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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恢復的中心點（二）
書信的中心點─神聖的三一為著神聖的分賜

神聖的三一是書信的中心點。以羅馬書為例，五

所有的肢體經歷神聖的三一。五章勸勉信徒，要用靈

章五至六節啟示，子基督為我們死了，那靈已賜給

神的歌讚美主，並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裏感謝父

我們，神的愛也已經藉著這靈澆灌在我們心裏。在

神。六章指示我們，要在主裏得著加力，穿戴父神全

八章九節，『神的靈』與『基督的靈』交互使用，

副的軍裝，並取用那靈的劍，以從事屬靈的爭戰。我

指明內住的生命之靈，乃是整個三一神那包羅萬

們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以平常、逐漸和穩定的方式，

有、賜生命的靈。而在八章十一節，有完整的三一
神：『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者』、『基督』、並
『祂住在你們裏面的靈』。本節也有神聖的分賜所

來經歷並享受神聖的分賜；我們越經歷神聖的分賜，
就越在生命裏長大，

以建造基督的身體。

需要的過程，這分
賜由『賜生命給你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以平常、逐漸

們必死的身體』所
表示。十五章十六

和穩定的方式，來經歷並享受神聖的分

節啟示，保羅是三

賜；我們越經歷神聖的分賜，就越在生

一神福音勤奮的祭

命裏長大，以建造基督的身體。

司，將子基督耶穌
供應給外邦人；至
終，他工作的結果

乃是藉著聖靈，將外邦人
摘自《臺北市召會週訊》

當作聖別的實體獻給神。
在新約裏，凡題到關於神聖三一的，都與神聖的分
賜有關。以弗所書的每一章都啟示神聖三一的神聖
分賜。一章揭示，父神揀選並豫定、子神救贖、靈
神作憑質和印記，藉此分賜到祂的信徒裏面，以形
成召會。二章啟示，所有猶太和外邦的信徒，都在
靈神裏，藉著子神，得以進到父神面前。在三章，
使徒禱告父神，叫信徒藉著靈神得以加強，使基督
安家在他們心裏，使他們被充滿成為神一切的豐
滿。四章描繪靈、主、父，與基督的身體調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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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列 囚牢中的螞蟻
…

這令我想起一個關於螞蟻的故事，是來自彭柯麗所寫

的「密室」那本書。
她是個荷蘭人，生於二十世紀初，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
「密
室」（The Hiding Place）是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真實故事，當
時，荷蘭淪陷於納粹暴政統治下。彭柯麗的家是世襲的鐘錶
店，他們為了收留逃難的猶太人，於是在家裡的房間中建了
一間密室，有巧妙的偽裝，外人絕無法發覺。

蟻的關係就這樣建立了起來。
每天，她的房裡，除了有一小塊太陽照進來之外，她又增加
了…一隻螞蟻，但很快就變成了一小隊的螞蟻。此後，如果
當她正在臉盆中洗衣服，或在地上磨她自製的小刀時，這些
小蟻隊一出現，她就會立即停止工作，聚精會神地看牠們的
活動。她說：「在囚室中同一時間做兩件事，實在是一種不
可思議的浪費！」

後來，她和她的姐姐一起被送往德國專為滅絕猶太人所建造
的集中營，然後，姐姐被折磨致死，而她自己則在飽經苦難
之後，最後竟因營中書記官一個人為的錯誤而被釋放。一個
禮拜以後，和她同齡的所有婦女都被送到煤氣室毒死了。她
輾轉回到荷蘭以後，繼續推動她和姐姐在獄中的行動，四處
演講宣教，傳揚神的愛，建立收容所，專門接待被釋放的囚
…當彭柯麗入獄一段日子後，被安排在一間個人的囚牢單 犯和其他戰時受害人，甚至幫助那些戰時與德軍合作的荷蘭
獨拘禁。在身心俱疲，焦慮壓抑孤寂的情況下..一天早晨， 人，恢復他們與本國人的關係。
當她把馬桶拿到囚牢門口時，幾乎一腳踏在牠身上，幸好她 她在她的書中的結尾處寫著：「…醫治這世界的能力不繫於
即時發覺，她也為此像發現感到興奮。她蹲了下來，仔細欣 我們自己的饒恕，也不繫於自己的良善。乃繫於神自己的饒
賞螞蟻那奇妙的腳和身體，然後，她向那隻黑蟻道歉，並答 恕與良善。當祂吩咐我們去愛我們的仇敵的時候，跟著這命
應牠以後不再那麼漫不經心的走路。然後，螞蟻消失在地表 令而來的便是祂所賜給我們的愛。」
的裂縫中。當晚餐的麵包出現在牢房門口的架子上時，她捏
了一些麵包屑，丟在地上，螞蟻立刻走了出來，這令她相當 彭柯麗對人對物都充滿了神的愛與啟示，她對神執著不死的
高興。她看見螞蟻在背上背起了相當大的麵包屑，掙扎著把 愛，使得神的愛在她那個世代，藉著她而大得彰顯。這令我
麵包屑拖進洞裡，然後又立刻回來收拾其他的碎屑。她和螞 想到，我們眼前一點點的犧牲，也許正是讓神的愛得著彰顯
的方式。
摘自(www.luke54.org)
當然，他們保護猶太人的行動，也遭納粹識破，全家因此被
補入獄，輾轉被送入德國集中營，遭受嚴重苦害虐待。然而
在獄中，她和她的姐姐憑著對神的信心，仍不畏勞苦，有機
會就傳揚福音，為獄中人朗讀她們一直隱藏在身上的聖經
經文，並為軟弱者禱告。

系 列

Ron Kangas 弟兄在西雅圖和青年在職弟兄姊妹的交通（完）

7、對付錢財

這是夫妻之間常爭論的事之一。弟兄們應該意識到，姊
妹們在安全感方面有更大的需要。我們對錢財的熱愛，常
常是無意識，不自覺的，主曾在錢財上從不同的角度對付
我。
基督徒理財的最基本的原則是，“給”。這個原則在路加
福音第六章提到，“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你們
用什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這在林
後八章、九章也有交通到。我每年都會和我的姊妹交通商
量財務奉獻的多少。我鼓勵你們留下所需要的，其他都奉
獻給主，而不只是十分之一。每年我們的奉獻應該比前一
年更多。
我能見證年初所多給的百分之幾，年終主一定給我們更
多，這是主的律。這是主的理財。我們的動機不是從主那
裏得到更多的錢。假如我們在這方面被主訓練，我們就在
主裏有很大的進步，就可以見證，錢財不霸佔我們。對錢

財的憂慮不霸佔我們，對錢財的安全感不霸佔我們。主
啊，謝謝你，我們能給。
8、有心於召會實際的服事，甚至在體力方面的服事，年
輕的弟兄姊妹特別需要有這樣的心。
在有個地方，會所唯一做清潔的是一位長老弟兄。馬太福
音二十五章告訴我們，和主基本的關係是童女和奴僕。童
女是在生命一面，我們需要多餘的油（是靈的生命），在
靈裏和魂裏。在奴僕這一面，是在服事的這一面。神是很
實際的。神安排的，我們要完成。我們屬靈不是在遊手好
閒的時候，乃是在我們工作的時候，在生產東西的時候。
召會需要年輕的聖徒拿起在各方面服事的責任，年長的
弟兄姊妹，也給他們更多的機會和空間。不能輕看體力的
服事。在服事過程中我們認識我的主是我們的主人，靈裏
的奴僕救主。一起來在神的家裏的服事，除去所有的等
級，多美好！假如生命上可能很成熟，但在召會生活裏假
如不能殷勤，將來在國度裏一定也不能服事。
摘自(www.luke54.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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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關於青年四個月訓練的交通（一）

一、各地報名一覽表：

為著能更好的配合，我們要求所有“會所負責弟兄們”，

地方

弟兄

姐妹

“區負責弟兄們”，所有有心願配搭的弟兄姐妹前來一同

古 晉

13

13

禱告，一同交通。日期：本週三晚上（7 月 11 日），時

哥 漢

1

4

間： 7:30PM，聚會廳： A107。

詩 巫

3

1

三、週三晚上聚會開放給所有聖徒

民都魯

3

2

四個月訓練週三晚上的課程乃“心志加強”課，此課也公

美 裡

2

1

開給古晉召會所有弟兄姐妹。訓練已邀請本地及外地一

亞 庇

1

2

些弟兄們前來幫助學員們，特別在“事奉主的心志”上加

兵南邦

0

1

強及鼓勵這些青年人。我們相信這些分享也對弟兄姐妹

汶 萊

1

1

非常有益。我們邀請聖徒們前來一同蒙恩。

新加坡

1

0

溫 州

1

1

深 圳

1

1

總數

27

27

惟，此乃訓練的課程之一，凡是願意前來參與的弟兄姐
妹，需要遵守以下要求：
1. 主動積極操練運用靈，禱告、說阿們、分享見証。
2. 嚴格遵守聚會時間，不遲到，不早退（7:25 - 9:30PM）。
3. 服裝整齊正派。弟兄-白衣深色褲,皮鞋;姐妹-白衣,深

二、學員與各會所聖徒配搭出去接觸人
接觸人是訓練其中重要的一項成全。學員們每一週有四次出

色裙,蒙頭,鞋子。

去接觸人傳福音及喂養的時段。召會盼望此實行也能帶動全

4. 需要向區負責弟兄報名。

體聖徒建立週週接觸人的習慣。此行動乃是學員及社區聖徒

5. 第一次公開聚會 7 月 18 日。

一同配搭出去，或傳福音、或牧養、或聚小排、或兒童排、
或學生排、或青少年聚會、或主日聚會，叫眾人都起來，為

王煥卿弟兄

著召會的繁殖與擴增齊心努力。

消 息

福萊

越南-主在福萊的行動

(Phuoc Loi) 面積約七點五平方公里，人口約

拜父的真理，為將要開始的擘餅聚會作準備。另一個聚

有一萬兩千人，屬於隆安 (Long An) 省邊瀝 (Ben

會是在主日早上八點半，十到十二位的聖徒一同敬拜

Luc）區，離胡志明市約三十三公里。許多年前，在

主、讀主的話、唱詩和用初信課程的內容申言，但沒有

福萊有些聖徒因接觸到職事的書報，與主恢復裏的弟

擘餅。除了這兩個主要的聚集外，胡志明市的弟兄也與

兄開始有交通，並且到胡志明市召會聚會，但在當地

福萊本地的弟兄有許多的禱告與交通。

並沒有興起召會生活。今年二月起，胡志明市的服事
者花了許多時間看望和接觸那裏的聖徒，與他們有交

在弟兄們的幫助下，福萊的聖徒學習了關於主日擘餅聚
會的真理，便渴望在當地也能開始擘餅。在與胡志明市

與，福萊的弟兄姊妹逐漸被恢復，並有初信者受浸。

聖徒的交通和配搭中，已過四月八日在福萊有了第一次

目前在福萊約有四個家，也有些青年人以及較年長的

的擘餅聚會，為此我們感謝主！

上週有兩位新人信而受浸。

在福萊的召會生活纔剛開始，還有許多的短缺。我們實
在需要主更多的憐憫、恩典和生命，以及身體的代禱、

今年三月在福萊開始有聚會，每週兩次在一位弟兄的

扶持、顧惜和交通。

家裏聚集。學習真理的聚會是在週四晚上。在這個聚
會裏，聖徒學習到關於在主日擘餅聚會中記念主及敬

摘自(www.lmas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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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項

願祂照著祂榮耀的豐富，藉著祂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裡面的人裡，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裡，(以弗所書 3:16-17)

禱
告
事
項

一、為著古晉召會下半年召會生活加強福音的傳揚禱告。
二、為著青年四個月訓練禱告：
4．為著各項的服事與配搭禱告。
1. 為著學員們代禱，特別為著學員靈剛強、
5．為著全召會在福音行動上的配合禱告。
心思清明、身體健康代禱。
6．為著教師與輔訓代禱。
2. 為著本週開始正式訓練禱告。
3. 為著所有的訓練課程及各項的操練禱告。
三、為著各會所，各區，各排，或個別聖徒需要禱告。

追求
進度
本
地
報
告

1. 本週“新約恢復本經文及註解”共同讀經進度：根據讀經進度表第二十八週 。
2. 本週繼續追求“主恢復的中心點”晨興聖言 第二週 。

1. 全召會相調特會
日期/時間： 09/07/2012（週一）晚上 7:30pm
地點： A107 會廳
備註：將有台灣、彰投 26 位來訪聖徒與我們有
交通相調，歡迎眾聖徒踴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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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結婚通啟
陳祥鳳弟兄與汪穎姊妹已於 30/06/2012(週六)
註冊結婚，謹此告知眾弟兄姊妹。
6. 結婚聚會通啟
林翠愛姊妹與何建霖弟兄將於 12/07/2012(週四)
早上 10:00am 在會所 B 二樓大廳有結婚見證聚
會。歡迎眾聖徒踴躍出席扶持。會後，備有自助
餐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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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指揮服事：四會所
育兒地點： A105 會廳
兒童照管服事/地點：五會所/A108 及 A110 會廳

會所巡邏服事：一會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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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7/2012

上週奉獻收來

累積奉獻共收來

距離心願，尚差：

RM 5,610.00

RM 1,812,590.80

RM 186,063.20

外
地
報
告

1. 東馬眾召會青職相調特會通啟
日期/時間： 18/08(週六)晚上 7:30pm 開始
至 20/08/2012(週一)中午結束
地點：民都魯市召會二會所
報名截止日期： 17/06/2012

其

1.

它

2.
3.
4.

5.

2. 馬來西亞姊妹相調成全訓練
日期/時間： 19/08(主日)晚上 7:30pm 開始至
22/08/2012(週三)中午結束
地點：梳邦再也之伊甸園
報名截止日期： 22/07/2012

作大餅服事通啟―請一會所服事餅杯的聖徒們今天安排時間來會所作幾片大餅供 15/07/2012(主日)集中
擘餅聚會用。
財務報告
（2012 年）

月份

承上月結存

收入

支出

結餘

五月

290,389.41

41,653.25

59,844.45

272,198.21

A棟二樓大廳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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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7/2012)

週一晚上 (09/07/2012)

週二晚上 (10/07/2012)

會所/區

6－4

六會所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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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區及 1 － 2、3 區

2－3區

3－3區

4 － 3、7 區

5－5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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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日

六會所

五會所

七月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隆門

15 日

來古晉參加集中擘餅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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