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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近期大事
一、冬季训练 12 月 25 日至 30 日在 Anaheim CA 举
行，报名截止日期 11 月 1 日，补报名请联系蔡福建
弟兄。
二、2018 台湾新春华语特会及召会访问行程于 2018
年 2 月 12 日至 18 日在台北市举行。我们 2 月 11 日
在台北一会所集中，一同做旅游车出行。报名截止日
期 11 月 20 日，费用 250 美金。
三、主日初信成全班（12 周）即将开始，鼓励福音朋
友及初信圣徒报名参加。
四、11 月 18 日周六在纽约 Jamaica 会所有姊妹相调聚会，早

愿荣耀归与祂，直到永远。阿们。”但愿我们一切的
事奉都是从祂而出，照着祂纯全的旨意；经过祂，照
着祂的能力；至终归于祂，为着祂的荣耀，就是祂辉
煌的彰显。一切都要出于祂，经过祂并归于祂，愿荣
耀归与祂。
大卫的事例
旧约的大卫敬畏神，与神合作，让神作事。在撒下七
章我们看见，大卫有心为神建殿，但神拒绝了他的好
意。神借着申言者拿单对大卫说，“你要建造殿宇给
我居住么？”由此我们看见，我们要事奉神的那个心
上九点到下午六点，提供早、中、晚餐。报名链接 https:/
是蒙神悦纳的，但我们所作的定规却不蒙神悦纳。神
/tinyurl.com/sisters2017
不要人为祂决定什么。我们应该爱神，并爱神的旨意，
寻求祂的旨意，等候祂的启示；正如旧约里那些爱他
召会追求进度
一、晨兴圣言：第九篇 事奉主，享受祂作隐藏的吗哪、 们主人的奴仆，耳朵要在门框那里用锥子穿过，表明
他们该听主人的话，专专等候主人的命令（出二一
发芽的杖与生命的律
二、现场听抄：https://snippetinfo.net/media/2158 5~6）。
三、职事信息：以西结书生命读经第 25 篇
保罗的事例
四、旧约读经：以西结书 45 章
新约的保罗厉害的被主征服而转变时，他问了主两个
第九篇 事奉主，享受祂作隐藏的吗哪、发芽的杖与 问题。保罗的第一个问题是：“主啊，你是谁？”
（徒二二 8）这与保罗的生活有关，他的生活就是要寻
生命的律
求认识基督。在腓立比三章十节，他说，“使我认识
本篇信息我们要说到“事奉主，享受祂作隐藏的吗哪、 基督。”我们都要认识基督。保罗的第二个问题是：
10）这是关乎保罗
发芽的杖与生命的律”，这些都是为着神的建造，也 “主啊，我当作什么？”（徒二二
就是为着三一神团体的彰显。当我们说到事奉主，意 的事奉，这事奉完全是从神发起的。论到这事，李常
思是我们在服事主时所作的一切，都是为着主的缘故， 受弟兄曾说，“问这话的人有福了。”（认识生命与
为着主的满足、主的渴望、主的心意、主的喜乐、主 召会，二四七页）圣徒们，我们要常常问主：“主，
的目标、主的喜悦，并且是为着祂的荣耀；这就是我 我当作什么？”而不是说，“我要作这，我要作那。”
不要对主说，“我就是想要作这件事。”绝对不要这
们向着主的事奉。。
样说，乃要说，“主啊，我当作什么？”凡问这问题
的都有福了。
壹 本于祂、借着祂、归于祂
本篇信息与今年国殇节特会第三篇信息“我们一切的 1. 在神的眼光之中，不只有事奉殿的事奉，还有一种
事奉必须是由神发起”有关。那篇信息可说是本篇所 更好的事奉，就是事奉主。
要说“事奉主”这主题的基础。那篇信息说到，我们 2. 神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人完全属乎“我”，
很可能在事奉，但我们的事奉却不是为着主的缘故， 就是要人在“我”面前事奉“我”；神唯一的目的，
不是为着祂的喜乐、满足、目标和荣耀，因而使我们 并不是许多东西，乃是“我”（15~16）。
在事奉主的事上得罪主，有了干犯圣所的罪孽。我们 3. 奉了主，并不是对于殿不管了；事奉主的人也传福
要知道主是一切事物的发起者，主的工作必须是照着 音，拯救罪人，帮助弟兄姊妹进步，但是他们的目的
祂纯全的旨意所发起的；并且工作的进行该照着神的 只有一个，就是为着主，他们所看见的就是主自己；
能力，工作的结果该是神的荣耀。神工作的结果总该 他们完全是因着主的缘故而宝贝人的。
是三一神在祂辉煌荣耀中团体的彰显。罗马十一章三 4. 如果我们到主的面前来只看见主，就顶自然也会服
十六节说，“万有都是本于祂、借着祂、并归于祂； 事弟兄姊妹；是不是事奉主这个问题，就在乎主在我
们心里是不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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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约版，就是律法的版，表征神圣生命之律，就是神
圣生命自发的大能、自动的功用、自有的能力和神圣
的性能（耶三一 33，来八 10，参罗八 10、6、11，十
12~13）。
1. 这生命的律，神圣的性能，能够在我们里面作一切
事来完成神的经纶：
贰 至圣所里有约柜，约柜里有盛吗哪的金罐、亚伦 a. 照着这性能，我们能认识神、活神，并且在生命和
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版。我们需要天天经历这三项。 性情上由神构成，使我们成为祂的扩增，祂的扩大，
一 隐藏的吗哪就是当我们与神之间没有一点间隔时， 作祂的丰满，使祂得着永远的彰显—弗一 22～23，三
19～21。
我们在祂面前所享受的那分基督；
当我们与主之间没有一点距离，我们就能最亲密、最
b. 不仅如此，内里生命之律的性能也将我们构成基督
隐藏的享受基督；这就是享受隐藏的吗哪，就是基督
身体上具有各种功用的众肢体—四 11、16。
隐藏的那一分（出十六 31~36）。
2. 当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时，生命的律就发挥
这乃是在殿里享受那合并之三一神的路。吗哪是在金
功能，使我们成形，将我们模成神长子基督的形像—
罐里，金罐是在约柜里，约柜是在至圣所里。吗哪在
—罗八 2、29：
金罐里，表明子在父里。金罐在约柜里，表明父在子
a. 生命的律不是规律我们不作错事，乃是规律出生命
里。约柜在至圣所里，表明子作为灵在我们的灵里。
的形状。
子在父里，父在子里，子又作为灵在我们灵里；因此， b. 生命的律发挥功能，主要的不是在消极方面告诉我
我们借着享受隐藏的吗哪，就与三一神合并，为着神
们不该作什么；反之，当生命长大时，生命的律就在
的建造。
积极方面发挥功能，使我们成形，也就是把我们模成
基督的形像。
二 发芽的杖表征基督这位复活者，该是我们的生命、 c. 借着生命之律的功能，我们都要成为神成熟的儿子，
生活和我们里面复活的生命，并且这生命该发芽、开 神也就要得着祂宇宙的彰显。
花并结出熟杏（民十七 8）。
5. 我们事奉主所作的一切，都该是为着主的缘故，为
着祂的满足、心愿、快乐、目的、喜悦和荣耀。
6. 在主的工作中也有可引诱和吸引我们肉体的地方，
因为这些完全是为着一己的喜好和荣耀（参林后四 5）。
7. 没有一个人能事奉主而不就近主，不用祷告来亲近
主的；属灵的能力不是讲道的能力，乃是祷告的能力；
能够祷告多少，就是表明我们里头的力量实在有多少。
8. 如果我们要在至圣所里事奉主，我们就必须在祂面
前多花工夫、多祷告；我们需要亲近祂，站在祂面前
等候祂的旨意。
9. 祷告就是侍立在神面前（结四四 15），就是在神面
前寻求祂的旨意，以蒙拯救脱离任意妄为的罪（诗十
九 13）。
10. 事奉主的人要将脂油与血献给祂（结四四 15）。
11. 事奉主的人要穿细麻材质的衣服，不可穿羊毛衣
服或使身体出汗的衣服（结四四 17~18）。
12. “在安提阿当地的召会中，有几位申言者和教
师，……他们事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
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徒
十三 1~2）

取自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十二根杖都没有叶子、没有根，
都是死枯的；若有哪一根能发芽，哪一根就是神所拣
选的；在此我们看见复活乃是神拣选的根据；事奉的
根据，乃是在我们天然的生命之外的；因此，发芽的
杖表征我们经历复活的基督，使我们蒙神悦纳，在神
所赐的职事上有权柄。一切事奉的原 ，乃在 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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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复活的意 是，一切都是出 神，不是出 我们；
复活就是 有神能，我们不能。
2. 复活的意 是，一切都是神作的，不是我们作的；
所有
复活的人，都是 自己
的人；他们 道
自己不能。
3. 天然的力量
在时，复活的能力就
；
自己会生时，以 就不能生出来
十 10 15，
二一 1 3、6 7。
. 是我们能的，乃是天然的；我们不能的， 是复
活的；人必须
头，
自己一 是
十
九 26，可十 27，路十 27。
5. 人如果
自己不 ，就
经历神的 ；
复活就是说，我们不 ，一切乃是神作的
参林后
一 8 9，四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