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 7/16(週一)~7/21(週六)，內容為『召會作為新人的屬靈爭戰』第六篇 

二二二二、、、、宜蘭市召會讀經追求進度表： 

三、2018/8/18(週六)13:00 至 8/19(主日)中午，全臺路加集調在林口長庚養生文化村 C 棟二樓大廳(桃 

    園市龜山區長青路 2 號)舉行。報名費用：住宿者每人 1500 元(2 人房)，加床者每人 1000 元。加床 

    者需自備睡袋和盥洗用品。不住者每人 1000 元。請在 7/21 前向各召會/區負責弟兄登記，再彙整 

    給林鴻飛弟兄。 

四、宜蘭市召會利未記結晶讀經(二)錄影訓練時間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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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黎明區：李傳恩、吳澄浩、曾筠皓；進士區：陳姜丹桂；蘇澳召會：羅巧均、謝

美惠、江秀美；員山召會：黃偉寧；礁溪召會:郭家緣、蘇語緹；七月/黎明區:黃健旻等弟兄姊妹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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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大學弟兄之家與姊妹之家均已成立，求主吸引弟兄姊妹入住，經歷甜美的召會生活。 

 
人數統計 (7/2--7/8) 
  

日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讀經含註解                                           路加福音  第十二章 1-59 節 

生命讀經                                           第二十九到三十篇 

7/21( ) 
8:00~10:00 

7/21( ) 
10:15~12:15 

7/22( ) 
19:30~21:30 

7/23( ) 
19:30~21:30 

7/24( ) 
19:00~21:30 

7/25( ) 
19:30~21:30 

      
7/28( ) 

8:00~10:00 
7/28( ) 

10:15~12:15 
7/29( ) 

19:30~21:30 
7/30( ) 

19:30~21:30 
7/31( ) 

19:00~21:30 
8/1( ) 

19:30~21:30 
  九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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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3 6 7 9 -- -- 5 6 1 -- -- -- 16 

礁溪鄉召會 28 7 22 28 -- -- -- -- 1 -- -- -- 36 

壯圍鄉召會 17 5 6 7 -- -- 6 5 7 -- -- -- 22 

員山鄉召會 58 10 11 33 13 -- 3 5 8 3 -- -- 75 

蘇澳鎮召會 15 5 9 10 12 -- -- 5 -- -- --   -- 21 

大同鄉召會 12 9 3 13 2 -- 9 8 2 -- -- -- 16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61 13 15 41 18 -- 11 29 -- -- -- -- 84 

延平區 37 12 4 24 9 -- 6 10 8 10 -- -- 41 

進士區 52 16 8 41 30 -- 10 35 6 7 -- -- 72 

青少年區 19 9 2 12 18 -- 3 4 -- -- -- -- 31 

合  計 312 92 87 218 102 -- 53 107 33 20 -- -- 414 



 

                                                 愛基督這人位                     2018/7/15 第⼀百三十七期

信與愛 

保羅在提前一章十四節說，『並且我們主的恩

是格外增多，使我在基督耶穌裡有信，又有愛。』

恩典的增多有兩方面：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有信，又

有愛。保羅他原來恨耶穌，後來因著神的恩典，他

愛耶穌。這是極大的憐憫，也是真實的恩典。我確

信我們都曾感謝神，因著祂的憐憫和恩典，使我們

相信主耶穌。我們不僅需要信，我們也需要愛。在

約翰福音裡最重要的一個動詞乃是『信』。信的意

思就是接受。約翰一章十二節說，『凡接受祂的，

就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成為神的兒

女。』我們是藉著接受而信，也藉著信而接受。但

還不止於此。在約翰福音，主說過信之後，又要我

們愛祂。祂告訴我們：『…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

的話，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裡去，同

他安排住處。』（十四 23。）所以在約翰福音最後

一章，主三次問彼得說，『你愛我…麼？』借此，

主給彼得看見，他既接受了主，就必須學習藉著愛

主而享受主。 

愛耶穌 

加拉太二章二十節『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

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

著..』對我來說，只要這麼多就夠了。但保羅又加

上『祂是愛我，為我捨了自己』。保羅簡直無法控

制自己。因為他有這樣一位在他裡面活著的基督，

基督的愛就困迫他。如今基督的愛也困迫我們，使

我們不再向自己活著。祂是愛我，為我捨了自己；

現今使我能愛祂，並且憑祂活著。使徒保羅曾是逼

迫主耶穌的仇敵。但是到了一個時候，主將他擊倒

在地。然後他這逼迫耶穌的仇敵，轉變為愛耶穌的

人。愛能作一切事，真實的能力是在愛裡。如果我

們真愛主，我們就有能力和力量為祂作一切事。 

藉愛來享受 

聖經六十六卷書當中有一卷－雅歌－說明主耶

穌是怎樣全然可愛。這卷書給我們看見，主如何富

有吸引，也給我們看見，我們如何是一班愛祂的

人。主耶穌乃是一個可愛的人位！『我的良人全然

可愛！祂是我的生命！』這生命不是別的，乃是一

個可愛的人位。我們若對祂沒有真實的愛，祂是我

們的生命就只是道理。我們若要享受耶穌作生命，

就必須愛祂。只要我們愛祂，即使我們不知道『生

命』這辭，我們也會享受生命。 

接受主的個性 

我們也許有許多教訓，有各樣恩賜和能力，卻

不願意接受基督的個性。主耶穌不需要一個有教

訓、恩賜和能力的人。祂需要一個像彼得那樣愛祂

的人，能對祂說，『哦，主耶穌，我愛你！我跟從

你。我以你作我的人位。我接受你的個性作我的個

性。』有些人教導說，我們必須算自己是與基督同

死。但如果我們不愛祂，不論我們怎樣算自己是死

的，我們永遠不是死的。另一面，如果我們從心裡

說，『主耶穌，我愛你；我接受你的個性作我的個

性，』我們無需算自己死，我們就已經死了。 

憑愛跟從 

你當獻上自己來愛主。沒有別的路如此有效，

也沒有別的路如此穩妥、豐富，如此滿了享受。你

只要愛祂，不要在乎別的事。教訓、道理、恩賜和

能力，都不是很重要。我們必須不斷的告訴主：

『主阿，保守我在你的愛裡！求你以你自己吸引

我！保守我一直在你可愛的同在裡！』如果我們這

樣禱告，我們會發現我們對主會有怎樣的愛，我們

會過怎樣的生活。我們會只憑主自己而活。只要我

們從全人的最深處來愛祂，一切就都好了。我們需

要什麼，祂就是什麼。不要試著去得任何別的東

西，只要仰望祂，求祂向你啟示祂的愛。雅歌一章

四節說，『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追隨你。』我

們必須求主吸引我們，然後別人才會與我們一同快

跑追隨祂。我們要接受祂作我們的生命，就必須這

樣來愛祂。 

因此我們看見，這不僅僅是相信的事，更是愛

的事。我們必須學習愛主耶穌。如果我們對主耶穌

有這種火熱的愛，我們就會享受祂的一切所是。你

應當到主面前，求祂吸引你，使你能快跑追隨祂。

你必須看見，『奏厄（永遠的）生命』乃是這樣一

位可愛奇妙的人位，而愛乃是對待這人位的路。 

(摘錄自/雅歌中所描繪的生命與建造 /第二篇） 



屬天嗎哪------------------------------------------------------
------------新約的禧年  

 

        神聖的性情同其屬性以及屬人的性情同其美德的調和，所產生最高標準的道德，乃是為著新約的禧

年。在這禧年裏，我們得著自由，脫離一切的轄制─罪的轄制、撒但的轄制、世界的轄制、甚至己的轄

制，我們也得著自由，完滿的享受我們所失去的長子名分，就是在基督裏享受三一神的權利。  

        我們在本篇信息中一直講論的，是路加福音的定義與說明。在這定義裏，我們看見這卷福音書的內

在元素。我們若膚淺的讀路加福音，就會偏重這卷福音書裏的故事。但我們若進入這卷書的深處，就會

看見它的內在元素。 我們若有路加福音正確的描繪、定義與說明，就會看見路加福音書是以一些內在元

素組成的。這些元素包括主的神聖性情同其神聖屬性，以及主的屬人性情同其人性美德。因此，人救主

是神與人調和的組成。這樣的一位主，過著最高標準道德的生活。 這種生活是為著新約的禧年，因為這

種生活釋放我們脫離一切的轄制，帶我們在基督裏享受三一神。這是路加福音的概要。  

        我們來到十一章時，需要領會路加福音的這個概要。否則這一章會困擾我們。在好撒瑪利亞人的比

喻，以及馬大接待主耶穌到家裏的事例之後，路加插進這一章說到四件事：人救主教導禱告、（路十一 1

～13）為邪惡世代所棄絕、（路十一 14～32）警告勿留黑暗中、（路十一 33~36）以及責備法利賽人和

律法師。（路十一 37~54）為甚麼這四件事放在一起？我們若膚淺地讀路加十一章，就不會了解為甚麼這

一章包括主教導禱告、為邪惡世代所棄絕、警告勿留黑暗中、以及責備法利賽人和律法師。然而，我們

若進入十一章這四段的深處，就會看見在這裏人救主論到最高標準的道德。我們已經強調這事實：人救

主宣揚新約的禧年，乃是根據祂帶著神聖屬性的神聖性情，與祂帶著人性美德的屬人性情調和，產生最

高標準的道德。現在我們必須接著看見，沒有十一章，我們就很難經歷禧年。 

（摘錄自李常受著/路加福音生命讀經/第二十七篇） 

 

十二籃選讀-------------------------------------------------有
什麼吃的沒有（⼀） 

 

            讀經：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一至四十三節 

                  約翰福音二十一章四至五節，九節，十三節。 

 

這兩段聖經都是記載主耶穌基督復活以後的事。這兩處發問題的人都是主，被問的人都是門徒。這

兩處主所問的問題也都是一樣的。在路加福音裡的話是：『你們這裡有什麼吃的沒有？』在約翰福音裡

的話是：『你們有吃的沒有？』問題的意思是一樣的。他們到底有吃的沒有呢？路加二十四章說，他們

有；約翰二十一章說，他們沒有。 

在路加福音裡，門徒給主的不過是一片燒魚。那時，門徒也許已經吃過晚飯，不過剩下了一片燒

魚，他們就把這個給主。多少時候，主也問我們有什麼吃的沒有，我們也和當初的門徒一樣，有是有，

但是所給主的也不過是一片燒魚，不過是一點點而已。 

在約翰福音裡，門徒沒有什麼可吃的，但是主卻為門徒預備了魚和餅。主給他們魚，不只，主還給

他們餅。多少時候，我們也和他們一樣，雖然整夜勞碌，還是得不著什麼。當我們正在失望時，正在疲



倦時，主問我們：你們有吃的沒有？我們也只好說沒有。但是主那裡有。祂那裡不只有魚，可以使我們

得飽足，祂那裡也有餅，可以使我們得飽足。（摘錄自倪柝聲/十二籃/第一輯第四篇） 

職事信息-------------------------------------------------------
-------------人生的虛空 

 

人生的虛空 

        我們每一個人，多多少少都嘗過人生的味道。從我們一點的人生經歷中，我們實在能體會，人生滿

了各樣的苦楚和傷痛，尤其最令我們感覺傷心悲慘的，就是人生的結局乃是虛空。不管人在這世上具有什

麼成就，得著甚麼地位和享受，其最終的結果，仍是虛空的虛空。有的人在功成名就之後，好像對自己所

擁有的感到很滿意；等到事過境遷，就感覺虛空的虛空。有的人在那裏忙忙碌碌，好像很有興趣；等到忙

過，安靜的時候，又感覺虛空的虛空。有的人在奮鬥、努力時好像很充實；等到事情完成之後，卻感覺虛

空的虛空。如同聖經傳道書所說的，一切都是虛空，都是捕風。（一 14。）  

人所以覺得虛空，是因為人裏面沒有神。人生的一切事物所以不能滿足人，所以叫人覺得虛空，是因

一切的事物並不是人生的意義。惟有神纔是人生的真意義；所以，人一旦缺少神，人生就沒有意義，自然

感覺虛空的虛空。無論是電風扇或是麥克風，或是風琴、鋼琴，甚或是我們上面懸掛的電燈、下面坐著的

椅凳，每一件東西都有其特別的用處。那麼請想一想，我們人的用處是甚麼？到底我們人在宇宙中，是為

甚麼而有的？我們都承認，人生在世，絕不是為著作衣架、作飯囊，穿好喫飽就滿足了。我們深深的知

道，在我們深處，有一個莫名其妙的感覺；這一個莫名其妙、深深的感覺，就是人生應該有一個更高的意

義。然而，到底人生這個更高的意義是甚麼？許多哲學家窮其一生的工夫研究，並且寫了不少的書，想要

解答人生的這個問題。然而，經歷告訴我們，他們所給的答案，實在不能滿足我們裏面的要求。  

人作神的器皿，盛裝神自己 

        感謝神，當我們回到這一本聖經時，我們便簡單而直接的，得著了人生的答案。聖經告訴我們，人

乃是為著神而創造的。人生的目的不是別的，乃是要作神的器皿，盛裝祂以彰顯祂。所以，人乃是為著榮

耀神而有的，為使神能心滿意足。已過我們的人生所以感覺虛空，乃是因為我們失去了人生的用途；這一

個用途就是作神的器皿，榮耀神。我們若是失去了這個用途，就等於一樣東西失去了它原來該有的功能和

用處。人就好比神的電燈，是為著彰顯神，發揮神而有的。誰讓神通到他裏面，誰的裏面就有滿足，就有

喜樂，就有平安。誰讓神從他發揮神的自己，誰就感覺人生滿有意義。除此以外，沒有一個人能安息，沒

有一個人能滿足；因為在人裏面，沒有神同在，人失去了他對神的用處。請看人生種種的光景，個人不正

確，家庭不完滿，社會不和諧，完全歸咎於一個原因，就是人裏面沒有神。因為個人裏面沒有神，所以個

人的生活就不正確；因為家庭裏沒有神，所以家庭不能美滿；因為社會裏沒有神，所以社會纔會紊亂、不

和諧。人生一切的問題，人群一切的難處，都在於失去神，缺少神，沒有神。有了神，人生一切問題都會

得著解答，一切難處也都能獲得解決。 

神作人的中心，成為人福音的動力  

我們這一班基督徒，所以有一股熱心、動力，願意把主耶穌傳給別人，就是因為我們裏面有祂作我們

的中心。我們裏面的空隙，祂填滿了；我們裏面的需要，祂應付了。世人都承認，在基督徒裏面都有一個

魄力，或者說得更準確一點，在基督徒裏面有一個動力。這個動力不是人自己有的，乃是神在人裏面作這

個動力。比方，一架電風扇一直在轉動，不是它自己有這個動力，乃是電通到它裏面，轉為它的動力。我

們基督徒所以有熱心、有動力傳福音，要向親朋好友作見證，傳揚主耶穌，把主耶穌送給各位，不是由於

我們本身，也不是出於我們自己。我們裏面的那一個動力，是由於主耶穌在我們裏面，轉為我們的動力。

福音的動力不是出於我們，也不是在於我們，乃是基督在我們裏面推動我們而有的。  

因這緣故，我們常有『發燒』的感覺，燒到一個地步，好像不對人傳講主耶穌就受不了。我們裏面像

是一團火在焚燒，非把我們福音的負擔挑旺起來不可。其實，不是我們有熱心，乃是主感動我們，是祂推



動我們。祂要我們向每一位親友傳福音，告訴他們：『你的人生和每一個人的人生一樣，所需要的就是這

位宇宙的主。沒有主，你的人生就沒有意義，沒有目標。有了主，你就有喜樂，有滿足。』 

（摘自『基督是福音的負擔』第四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