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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恢復的中心點（一）需要看見主恢復的中心點

我們需要有主恢復的異象，這異象會翻轉我們，支

擔負這樣的見證，就是持守信仰的奧祕（提前三

配我們，管制我們，指引我們，保守我們，使我們

9），信仰乃是我們所相信之神新約經綸的內容。而

留在真正的一裏，叫我們放膽往前。我們若沒有清

信仰的奧祕包含召會，因為召會是由神在基督裏與基

楚且剛強的異象，就不是內在的在主的恢復裏，我

督作為賜生命的靈所構成的；這與燈臺的構成相符。

們所作的也就徒然了。
主的恢復乃是藉著獨一的職事，恢復獨一的計畫、

因此，召會是金燈臺照耀出三一神團體的彰顯，這就
是主恢復的中心點。

獨一的經綸、獨一的路、獨一的工作、以及獨一的
摘自《臺北市召會週訊》

中心點。而主的恢復獨一的中心點，乃是三一神的
見證，就是三一神團體的彰顯，也就是耶穌的見
證。神原初的心意是要人接受祂的生命和性情，藉
此成為祂的彰顯。而召會作為三一神團體的彰顯，
乃是神的豐滿（弗三19下），也是父、子、靈、與
身體調和為一的生機實體（四4～6），這與啟示錄
一章的金燈臺，就是耶穌的見證相符。

主的恢復乃是藉著獨一的職事，恢復獨
一的計畫、獨一的經綸、獨一的路、獨

耶穌的見證乃是子的見證，子同著父並憑著靈而
來，在地上生活，死在十字架上，清理了宇宙，釋

一的工作、以及獨一的中心點。

放了神聖的生命，並從死人中復活，成為賜生命的
靈；這賜生命的靈作為子同著父而來，複合著神
性、人性、人性生活、釘十字架與復活。這見證有
一個象徵，就是金燈臺。金燈臺有三個主要的因
素：第一，整座燈臺是金的，表徵父神的神聖性
情；第二，金的形狀確定，其樣子有意義，表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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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神格的具體化身；第三，七盞燈，發光照耀
為著彰顯神，乃是神的七靈。凡我們在召會生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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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創造主，做了我救主

我們所相信的這位基督，就是神自己。祂是創造主，

能的生命。你可以將種子埋葬，卻無法把其中的生命埋
葬。如果你埋下一塊石頭，它就真的被埋下 去，到此為
是宇宙中獨一的神。有一天祂成了一個人，成為肉體與 止，沒有東西會長出來，因為石頭沒有生命。然而，如果
人同住。祂的外表完全是人的形狀，但祂裡面卻是神自 你埋下一粒種子，一段時間之后，它就會長出來。基督就
己。基督乃是神在人裡面。
是這位神，祂是生命的源頭。人把祂擺到死裡，卻不能了
結祂，那隻是幫助祂長出來。在祂裡面有生命，這生命乃
有一天祂去到十字架上，被釘死在那裡。然而，因為祂 是非常有動力、有能力，在祂裡面長大。基督死在十字架
就是神，是生命的源頭，所以祂死后就復 活了。要相信 上，然后祂復活了。』借著這樣的說明，那個大學生當天
基督的復活，似乎相當困難。然而，聖經給我們一個很 就得救了。
好的例証，就是一粒麥子。當人撒種，將種子埋在土
裡，種子就死了。種子的確死了，但死了之 后卻有東西 我希望你們能對基督是這宇宙中最奇妙者有深刻的印象。
長出來。一九三六年我到了中國的古都北京，應邀到在 祂是神，祂就是創造主。有一天祂成了一個人；然后祂死
中國最大大學之一任教的一位教授家裡，去幫助一些年 在十字架上，又復活了。今天祂被稱為救主。當基督被釘
輕學生相信主耶穌。我傳講之后，一位很聰 明的學生來 在十字架上時，祂是救贖主。如今祂復活后，就成了那靈
見我說，『李先生，有一件事我想不通。如果你能幫助 作活的救主。祂是大能的救主。我再說，祂是神，是創造
我把這事想通，我就會相信你在這裡所傳講的。我無法 主，有一天祂成了一個人，死在十字架上，作救贖主來救
相信一個人能死而復活。』那校園是在華 北，時值冬
贖我們。在祂裡面是神，是創造主，是人，是救贖主，也
天，一些麥田正生長著小麥，我就指向窗外說，『請看 是救主。
那些麥粒，你在那裡看見復活了麼？兩個月前人們把種
子撒到地裡，種子在地裡死了，但在死亡之 后卻有東西
長出來。種子復活了，因為種子裡面有一個有能力、大
摘自(www.luke54.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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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 Kangas 弟兄在西雅圖和青年在職弟兄姊妹的交通（三）

5、我們必須工作，勤奮地工作，在我們的工作上忠信。 6、在生命上長大
我們需要在工作上作見證，包括全職在家的母親。假如缺 我們需要知道自己的生命長大的情形。有些中年的弟兄
少這點，沒有一個人在能在神面前有用。這乃是神在創造 姊妹可能參加聚會，訓練，特會，但生命沒有長大。因為
他們沒有徹底的對付肉體，己和天然的生命。我們不希望
裏的律，並對付墮落人類的路。
到 中 年 的 時 候 我 們 的 生 命 卻 沒 有 長 大 。
假如我們不工作，主不會把任何責任交托給我們。當我準
只有神能讓生命長大，長老、同工不能，你自己也不能。
備全時間服事的時候，我和李弟兄交通，李弟兄分享了幾
擔心，憂慮也沒有用。我們需要渴望生命的成熟。常常禱
個原則，其中一個就是，做工是一個律。假如想要在人面
告說，“主啊，讓我長大，我仰望你，不要讓我停留在屬
前在世界上做什麼偉大的人，那是屬世的。但假如你想要
靈的青少年時期，使我能成熟。”
有個事業，有個技術，在學位上進步那是尊貴的。我鼓勵
年輕的弟兄姊妹一直學習，一直進步，發展神給的才能。 我們需要學習在主裏紮根，心向主敞開，讓主在我們裏面
（就像但以理一樣。）但是，我懇求你們不要過一個分割 暢通無阻。假如我們享受主，我們這樣禱告，主就會做。
的生活。有弟兄只是在召會聚會中屬靈，但不是在家裏， 當然主會問我們的動機，你是想成為得勝者麼？那很好。
不在工作中，甚至還在他妻子在家中操練靈的時候嘲笑 基督的身體又如何呢？神會借著餵養潔淨你的動機，你
就會向主說，“主，潔淨我，讓我為著基督的身體在生命
她。這種情形不是少見的。
上長大。”
我給你們一個 Samuel Chang 的見證，Samuel 弟兄研究化
學，是召會的長老。他的工作是在神面前。有一次，他的 讓我們在年終的時候，為著要來的新的一年，向主禱告，
導師給他安排了一周的工作，神給他智慧，三天就完成了，求主在這一年的每一天，在我們裏面有更多的地位，在我
剩下了兩天他就用來清掃實驗室。Samuel 弟兄沒有用這兩 們裏面長大。
天在實驗室裏來讀職事的書報，而是照著神給他的感覺，
(續)
清掃，拖地。這是一個不過分割生活的榜樣，一個憑著裏
摘自(www.luke54.org)
面神的生命勤奮工作的榜樣。我們有很多這樣中年的弟
兄，醫生弟兄，工程師弟兄，律師弟兄，雖然不是放下工
作的全時間服事者，但卻是向著神，照著全時間服事者的
生活原則過生活。我們在上班前或在上班的路上享受主，
然後在工作時將祂活出來。這是一個極強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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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馬相調之旅

五月三十一日。到了會所 。弟兄姐妹們興高採烈的在吃

聖徒。

主今日的行動方向乃是建造基督生機的身體，
作經過過程並分賜之三一神的生機體，
大約六點半，巴士已經抵達，弟兄姐妹們 在巴士上，背經 ，
預備新婦，作新郎的配偶，
唱歌，非常喜樂。每個人都自我介紹 ,和弟兄姐妹在一起的
並帶進神的國，作神聖生命的闊展，為著神永遠的行政。
時間非常舒服開心。也認識了更多的弟兄姐妹 第一天的出
發 , 我們到民都嚕會所有愛宴。 弟兄姐妹們准備了許多 我們最重要的總題是：基督身體真正的一，召會中正確的同
豐富的美食。接下來在會所相調說主話。便到明都魯姐妹家 心合意，以及主今日行動的方向。
共有六篇
被接待休息。隔天再往美裡出發。
終於坐了好長的時間在巴士上，弟兄姐妹們還是一樣興致 第一篇:主為著三一神在基督身體的一裡榮耀禱告
勃勃，唱歌贊美歌頌神，非常的享受。我們一路唱唱又跳跳， 第二篇:基督身體的一-賬幕所預表三一神裡的一
青少年們也帶動玩游戲。我們都活在同一個身體裡，不管年 第三篇:召會中正確同心合意的異像
長的弟兄姐妹還是青少年，甚至兒童，都參與在一起玩游 第四篇:召會中正確同心合意的實行
第五篇:主今日的行動
戲. 喜樂無比 。
到了晚上四點多，我們終於安全抵達美裡，感謝主一路來的 第六篇:主今日行動的方向
保守，美裡會所非常美麗，我們住的房間都非常舒服。感謝 我非常享受這次的美裡相調特會，讓我更接近並了解我們宇
宙偉大的主。我們需要看重主所賜給我們的一，我們需要保
主所賜。
守這一，就需要時時與三一神調和。
二零一二年的特會標語
六月三號，相調完美結束，我們紛紛回到古晉，過程有在詩
在父的生命和性情裡生活行動，以彰顯父，這就是榮耀。
巫在弟兄姐妹家接待休息。六月四號抵達古晉。依依不舍的
我們眾人乃是再這榮耀裡成為一。
和弟兄姐妹分手。
為這主今日的行動，眾召會需要同心合意，
這次的美裡相調集會，讓我們聖靈更成長許多。
同有一個心和一條路，學習在一個靈裡，
同游一個魂，說一樣的話。
阿門
主今日的行動乃是要他的子民進入新的復興，
主內
藉著恢復新約的福音祭司職分，以生機的建造召會作基督
蕭賓賓（女旁）姐妹
的生體，
這次的相調聖徒有來自東馬各地，西馬各地，印尼，中國，
文萊，香港，台灣，印度，新加坡以及紐西蘭 。共計有 3030
早餐 ,等待巴士的到來。大家已經准備好向美裡出發。

消 息

Report on the Conference and Lord’s Table in Rome

June 17, 2012, marked the resumption of the Lord's table

and recovery of the testimony of Jesus in Rome. We
thank our God through Jesus Christ for all the saints, for
His recovery, and for what He is doing at the end of this
age, because after so many centuries of degradation, darkness, and corruption, the faith of those in Rome who bear
His glorious testimony and victorious name is now once
again being proclaimed throughout the whole world
(Rom. 1:8). A total of 561 saints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bringing with them the fullness of the blessing of Christ.
Of those in attendance 65 were from Rome and 13 were
genuine local Italians—including gospel friends. Those in
attendance represented 6 continents, 31 countries, and 133
localities. 60 cities from Europe were represented, and
within Italy alone there were saints from 16 cities. In a
spirit of love, we consider all those who attended as true
ambassadors representing so many saints and churches
from all over the earth who stood with us over these many
months through their fervent and supporting prayer.
The conference began Friday evening by honouring our
glorious Head with a prayer meeting on the rooftop of the
hotel. More than 200 saints were gathered together from
all over the earth into His name under a clear and open
heaven to pray for His move in Italy and the city of
Rome. The general subject of the conference was "The
Focus of the Lord's Recovery." The whole weekend was
full of the Lord's fresh, present, and up-to-date speaking

in an uplifted and sanctified atmosphere full of His precious
presence. On Saturday evening after message 3, two short
video clips of Brother Lee’s sharing regarding the Lord’s
move to Europe were played. In the first clip our brother
emphasizes the principle of the Lord's move 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Lord's coming. He clearly and strongly points out
that the Lord's move to the USA was not the goal but a stepping stone to carry out His move to Europe and ultimately
back to Jerusalem, where the church started. He continues
by saying that the church started in Jerusalem and spread to
Greece, to Italy, and to Rome and that now, in His recovery,
the Lord desires to go back "up" toward Jerusalem. This
first clip can be viewed on the church in Rome’s website,
http://www.churchinrome.org/BriefXHistory.html.
On Lord’s day morning we reached the apex of the weekend—the resumption of the Lord's table. Prayers were released in Italian, Spanish, Chinese, and English, climaxing
in thunderous praise from all the saints as the bread was
broken. We were filled with joy at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Lord was enthroned as Victor in Rome upon the praises of
His saints. From the time of our arrival in Rome approximately one year ago, we began to pray for 12 remaining
fruit by the time of the first table meeting. We can only
praise and worship the Lord that this prayer has been answered.
(www.beseeching.org)

3

事 項

祂所賜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申言者，有些是傳福音者，有些是牧人和教師，為要
成全聖徒，目的是為著職事的工作，為著建造基督的身體。(以弗所書 4:11-12)
我們宣揚祂，是用全般的智慧警戒各人，教導各人，好將各人在基督裡成熟的獻上。
(歌羅西書 1:28)

禱
告
事
項

一、為著青年四個月訓練禱告:
1. 為著 51 位的学員代禱。

4. 為著各項的服事與配搭禱告。

2. 為著本週的預訓禱告。

5. 為著全召會在福音行動上的配合禱告。

3. 為著所有的訓練課程及各項的操練禱告。

6. 為著教師與輔訓代禱。

二、為著各會所，各區，各排，或個別聖徒需要禱告。

追求
進度

1. 本週“新約恢復本經文及註解”共同讀經進度：根據讀經進度表第二十七週 。
2. 本週開始追求“主恢復的中心點”晨興聖言 第一週 。

本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 02/07/2012（週一）晚上 7:30pm
地
地點: 在各會所指定會廳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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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大專成全訓練通啟
日期/時間： 24/11~25/12/2012
地點：在新山的召會二會所
報名截止日期： 31/10/2012

3. 全召會集中擘餅聚會
日期/時間： 15/07/2012(主日)早上 10:00am
地點： A 棟二樓大廳
餅杯服事：六會所
招待服事：七會所
育兒地點： A105 會廳
兒童照管服事/地點：五會所/A108 及 A110 會廳
車輛指揮服事：四會所 會所巡邏服事：一會所

5. 作餅服事通啟
從 2012 年七月一日開始，擘餅用之小餅及中餅將由各會所各區自供自給(即各會所各區自己作
自己用);即日後，召會將不會安排任何區整體來作了供應全召會各區。但全召會集中擘餅聚會
用之大餅將由各會所輪流來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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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4/06/2012

上週奉獻收來

累積奉獻共收來

RM 3,950.00

RM 1,806,980.80

外 1. 東馬眾召會青職相調特會通啟
地
日期/時間： 18/08(週六)晚上 7:30pm 開始
報
至 20/08/2012(週一)中午結束
告

其
它

距離心願，尚差：
RM 191,673.20

地點：民都魯市召會二會所
報名截止日期： 17/06/2012

1. A棟二樓大廳整潔
2.

3.

(一) 08/07/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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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5/07/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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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08/07/2012)

週一晚上 (02/07/2012)

週二晚上 (03/07/2012)

會所/區

6－3

五會所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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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及 1 － 1、8 區

2－2區

3－2區

4 － 2、6 區

5－4區

4.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七月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1日

2－7

六會所

七月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8日

六會所

五會所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