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 息  2022 年秋季长老负责弟兄训练⸺『爱主并彼此相爱，为要生机的建造召会作基督的身体』 

章五节，『凡遵守祂话的，神的爱在这人

里面实在是得了成全』。神的爱乃是祂内

里的素质，主的话以这神圣的素质供应

我们，凭这素质我们爱神并爱弟兄；因

此，我们遵守神的话，神圣的爱就借着我

们所凭以生活的神圣生命（就是神自己）

得了成全。四章十二节，『我们若彼此相

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祂的爱也在我们

里面得了成全』。神的爱在神自己里面本

身是完全且完整的；然而，神的爱在我

们里面必须在其彰显上得着成全、得着

完成，我们在生活中习惯的用这爱彼此

相爱以彰显这爱，这爱就在其彰显上得

了成全、得了完成。四章十七至十八节，

『在此，爱在我们便得了成全，使我们在

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因为祂如

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

怕，完全的爱把惧怕驱除，因为惧怕含有

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成全』。基督

曾在这世上活出神就是爱的生活，如今

祂是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在这世上活

出同样爱的生活，与祂所是的一样。四章

十二和十七节说到神的爱需要在我们里

面得了成全，而十八节说到我们需要在

爱里得成全。这指明借着神将祂自 

在马太五章末了，主耶稣总结关于诸天

之国宪法极高的一段（17 ～ 48 节）说，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

样』（48 节）。这些主在颁布诸天之国宪

法时的听众，乃是新约重生的信徒、是国

度子民，也是四十五节里的 『父的儿子』；

他们是父的儿女，有父的神圣生命和性

情，因此他们能像他们的天父一样完全。

国度新律法的要求，比旧时代律法的要求

高得多；这更高的要求，只能借着父神圣

的生命，而不能凭着自己天然的生命达

到。四十八节的『完全』乃是指在祂的爱

里完全。我们得有分于神的性情，就是享

受神的所是；我们越享受神的性情，就越

得着祂的美德，也越被带进祂的荣耀里。

得『完全』的路，就是让神加到我们里面，

如神在创世记十七章一节对亚伯拉罕说

的话所给我们看见的—『我是全足的神；

你要行在我面前，并且要完全』；也如神

将律法赐给摩西之前，先花时间将祂自己

注入摩西里面。（出二四 16 ～ 18。） 

 

我们需要在父的爱里得成全，好得以完

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约翰壹书中

有三处的经节说到在父的爱里得成全。二

第七篇  借着在父的爱里得成全而得以完全， 

像天父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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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节。）这种基督徒的完全乃是为着建

造基督的身体，而成全者乃是有恩赐的

人，就如使徒、申言者、传福音者、牧人

和教师。（弗四 11 ～ 12。）在彼得后书

我们看见神圣的爱（agape）是神圣性情

终极的发展，（一 7，）圣别是有分于神

圣性情的生活样式。（三 11。）我们信

徒接受了神圣的生命连同神圣的性情，

（一 4，）就是神自己来给我们享受；我

们享受这神圣的性情到极点，总结就是

爱；于是我们成为满了爱的人。神圣的

爱圣别我们，分别我们，浸透我们，使我

们成为完全圣别的人，完全成为金的；

我们成为 『金』块， 摆在一起就成了金

灯台， （启一 12，）为『金的』耶稣作

见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座纯金

的城，（二一 18，）而成就神的经纶。 

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与神圣的爱有了

调和；爱在我们里面得成全的时候，我们

就在爱里面得了成全；我们成了爱，爱也

成了我们。 

 

新约所教导真正基督徒的完全，乃是按

照神新约的经纶，就是神要成为人，使许

多人能成为神人，为着产生基督的身体， 

（弗一 23，）以终极完成那作神终极目标

（三 8 ～ 10，一 9 ～ 10）的新耶路撒冷

（启二一 2。）这样一种基督徒的完全，乃

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分赐到

信徒—神人—里的结果。林后十三章鼓励

信徒要被成全—凭着经历基督作生命，并

凭着在父的爱里、同着那作父爱之彰显的

基督的恩典、借着那将基督恩典里父的爱

分赐到信徒里之那灵的交通，享受那经过

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5，9，11，  【摘自：新北市召会周讯，第 579 期】 

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弗 2:19-22 3:1-7 3:8-13 3:14-18 3:19-21 4:1-4 4:5-10 

1.   本周“新约恢复本经文及注解”共同读经进度：根据读经进度表 第 15 周。 

2. 本周“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创世记生命读经，第 58~59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生命的认识”：第六篇（请参阅周讯第 6~7 页。） 
 

4. 本周继续追求“爱主并彼此相爱，为要生机的建造召会作基督的身体”晨兴圣言： 

 第七周。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圣经之旅”第十册：第 8 课，书报追求进度： 

 “生命的基本功课”：第一篇。大专书报追求进度：“圣经的核仁”：第九篇 

 （开始）至（巴比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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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圣徒们积极参加周一晚上各会所的核心事奉交通聚会，一同进入召会生活

的负担。实行神命定之路的召会生活，教导神圣的真理，照着神牧养，使召会

达到繁殖与扩增。 

 分会所事奉交通聚会 



报

告

事

项 

 
 
 
 
 
 
 
 
 
 
 
 
 
 
 
 
 
 
 
 
 

1. 全召会集中聚会预告 

 事奉聚会： 03/04/2023 （周一） 

 祷告聚会： 04/04/2023 （周二）  

 姊妹成全： 08/04/2023 （周六） 

 时间： 7:30PM 

 地点： B 二楼会厅 

 备注：台湾郑新华弟兄与一些圣徒将来访古晋与我们有相调交通，请弟兄姊妹们 

         踊跃出席。 
 

2. 全召会集中擘饼聚会预告 

  日期/时间： 09/04/2023（主日）早上 10:00AM       

 地点： A 二楼会厅 

 备注：台湾郑新华弟兄与一些圣徒将来访古晋与我们有相调交通，请弟兄姊妹们 

         踊跃出席。 

 
 

 

 

 

 

 

 

 
 
 

3. 讲说马来西亚语圣徒的训练 

  日期： 10-14/04/2023  

  地点：根地咬的新设施 

  费用：训练将全程提供住宿及膳食   

  报名截止： 27/03/2023（周一） 

  备注：报名表可到办公室领取。费用可汇款进召会的银行户口，汇款收据注 

     “BM04”并区属（例： H1D1）。请将收集好的名单和汇款收据转发 

     给古晋市召会的 WhatsApp（+6082-482258）。 
 

4. 东马英语相调特会 
 日期： 29/04-01/05/2023  

 地点：美里市召会聚会所 
 费用：双人房： RM280，4-12 岁儿童： RM60 

             单用餐： RM130，4-12 岁儿童： RM60 

             报名费： RM40，4-12 岁儿童： RM15 

 报名截止： 27/03/2023（周一） 
 备注：报名表可到办公室领取。费用可汇款进召会的银行户口，汇款收据注 
        “EBC”并区属（例： H1D1）。请将收集好的名单和汇款收据转发给 
  古晋市召会的 WhatsApp（+6082-48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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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服事：  

  饼杯服事：五会所   会前整洁（A200）：十会所 

  作饼服事：十二会所   儿童服事：二，八会所 

  会场招待：十一会所   交通指挥及巡逻：七会所 

会后整洁：  

     A200 会厅：六会所      B 二楼会厅及厕所：一会所 

     A 一楼走廊及厕所：四会所      B 底楼走道及厕所：九会所 

     A 二楼及半楼厕所：三会所  



报

告

事

项 

 
 
 
 
 
 
 
 
 
 
 
 
 
 
 
 
 
 
 
 
 

    银行户口： GEREJA KRISTIAN TUHAN DI KUCHING 

    银      行： PUBLIC BANK  

   户口账号： 3129971112 

5. 东马众召会相调大会 

  日期： 03-05/06/2023   

  地点：民都鲁市召会第二聚会所 

  费用： 

 
 

 

 

 
   

    报名截止： 27/03/2023（周一） 

  备注： 1.  酒店住宿是以双人房为准，请注明房间配对。酒店用餐都在 NU 酒店。 

          2. 报名表可到办公室领取。费用可汇款进召会的银行户口，汇款收据注  

         “EMBC”并区属（例： H1D1）。请将收集好的名单和汇款收据转发  

     给古晋市召会的 WhatsApp（+6082-482258）。 

 
6. 特别奉献—为着澳洲，布里斯本召会购买学生中心 

  

 

 

 

 

 

 

 

 

 
7. 石隆门和伦乐的召会已经恢复实体的擘饼聚会，圣徒们可前去扶持与当地的 

  圣徒有更多的相调。石隆门召会的擘饼聚会时间是 2:30PM-3:30PM，伦乐 

  召会的擘饼聚会时间是 10:00AM-12:00PM。 

 
8. 主日早上会所巡逻服事  

 
 

 

9. 整洁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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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费用 类别： 费用 

A1 报名费 RM40 C1 NU 酒店住宿而已—双人房 RM210 

A2 儿童报名费(5 岁及以上) RM30 C2 丽华酒店住宿而已—双人房 RM148 

B1 NU 酒店配套—双人房 RM350 D1 单用膳者 RM180 

B2 丽华酒店配套—双人房 RM288 D2 单用膳者—儿童(5~12 岁) RM120 

因着布里斯本召会来信交通，需要购买现有租用的大专学生中心，作为召会校园

工作的据点。目前尚缺澳币 92 万，盼望古晋市召会能给予扶持。圣徒们可自由的

照着主所给信心的度量，在财物上有份于交通。奉献时请注明，“澳洲-布里斯本

召会”或“Brisbane”即可。奉献期限为 5 月 31 日，请圣徒们在主的给予里给予。

圣徒们也可以通过线上转账方式进行奉献，请把款项汇入召会的户口，并注明

“Brisbane”。 

26/03 02/04 整洁范围 

6 ─ 3 4 ─ 1  A 三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2 ─ 3 6 ─ 4  A 二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3 ─ 2 6 ─ 5  A 一楼：厕所，走道，大门楼梯及 A 至 B 楼的阶梯。 

9 ─ 5 1 ─ 1  B 底楼： B 底楼厕所，走道，通往 A 楼底下层的阶梯。 

02/04/2023 六会所 26/03/2023 四会所 



 
交 通 召会的荒凉乃是因为祷告太少 

这些日子我一直觉得，召会的荒凉就是因为大家的祷告太少。当初以

色列人还没有荒凉的时候，申言者的职分并不明显。摩西虽然是一个申

言者，但他的职分还不重在这方面，乃是重在代表神在以色列人中间掌

权。而亚伦的职分，就是作神的祭司。等到大卫、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

候，也是君王和祭司在神面前供职。 

 

后来，以色列人的光景渐渐荒凉，到了亚哈作王的时候，他们中间全

数是偶像。在王上十八至十九章看到，当时的君王完全不像样，祭司也

不知到那里去了，圣殿也几乎关门了。相反的，那时候的申言者，像以

利亚、以利沙等，却是特别的显明。在今天堕落的基督教里，碰不到君

王掌权和祭司供职的光景，所看见的全是牧师讲道，就是少数人作申言

者的光景。连我们中间的情形，也渐渐偏到这一面，各处召会几乎都是

倚靠话语执事。来到聚会中，几乎都是碰到讲道和听道，作祭司祷告的

人却是非常的少。 

 

我里面实在有很重的感觉，求主从现在起给我们厉害的平衡，叫我们

这些常常讲道的人看重祷告，如同看重听道一样。不然我们的道都是落

在字句和头脑里，这是极端的错误。我们要看见，在神的心意中，祂是

要每一个得救的人都作祭司。可惜今天的召会落到一个地步，只有极少

数的人实际供祭司的职分。因此，我们今后必须恢复祭司的祷告，召会

才能有正常建造的光景。 

 

摘录自『灵的操练与神的建造』第九篇「祷告调灵流出圣灵的活水」，

系李常受弟兄于一九六一年六月于台北的交通，原刊于一九六一年十

月「话语职事」第一百二十四期，台湾福音书房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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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篇 生命的交通  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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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里长大成熟。惟有出于祂这生命的工作，

才能够上祂永远的标准，才能蒙祂悦纳。 

 

我们在前一篇已经看过生命的感觉。与生

命的感觉紧相关联的，是生命的交通。所以现

在我们要紧接着来看生命的交通。 

 

壹 生命交通的源头 

 

生命的交通是从那里来的？是因何而有

的？是出自什么的？约翰壹书一章二至三节

说，‘我们（使徒们）…将…那永远的生命，

传给你们（信徒们），…．使你们也可以与我

们有交通，而我们的交通乃是与父并祂儿子

耶稣基督的。’（照原文直译。）这话给我们

看见，使徒们将‘那永远的生命’传给我们，

为要使我们有‘交通。’那永远的生命，就是

神的生命。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就使我们

有交通。这交通既是出于神的生命，就是生命

的交通。所以生命的交通，乃是从神的生命而

来的，乃是因着神的生命而有的，乃是出自神

的生命的，乃是神的生命所带绐我们的。我们

里面一有了神的生命，神这生命就使我们有

了生命的交通。所以神的生命，乃是生命交通

的源头。 

 

贰 生命交通的凭借 

 

神的生命是在于神的圣灵，并且是借着神

的圣灵进到我们里面，而活在我们里面。所以

神的生命所带给我们的交通，虽然是出自神

的生命，却是凭借神的圣灵。因此，圣经也称

这交通作‘圣灵的交通。’（林后十三 14，

‘感动’原文是‘交通。’）乃是圣灵使我们

经历神的生命，所以也是圣灵使我们在神的

生命里有交通。我们一切生命的交通，都是在

圣灵里，凭借圣灵而有的。所以腓立比二章一

节才说，‘圣灵有什么交通。’ 
 

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要求，并催促，

使我们有那出自神生命的交通。所以我们要

有生命的交通，不光要有神的生命，并且 
 

我们这次训练，注意生命的问题，盼望能作到

两点。第一，能帮助弟兄姊妹知道，到底自己

有没有我们所题起的生命经历。第二，能带领

弟兄姊妹透彻明白生命的道，好在以后的日子

到各处去借着灵感讲出去。我们这训练，不是

普通的讲道，乃是专特的研究，要把生命的东

西搬出来看一看，到底你有没有？就是有了，

你能不能把它讲出去？讲的能不能摸着人的

感觉？能不能不仅是道理的讲法，并且也是经

历的讲法？就是为这缘故，我们不仅要查看我

们有没有每一个生命名词所指明的东西，并且

也要把每一个生命名词的定义和用法都找出

来。 

 

我里面有一个很重的负担，有一个极深的感

觉，就是今天各地教会最需要的，乃是生命的

东西。我们一切的工作和活动，都该是出于生

命的。不是说我们不该多有工作，多有活动。

也许我们的工作和活动，以后要比今天更多更

厉害。但若不是出于生命的，我们的工作，我

们的事奉，就不能持久，也不能有多少分量。

要我们的工作有丰富而持久的果实，我们就必

须在生命里有根底。我们自己在生命里摸着

主，也带领别人在生命里摸着主。惟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得上神在这时代里所要作的工作。 

 

我们所有工作的结果，都需要用生命来测量。

出于生命的，在神面前才算得数。主在马太第

七章说，有的人传道赶鬼，并不是祂所称许的。

使徒在腓立比一章也说，有人传福音是出于嫉

妒的。这些工作，无疑都不是出于生命的，乃

是出于人的作为的。我们不能，也不可作这样

的工作。我们要学习活在主的生命里，让主的

生命带着我们作祂的工作。我们不该盼望作什

么大的工作，有什么工作的成就，只该有一个

愿望，就是能在主的生命上多有认识，多有经

历，并且能把所认识所经历的分给人，叫人也

得着。我们作工，不该是建设一个工作，也不

该是建立一个团体，只该是释放主的生命，将

主的生命分给人，供应人。愿主怜悯我们，开

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神在这世代里最中

心的工作，就是叫人得着祂的生命，并在祂的



还要活在神的圣灵里。神的生命是生命交通的

源头，神的圣灵是生命交通的凭借。虽然是神

的生命使我们有生命的交通，却是神的圣灵使

我们实享这生命的交通。只有当我们活在圣灵

里，体贴圣灵而行的时候，我们才能实际享受

神生命的交通。 

 

叁 生命交通的意义 

 

要说明生命交通的意义，必须先清楚一件事，

就是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是局部的，还是

整体的？神的生命原是在神里面，后来又进到

我们这许多属神的人里面。这进到我们许多人

里面的神的生命，是局部的，还是整体的？我

们的断案是说，不是局部的，也不是整体的，

乃是流通的。 

 

比方这些电灯里面的电，到底是发电所局部

的电，还是全部的电？可以说都不是，因这电

是在发电所里，也在这些电灯里，乃是一个电

流一直在那里流，那个电流一停，这些电灯就

不发亮了。 

 

再比方，我这手上的血，到底是局部的血，还

是全身的血？若是局部的血，没有交通；若是

全身的血，也没有交通。它乃是循环的血，乃

是流通的血，乃是身体全部的血一直在那里循

环交流，一直在那里流通不息，是全部又是局

部，是局部又是全部。 

 

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也是这样。它是从神那

里流出来，流到千万的圣徒和我们里面。这一

个流通的生命，是出于神，也经过神，并且也

经过千万的圣徒和我们，所以就使我们和神有

了交通，也使我们和千万的圣徒有了交通。 

 

这正如这盏明亮的电灯，它里面的电是一直

流通的，使它和发电所有了交通，也使它和千

万盏发亮的电灯有了交通。它这个交通，是在

于它里面电的交流。照样，我们里面生命的交

通，也是在于我们里面生命的交流。神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带来一个生命的交流，所以就带来

一个生命的交通。这生命的交通，叫我们能通

着神，也能通着千万的圣徒。因此生命交通的

意义，就是生命的交流，或说生命的流通。这

生命的交流，并不是从生命里面分出来的一

个东西，乃是生命自己在那里交流着的一个

交通。这个生命交流的交通，要求我们一直跟

随它而行，顺着它而活，什么时候你不跟随

它，不顺着它，这生命的交流就停了，这样你

和神的交通就断绝了，你和众圣徒的交通也

没有了。 

 

肆 生命交通的功能 

 

生命交通的功能，或说功用，是什么？乃是

供应，就是把神生命的一切，也就是把神里面

的一切，供应到我们里面。神里面一切的丰

盛，都是借着生命的交通来供应我们。我们越

让生命的交流在我们里面流通，神的丰盛就

越供应到我们里面。这种生命交通的供应，就

像血液的流通，是身体的供应；也像电的交

流，是电灯的供应一样。 

 

生命的感觉，是试证我们到底是不是活在

神里面。而生命的交通乃是一直供应我们生

命的东西。什么时候你生命的供应接不上来，

那就是你生命的交通断了。我们若一直活在

生命的交通里，我们生命的供应就源源不绝

的接上来。 

 

生命的交通，和生命的感觉，是彼此关联

的。生命的交通一断，生命的感觉就叫你觉得

失去了生命的供应。生命的交通断了，生命的

感觉就叫你觉得；生命的交通不断，生命的

感觉也叫你觉得，就是叫你觉得有生命的供

应。所以你是不是活在生命的交通里，有没有

生命的供应，完全是看生命的感觉如何证明。

你越活在生命的交通里，你生命的感觉就越

敏锐，就越给你感到生命的供应。 

 

关于生命的交通，我们说这么多就可以了。

只要我们记牢了，生命的感觉乃是一直来试

证我们，生命的交通乃是一直来供应我们。我

们在主面前的光景，是凭生命的感觉来断

定；而我们属灵生命的供应，是靠生命的交

通来得着。（此篇请参看话语职事要道副刊第

十五期要道第二十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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