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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事项 

☸ 蒙特利尔华语福音收割聚会（3月26日下午4:30

在会所）。愿主把圣徒们一直以来劳苦的福音朋

友带到福音聚会，也愿主巩固他们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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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愿主释放许多的弟兄

参加训练；愿主借着释放信息的弟兄们说话，愿

祂的负担得着释放；愿弟兄们成为最好的接受者

，接受那灵对众召会所说的话；愿主借着这样的

训练得着祂所要的，带进祂经论的往前。 

☸ 魁省疫情防控政策的放宽
魁省疫情防控政策的放宽魁省疫情防控政策的放宽

魁省疫情防控政策的放宽：随着魁省逐渐的解封

，愿主激励每一位，在遵守防疫规定的情况下，

来到现场一同聚集；愿主遮盖每一位圣徒并每一

次的聚集；愿主照祂所量定的时间，完全的恢复

线下的聚会和相调。 

☸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局势：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局势：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局势：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局势：随着俄罗斯和乌克

兰之间的战争正在肆虐，愿主介入，捆绑背后的

仇敌和魔鬼势力，使战争能够早日停止。求主坚

固那里的圣徒，使他们获得安全，并为他们提供

生活必需品。即使在这样摧残的局势下，圣徒们

仍然在刚强的灵里面，有强烈的负担来传扬国度

的福音。愿白马胜过红马。愿全地的召会都能参

与这样的祷告，为了祂的国度和祂的经纶。 

☸ 老挝：
老挝：老挝：

老挝：为琅勃拉邦市（Luang Prabang city）的

扩展和召会在 4 月 12 日建立祷告。 

☸ 为当地各种需求祷告，包括蒙特利尔圣徒、接触

的人、以及需要看顾牧养的人。 

 

本周追求进度

本周追求进度本周追求进度

本周追求进度 

  

 

☸ 恢复版圣经经文&注解：诗篇 75:1 - 91:16 

☸ 晨兴圣言：召会生活之恢复极重要的因素 

第 5周 

报告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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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事项 

☸ 儿童聚会的所有小组都在11点，在会所线下聚会

。只有第 3 组以及青少年还会有几周的线上线下

混合聚会。 

☸ 请大家在主面前认真地考量，并在每周六之前把

祷告负担发送给 Allan（allan.yeow81@gmail.com）

弟兄。因为周讯上空间有限，我们无法把所有收

到的祷告事项摆在上面，请大家谅解。求主教导

我们如何为着祂经纶的往前祷告。 

要来的活动

要来的活动要来的活动

要来的活动 

☸ 2022年 3 月 27 日： 会所， 蒙特利尔召会年会

蒙特利尔召会年会蒙特利尔召会年会

蒙特利尔召会年会 

☸ 2022年 4 月 1日～ 3 日：线上，国际长老和负责

国际长老和负责国际长老和负责

国际长老和负责

弟兄训练

弟兄训练弟兄训练

弟兄训练 

☸ 2022年 5 月 27 日～ 30 日: 国际国殇节相调特会

国际国殇节相调特会国际国殇节相调特会

国际国殇节相调特会 

 

其它活动以及活动细节请见召会官网 

本周活动 

3 月 20

日主日 

☸ 10:00am-12:00pm 擘饼和申言聚会 

21 日 

周一 

 

22日周

二 

☸ 7:30-9:00pm:各区线上祷告聚会 

23 日   

周三 

 

24 日 

周四 

 

25 日 

周五 

☸ 6:30-9:00pm: 各区线上小排 

26 日 

周六 

 

27 日 

主日 

☸ 10:00am-12:00pm：擘饼和申言聚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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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罪和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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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罪和赔偿 

  

 

读经：利未记 6：1-7；马太福音 5：23-26 

参

参参

参 

  

 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教训（续）

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教训（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教训（续）

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教训（续） 

你得罪了他，你对他有亏欠，你使他心里起不平，

你使他感觉你不义，你使他在神面前叹气，那仔在

神面前属灵的交通訧断了，属灵的路就断了。也许

你还一点不觉得你是活在黑暗里，你还觉得你行，

但是你所有献在祭坛上的礼物都不行。不要说你向

神要，就是你给神都不行；不要说你能求神听你，

就是你要献上去也不得上去。虽然甚么都摆在坛上

，但是神甚么都不喜欢。所以，你到神的坛前来的

时候，你要先得着弟兄的满意。无他有甚么要求．

总要尽你力量所能作得到的去满足他。你应该学习

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也满足弟兄公义的要求。你只

有作到这一个地步，你才能把你的礼物献上给神。

这是相当严肃的。 

 

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得罪人。特别是一个弟兄或者

一个姊妹，你不要轻易得罪他。你如果得罪他，你

就自然而然落在审判之下，很不容易恢復。主在这

里有一句话是很着重的，『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

上，就赶紧与他和息。』在这里有一个弟兄，你对

待他有不义的地方，他在神面前有不平。主在这里

用人的话对我们说他，好比告状的一样，他是告你

的对头。这一句话很好，『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

上，他还没有去世，你也没有去世；他在这里，你

也在这里；他是在走路，你也是在走路；你要赶紧

与他和好。因为很容易有一天你不在这里，你不在

路上了；或者他不在这里，他不在路上了。谁也不

知道谁要先去。到那一个时候，你就太迟了。当他

和你都还在路上的时候，大家都还在这里的时候，

还有机会可以讲得通的时，还有机会可以认罪的时

候，你要赶紧与他和好。救恩的门，不是永久开的

；弟兄彼此认罪的门，也不是永久开的。许多的时

候，有弟兄会懊悔，因为他连认罪机会都没有了，

有一个已经不在路上了。所以，你如果对人有亏欠

，总得趁机会，趁大家都在路上的时候，就赶紧与

他和好。我们不知道他明天在不在，我们也不知道

自己明天在不在，所以，与弟兄和好，要趁着都还

在路上的时候。一有一个人不在路上，要对付这件

事就不成功了。 

 

我们要注意，这是何等严重的事！不能马虎，不能

随使。要趁着还有今天，赶紧同弟兄和好，不要迟

延！如果知道有弟兄在那里埋怨，就要注意。如果

你有错，你要尽力量去认，免得以后没有和好的机

会。 

 

接下去，主仍用人的话说，『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

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

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关于这一文钱的还，在解经方面如何解释，我

们不去注意它，我们只注意在实行方面。我们要看

见，这一件事必须完全解决才能了结。若不完全解

决，就不能了结。主在这里，不是教训我们将来怎

样受审判，也不是教训我们怎样关在监里，将来怎

样出来；这都不是主所注意的。主所注意的，乃是

今天就得和好，今天就得把每一文钱都还清，不要

等到将来才去还。在路上的时候就得作，不要今又

不作，盼望将来作。主就是要给我们看见，留到将

来作是不上算的，是非常不上算的。 

 

神的儿女要认真学习这一件事：物质的东西要赔偿

，得罪人的地方要赔罪。常常赔偿，常常赔罪。不

要让弟兄姊妹向我们埋怨。除非良心是那么干净，

错不在我们。若是我们有错误的地方，我们就得承

认。我们在行为上，不能有可指摘的地方。不能总

是认为别人错，而自己是对的。你不管人在那里怎

么怀怨，而你说你是对的，那总不行。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初信造就第二册（中册），第

二十二- 赔罪和赔偿。 职事书报链接：

http://www.lightinnj.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