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 6/4(週一)~6/9(週六)，內容為『在召會生活中並為著召會生活，以基督為我們的人位

並活祂』第五篇。 

二二二二、、、、宜蘭市召會讀經追求進度表： 

三、宜蘭縣眾召會姊妹成全時間表：第四堂 6/3（主日晚上 7:30〜9:00） 

四、宜蘭縣眾召會基礎造就聚會時間表：第七堂 6/10；第八堂 6/24（主日晚上 7:30〜9:00） 

五、二○一八年暑期聖經研讀班報名。第一週：七月十五(日)19:00 至二十日(五)12:00 止。 

    第二週：八月五日(日)19:00 至十日(五)12:00 止。每人每週繳費 4500 元，一次報名兩週者，每人繳

    費 8000 元。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六月十日。報名請洽邱淑眞姊妹。 

六、宜蘭縣七處召會集中主日改為 6 月 10 日。 

七、第五十梯次基本訂戶每戶豫繳 1,500 元，各種書刊均以六折加稅優惠價供應，請在主裏扶持推廣。 

禱告事項 

1、 栽種召會樹：為南澳鄉能有主的金燈臺代禱。 

2、 新受浸聖徒：三月/延平區：黃教哲；四月/員山召會：吳佩禎；進士區：林家榕等弟兄姊妹，並穩

定在召會生活中代禱。 
3、 海外開展：每人每年奉獻1500元為着海外開展，請弟兄姐妹們記念並擺上。 
4、 原有福音車使用已超過15年，基於服事各面考量預定購買新車，請衆聖徒多有代禱記念。目前奉獻

金額為427,950元。 
5、 為7月1~3日大學指考的聖徒代禱，林耀主弟兄，吳秉翰弟兄，游承恩弟兄，林禹丞弟兄。 
6、 為宜蘭大學的弟兄之家預備代禱。 
人數統計 (5/21--5/27) 

  

日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讀經含註解                                            路加福音  第六章 1-49 節 

生命讀經             第十三篇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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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1 6 7 9 -- -- 5 6 1 -- -- -- 16 

礁溪鄉召會 33 12 21 37 5 1 33 1 2 -- -- -- 48 

壯圍鄉召會 8 5 6 11 -- -- 6 5 7 -- -- -- 21 

員山鄉召會 53 25 12 33 7 -- 3 12 4 7 -- -- 73 

蘇澳鎮召會 20 7 7 9 12 -- -- 6 1 -- -- -- 24 

大同鄉召會 14 7 5 13 -- -- 7 8 -- -- -- -- 15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44 18 16 37 25 -- 6 3 -- -- -- -- 79 

延平區 33 10 12 23 12 -- -- -- -- 12 -- -- 45 

進士區 65 9 9 23 26 -- -- -- -- -- -- -- 70 

青少年區 23 5 1 21 10 -- 3 11 -- -- -- -- 28 

合  計 304 104 96 216 97 1 63 52 15 19 -- -- 419 



 

 

                                    約壹三章中關於生命與生的要點    2018/6/3 第⼀百三十⼀期 
生命生命生命生命    

        根據聖經正統的路線，約壹三章在生命一面，

主要有兩個點。第一，神生了我們；第二，神住在

我們裏面。因着神生了我們，所以我們是祂的兒

女；不僅如此，祂還藉着祂的靈住在我們裏面。這

是主要的生命路線。此外，還有幾個附屬於生命的

點。首先，五節說，『祂曾顯現，為要除去罪。』

八節又說，『神的兒子顯現出來，是要消除魔鬼的

作為。』神的兒子除去人的罪，消除魔鬼的作為，

是為叫人得重生，成為神的兒女。整個新約的啟

示，其目標是要叫人成為神的兒女，使人模成神兒

子的形像。因此，神的兒子來除去罪，和消除魔鬼

的作為，不過是手續，並非最終的目標。 

        其次，約壹三章十六節上半說，『主為我們捨

命。』這也是附屬於生命的點。祂為甚麼為我們捨

命？當然是因着愛我們，但愛是一個動機，其目的

是為叫我們得着祂的生命，成為神的兒女。 

        另一個屬於生命的點，是二節所說，『祂若顯

現，我們必要像祂。』主頭一次顯現和主的捨命，

目的是為叫我們成為神的兒女。主第二次的顯現，

是叫我們完全像祂，完全模成神兒子的形像。到那

時，我們成為神兒女的這件事纔完成了。 

        三章說到凡說主自己的就如祂顯現以除去罪，

消除魔鬼的作為；祂為我們捨命；以及祂將來還要

顯現，使我們完全像祂，這些都是附屬的點，附屬

在神生了我們，叫我們成為祂的兒女這一點上。我

們在三章裏所找出來生命的重點，是非常正統的，

都是聖經的本色和原樣。開頭說，我們是神的兒

女，是神所生的；末了說，『神住在我們裏面，乃

是由於祂所賜給我們的那靈。』神怎樣生了我們，

叫我們成了祂的兒女呢？乃是藉着祂的兒子來除去

罪，消除魔鬼的作為，並為我們捨命。我們成為神

兒女這件事怎樣完成呢？我們怎樣纔能完全像祂呢?

這就要藉着祂兒子第二次的顯現。 

         

        神既生了我們，就藉着祂的靈住在我們裏面。

神住在我們裏面，有三個講究：第一，神的種子住

在我們裏面；第二，神的愛住在我們裏面；第三，

神那永遠的生命住在我們裏面。神藉着祂的靈住在

我們裏面，乃是神作為一粒種子，要從我們裏面長

出祂自己。到了神兒子顯現的時候，這粒種子就完

全變作長成的莊稼；那時，我們就完全像神的兒

子，和神的兒子一樣。 

生活生活生活生活    

        三章說到生活這一面，就是住在神裏面。約翰

一書從一章起，一直說到這件事，要我們住在神裏

面。因為這卷書的題目及中心信息，就要人活在交

通裏。 

生活的結果生活的結果生活的結果生活的結果    

        在三章也說到住在神裏面生活的結果。第一，

凡住在主裏面的，定規有一個結果，就是盼望能彀

像主；第二，潔淨自己，包括不犯罪而行義；第

三，愛弟兄；第四，可以安心，向神坦然無懼；第

五，求就必得着，禱告會得答應。這就是一個人住

在主裏面而有的光景和結果。 

        從三章，我們先看見神如何生了我們，使我們

成為祂的兒女；而後看見神如何住在我們裏面。神

為要重生我們，叫祂的兒子來除去罪;同時，為使我

們得着祂的生命，祂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捨命。並且

為要我們完全有祂的形像，神的兒子將來還要顯

現。神生了我們之後，藉着祂的聖靈，住在我們裏

面。神住在我們裏面是作種子，要從我們裏面長出

祂兒子的光景，也就是長出祂自己的光景。祂一住

在我們裏面，我們就充滿愛，能愛人，不恨人。神

住在我們裏面，就叫我們得着永遠的生命。 

在生活一面，我們要學習住在這一位神、這一

位主、這一位靈裏面。我們若是住在祂裏面，我們

定規迫切盼望，將來有一天，我們能彀像祂，並且

看見祂。(摘錄自/讀出聖經的本色與中心 /第五篇） 



屬天嗎哪---------------------------------------------------由神
性加強並豐富的人性 

 
 

   約壹四 8：不愛弟兄的，未曾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 

   約翰三 16：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羅馬十三 9：…以及任何別的誡命，都總括在“要愛鄰舍如同自己”這一句話裡面了。 

 

        我們若仔細讀路加福音，就會看見神聖屬性加強並豐富人性美德。比方說，聖經清楚啟示神就是愛，

（約壹四 8）並且神愛人。（約三 16）聖經也說，我們這些神所造的人應當愛人。（羅十三 9）神愛人，我

們也應當愛人。然而，我們可能愛人，而沒有神的愛加強並豐富我們的愛。孔子說，我們應當愛人。但他

沒有指出，人的愛能由神聖的愛加強並豐富。我們在路加福音裡看見一個人－人救主，祂非常慈愛。但在

祂的愛裡，有神聖的愛加強並豐富人的愛。 

        主的生活乃是神性與人性奇妙組合之人的生活。主是這樣一個人，由神聖的屬性和人性的美德構成。

在路加福音裡有許多福音的信息、福音的比喻和福音的事例。如果我們進入路加敘述的深處，就會看見這

三類福音文字啟示出主耶穌在地上的生活，完全是由神聖的屬性加強並豐富。結果，祂活在最高標準的道

德裡。（摘錄自李常受著/路加福音生命讀經，第 10 至 11 頁。） 

 

十二籃選讀-------------------------------------------------到榮
耀裏去的路徑（二） 

 

  路加福音 9:28  說了這話以後，約有八天，耶穌帶著彼得、約翰和雅各，上山去禱告。  

    9:29 正禱告的時候，祂的面貌就不同了，衣服閃耀白色。  

    9:30 看哪，有兩個人，就是摩西和以利亞，同耶穌談話。  

    9:31 他們在榮耀裡顯現，談論耶穌去世的事，就是祂在耶路撒冷將要成就的。 

 

        在變化山以前，這條道路好像還不是頂清楚的；雖然這條道路是在創世以前就已經定規了，但是經過

這次在變化山上的談話以後，就更定準了這條道路是必須到耶路撒冷去的。由此下山以後，我們就看見主

是向著耶路撒冷而去了。從路加九章起，一直到二十三章，只畫出一條路線，就是到耶路撒冷；這條道路

就是在變化山上所談論的。  

        主耶穌所注意的是耶路撒冷麼？不。主所注意的是祂在耶路撒冷將要成就的事，就是十字架。到耶路

撒冷去，就是成功神的旨意，就是背十字架。在變化山上，好像神把榮耀特意落到世界一下，把主耶穌包

在其中。在這異象裏，主耶穌看明了到榮耀的路線，乃是去耶路撒冷。祂就定意面向耶路撒冷去。以賽亞

說祂「硬著臉面好像堅石」。（賽五十 7）祂就是這樣硬著臉面向耶路撒冷而去，一點轉移都沒有。祂是從

這山走到十字架去。  

       我們為甚麼要注意這件事呢？因為被提上升的日子近了！主耶穌提接祂聖徒的日子近了！誰若等候被

提，就必須往耶路撒冷去，就必須背十字架，必須走十字架的道路。我們要記得：當主耶穌知道自己被接

上升的日子將到，祂並非安坐等候被提。聖經說，「耶穌被接上升的日子將到，祂就定意向耶路撒冷

去。」（路九 51）十字架是在被接之先。我們既知道日子將近，也當定意來遵行神為我們所定的旨意，來



背十字架。上耶路撒冷的意思，沒有別的，就是背十字架，就是成功神的旨意。 

（摘錄自倪柝聲/十二籃/第一輯第三篇） 

德國開展負擔--------------------------------------------------
-----在那個流裏有分 

 

移民----乃是謙卑的去交通並將生命供應給他們 

        我們必須徹底明白我們在移民這事上所作的是甚麼。我們所進行的移民不是任何組織或任何運動的

事，而絕對是身體的行動。某地的召會若有甚麼，我們就需要去那裏，被建造，並得幫助。即使我們知道

一個召會沒有甚麼特別，或者他們缺少甚麼，我們仍要去，不是帶著驕傲去，乃是謙卑的去交通並將生命

供應給他們。（職事報，一九九八年四月，第二卷第四期，第八頁） 

付代價... 

        為著主移民，需要付代價；這代價包括我們的工作、我們的事業、我們的家、我們的家庭、我們的教

育、以及其他事項。然而，我們必須付代價。我們必須考慮我們在地上是為著甚麼。我們在此乃是為著主

的恢復。我們在此不是為著我們的工作、教育或家。因此，付代價是值得的。有一句格言說，「樹移必

死，人移更活」。我們越出去，就越活。人很容易變老舊，但移民使我們年輕。照樣，人很容易生根，但

移民使我們拔根。我們要屬靈，就需要拔根。（職事報，一九九八年八．九月，第二卷第八期，第十四頁） 

祂正等候祂的恢復擴展到歐洲，至終到耶路撒冷 

        我信在要來幾年內，主要把召會生活擴展到英國、德國、法國和義大利。不僅如此，我信有一天在羅

馬，甚至在耶路撒冷，都會有召會；那裏的召會生活是在十九個世紀之前就開始的。主知道，基本上因著

語言的緣故，中國不是擴展祂恢復的最好地方。倪柝聲弟兄像一粒種子種到這塊土壤裏，於是召會生活開

始生長。然後恢復移植到美國。然而，美國並不是目標，美國乃是主恢復擴展到歐洲，至終到耶路撒冷的

踏腳石。願主在祂的恢復中激動我們關切祂的行動！願祂擴展召會生活遍及歐洲、中東、並達到耶路撒

冷。（以弗所書生命讀經，八三至八○五頁） 

 
 

身體交通-------------------------------------------------史特拉
斯堡召會金燈台設立 

 

        已過的二○一八年五月十三日（主日），法國的第五處召會—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召會成立了。

一早從遠處就能望見從各處來的聖徒們，一家一家的，或開車或走路，帶着守節歡樂的氣氛，陸陸續續前

往聚會的地點去。這次本地聖徒有二十八位，福音朋友二位，兒童十三位。外地的聖徒有法國巴黎和里

昂、德國法蘭克福、斯圖加特、弗萊堡、杜賽多夫、柏林和瑞士伯恩、洛桑、日內瓦、蘇黎世，也有比利

時和英國、美加等地。與會人數為一百四十五位，兒童將近三十位，遠超豫期。當眾人齊聲開口唱詩讚美

感謝時，全場的氣氛有一種說不出的平安、喜樂、甘甜和滿足。就在擘餅的那一刻，我們都看見神的榮耀

回來史堡了。特別是史堡當地的聖徒們，經歷宴筵方過，我們至今尚感甜美。弟兄在開頭的話裏，題到當

週所追求職事的話—以西結結晶讀經最後一篇信息『神的榮耀回到神的殿中』，說到主的願望和喜樂乃在

於祂的殿，也就是召會。願意史堡這地成為 『我寶座之處，是我腳掌所踏之處，我要住在這裏，…直到永

遠。』（結四三 7）為甚麼神要在意這個小城市呢?因為這裏有祂的召會。 

       史堡的見證是從二○○九年起藉着三位姊妹，因着各自工作遷移和求學，開始來在一起聚會。經過了

近十年時間，她們都成家立業，並帶進了這地召會的繁殖擴增。她們的見證馨香感人。之後還有幾位聖徒

見證她們尋找和恢復召會生活的過程。 

        末了有幾位弟兄給我們鼓勵與加強，陳洵弟兄引用林前一章二節闡述了對召會的認識。其次，因着史



堡地理位置緊鄰德國，也有德國的聖徒經常在此地聚會和相調，因此德、瑞的聖徒們把史堡視為同一個區

域，他們也都有分這裏的建造。會後繼續有愛筵交通，最後大家依依不捨的道別。感謝主為史堡作了這一

件新事。更感謝眾地方召會的代禱，特別是我們所親愛的台南市召會的父老們和弟兄姊妹們的扶持和代

禱。願主恢復的目標，一個新人的產生，能彀在這地早日實現。（黃寬興弟兄、黃樓菁文姊妹於史特拉斯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