復中的四大支柱”晨興聖言 第七週 。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27/02/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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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區集合禱告聚會
日期/時間： 28/02/2012(週二)晚上 7:30pm
地點： A110 會廳
備註：學生區服事者、學生們以及有心願服事的聖徒們受鼓勵參與。
4. 召會兒童核心團事奉交通：
日期/時間： 01/03/2012(週四)晚上 7:30pm
地點： A106 會廳
5. 晉漢省大專擴大核心團用餐相調交通
日期/時間： 01/03/2012(週四)晚上 6:30pm
地點：林巧華弟兄家(哥漢)
備註：請相關聖徒各自帶一道菜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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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全召會集中擘餅聚會
日期/時間：11/03/2012(主日)早上10:00am
地點：A棟二樓大廳
餅杯服事：二會所
招待服事：三會所
車輛指揮服事：五會所
兒童照管服事/地點：一會所/A107及A110會廳
育兒地點： A105會廳
會所巡邏服事：六會所
8. 全召會集中擘餅聚會
日期/時間：18/03/2012(主日)早上10:00am 地點：A棟二樓大廳
餅杯服事：三會所
招待服事：四會所
會所巡邏服事：一會所
兒童照管服事/地點：二會所/A107及A110會廳
育兒地點： A105會廳
車輛指揮服事：六會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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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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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61.00

截至： 19/02/2012

其
它

累積奉獻共收來
RM 366,611.00

距離心願，尚差：
RM 1,632,043.00

1. A棟二樓大廳整潔(一) 04/03/2012(主日)―請一會所聖徒安排時間來作A棟二樓大廳整潔包括男、女廁。
(二) 11/03/2012(主日)―請二會所聖徒安排時間來作A棟二樓大廳整潔包括男、女廁。
(三) 18/03/2012(主日)―請三會所聖徒安排時間來作A棟二樓大廳整潔包括男、女廁。
2.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04/03/2012 )

週一晚上 (27/02/2012 )

週二晚上 (28/02/2012 )

會所/區

4－1

六會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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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及 1 － 4、9 區

2－5區

3－9區

4 － 4、8 區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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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日

三會所

三會所

三月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4日

二會所七區

二會所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