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追求 : 7/30(一)~8/4(六) 內容晨興聖言 利未記結晶讀經(三) 第二篇 

二二二二、、、、宜蘭市召會讀經追求進度表： 

三、宜蘭市召會利未記結晶讀經(二)錄影訓練時間表如下: 

四、8/11（六）至 8/12（日）桃園市 14 會所 30 位青職聖徒（含兒童）到蘇澳召會相調。 

    8/11（六）18：00 愛筵，19：00 青職聚會交通；歡迎青職弟兄姊妹一同來享受、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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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士區:朱芷

莉;礁溪召會:林秀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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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7/22) 
  

日期                                            7/30(週一)------8/4(週六) 

讀經含註解                                            路加福音  第十四章 1-35 節 

生命讀經                                               第三十二、三十三篇 

7/29( ) 
19:3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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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 ) 
19:00~21:30 

8/1( ) 
19:3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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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6 3 4 9 -- -- 5 5 -- -- -- -- 11 

礁溪鄉召會 30 -- 13 31 -- -- -- -- -- -- -- -- 33 

壯圍鄉召會 17 7 10 10 -- -- 7 5 4 -- -- -- 22 

員山鄉召會 55 12 11 10 4 -- 3 10 10 6 -- -- 72 

蘇澳鎮召會 18 7 8 8 15 -- 3 6 1 -- --   -- 26 

大同鄉召會 12 2 6 13 -- -- 10 7 2 -- -- -- 14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63 23 16 31 11 -- 2 25 -- -- -- -- 75 

延平區 32 14 10 15 8 -- -- 8 10 -- -- -- 35 

進士區 64 13 7 36 31 -- -- 29 -- -- -- -- 74 

青少年區 20 7 5 10 8 -- 5 13 10 8 -- -- 20 

合  計 317 88 90 173 79 -- 35 108 27 14 -- -- 382 



 

                                               如何接受基督作生命            2018/7/29 第⼀百三十九期
惟一的一卷為著生命的書 

        雅歌是聖經中惟一的一卷，指示我們愛主並享

受主作我們生命的正確之路。我們都知道這幾節聖

經：約翰十四章六節說，『我就是…生命』；約翰

十一章二十五節說，『我是復活，我是生命』；約

翰十章十節說，『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

得的更豐盛』；約翰一章四節說，『生命在祂裡

面，這生命就是人的光』；約壹五章十二節說，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

沒有生命』。許多基督徒都知道這些經節；但這不

是一件知識的事，乃是享受基督作生命的事。許多

基督徒知道基督是生命，但有多少人享受祂作生

命？享受基督作我們生命的路，乃是啟示在雅歌這

卷書中。如果我們真渴望以享受的方式經歷基督作

我們的生命，我們就不能撇開這卷書。 

對於主作生命主要的攔阻 

        在約翰十一章，我們看見馬大絕沒有作任何幫

助主的事。她所作的反而都是攔阻並破壞主作他們

的生命。如果我們看見這點，我們就很容易明白雅

歌二章所記載的經歷。雅歌中的尋求者就像馬大一

樣。主在訓練並管教這位尋找者忘記自己，忘記她

的個性和她的意志，而以主自己作她的人位。雅歌

主要的是教導我們這惟一的功課。嚴格的說，這不

是一卷講到愛的書，也不是說到學習信心、忍耐或

如何更有能力等功課的事。許多年來，主訓練我們

一件事：將我們的個性擺在一邊，而照著祂的心

意、祂的方式、並為著祂的目標來接受祂。 

主對尋求者的稱讚 

        我們需要來看一下這幾章。在前面所引用的各

段經文中，主耶穌都以某一種方式稱讚尋求者。 

法老車上套的駿馬 

        第一次稱讚是在一章九節：『我的佳偶，我將

你比法老車上套的駿馬。』這裡的馬表徵我們天然

的力量。她是如此有能力，卻是天然且屬世的。埃

及的王法老，有屬世的力量。有些人是那樣強壯而

有能力，卻是天然而屬世的，就像法老車上套的駿

馬。 

鴿子眼 

        接著在一章十五節裡，主說到鴿子眼。『哦，

我的佳偶，你是美麗的！哦，你是美麗的！你的眼 

 

好像鴿子眼。』如今尋求者有了一些進步。當她第

一次尋找主時，她像馬一樣的強壯，但如今她逐漸

學會以鴿子眼來仰望主。 

百合花 

        在這之後，主將她比作百合花。『我的佳偶在

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荊棘裡。』（二 2。）主在

馬太六章中題到的百合花，是比喻一個人活在這地

上不信靠自己的力量，乃信靠神的憐憫。起先，她

像馬一樣的強壯，這是頂天然的。然而，她如今不

再信靠自己天然的力量，而是信靠主的憐憫。她就

像百合花，在凡事上信靠主。 

鴿子 

       尋求者從百合花繼續進步成為鴿子。『我的鴿

子阿，在磐石穴中，在陡巖的隱密處，…』起初她

只有鴿子眼，但如今她是鴿子。我相信我們大多數

的人都喜歡作馬，馬是那樣有能力，且滿了力量。

鴿子小，而且不是那樣有能力。但從一匹馬進而成

為一隻鴿子，是真正的進步。我希望在地方召會中

有許多鴿子，而不是有許多馬。我害怕在召會中有

太多的馬。所有這些馬都必須變化成為鴿子。在聖

經裡，鴿子是聖靈的表號。當主受浸時，那靈彷彿

鴿子降在祂身上。如果我們真實在靈裡與那靈是

一，我們就會像鴿子；這乃是真實的進步。 

煙柱、臥榻、華轎 

      『那從曠野上來，形狀如煙柱，以沒藥和乳

香，並商人各樣香粉薰的，是誰呢？看哪，是所羅

門的臥榻…。所羅門王用利巴嫩木，為自己製造一

乘華轎。』這裡我們看見一些奇妙的事。在尋求者

身上有何等的改變！如今她是一根煙柱，是堅固

的。這一位以沒藥和乳香，並商人各樣香粉薰的，

是誰呢？這是所羅門的臥榻，就是夜間安息的地

方。她是所羅門安息的地方，她又是所羅門的華

轎。臥榻是為著夜間休息，華轎是為著日間行動。

她是耶穌的安息之所，也是耶穌行動的工具。 

冠冕 

       『錫安的眾女兒阿，你們出去看所羅門王頭戴

冠冕，就是在他婚配的日子，心中歡喜的時候，他

母親給他戴上的。』（三 11。）至終她成了新郎的

冠冕。我們以後要更詳細的來看這冠冕。 

(摘錄自/雅歌中所描繪的生命與建造 /第四篇） 



職事信息-----------------------------------------------------
---------------承接聖職 

 
       『承接聖職』（出二八 41，二十九 9─和合本譯為分為聖，33，35）一辭，原意為『充滿雙手。』藉

著亞倫承接聖職，得著大祭司聖別的地位，他虛空的雙手就得著充滿。（利八 25～28。） 『承接聖職』

一辭有時譯為『任命。』承接聖職是在我們這面，我們把自己奉獻給神。任命是在神那面，祂任命我

們。照著利未記這卷書屬靈的意義，我們都是祭司。我們已經再生、重生為祭司了。（啟一 6，五 1

0。）我們只要重生了，就是真正的祭司。然而，我們需要在承接聖職那天，把自己交給神，說，『主，

我是你的，因為你買了我。你用你的血救贖了我，你重生了我。現今我有你的生命，也享受你的救贖，

我要把自己獻給你。我把自己交給你，作你的僕人，甚至作你的奴僕服事你。』神會立刻接納你的奉

獻，並任命你作事奉祂的祭司。因此，承接聖職是在我們這面，任命是在神那面。利未記不是給一般人

的書，乃是給祭司的書。我們既從一般人聖別並分別出來，就不再是凡俗的。我們是特殊的一班人－我

們乃是祭司。一切的祭都是指基督，凡基督對我們的所是並為我們所作的，都是要將我們構成祭司。這

構成就是神聖的任命。 

        神把我們重新構成，使我們不同於我們憑天然出生的所是。在我們第一次的出生，原初的出生裏，

我們被構成罪人。（羅五 19。）不論何種階級或社會地位，所有的人類都構成了罪人。人生來就是罪

人。但藉著我們第二次的出生，我們這些相信基督的人就被構成了祭司。現在我們需要承接聖職並接受

神的任命，使我們的祭司職任成為正式的。（摘錄自李常受著/利未紀生命讀經/第二十八篇） 

 

十二籃選讀-------------------------------------------------有
什麼吃的沒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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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一片魚都沒有的，就是憑著自己整夜在海裡打魚的。那一夜他們七個人在海裡打魚，卻一條魚都

沒有得著。他們回到老路去，卻一條魚都沒有得著。我們要記得，當我們自己沒有吃的，也沒有可以給

主吃的時候，我們就是走在主的道路之外，我們所作的事就是在主命定的旨意之外，不然，不至於連一

片燒魚都沒有。所以，凡沒有魚的，沒有什麼可以奉獻的，沒有什麼可以滿足主的，必定是因為他要先

滿足他自己的心，要隨著他自己的意思行。隨著己意的勞碌，要叫人連一片的魚都沒有，連他自己也不

能得著滿足。但是，當人知道他是悖逆神，在所走的路上沒有滿足主的心，就放下已往的一切，停止錯

誤的腳步的時候，雖然他沒有什麼可以給主的，主卻有許多給他。他雖然沒有什麼給主，主卻就在這樣

的光景中，有魚也有餅為他預備著，主要使著他得著飽足。所以弟兄們，讓我們回頭！雖然你的已往是

錯誤的，但是，今天可以停止你的腳步，今天你可以對主說，主，我回頭了。你回到主面前來，主要滿

足你！你雖然不好，但是，祂有恩典，祂要供給你、充滿你、安慰你。 

        今天我們如果有一點點可以給主的，我們要給主。雖然我們只有一點點恩賜，雖然我們所得的恩賜

很小，我們也要給主。今天我們如果沒有什麼可以給主的，我們也應當因著主的恩典而滿意。雖然我們

沒有什麼可以給祂，但是，祂卻有豐富的供給為著我們。最可憐的，就是有一片燒魚而不肯給主的人！

最可憐的，就是主有豐盛的恩典要白白賜給我們，而我們卻在那裡整夜勞碌。讓我們把一片燒魚給主，



叫祂得著滿足。讓我們從主手裡接受祂的魚和餅，使我們得著滿足。讓我們滿足主，讓主也滿足我們。

（摘錄自倪柝聲/十二籃/第一輯第四篇） 

見證分享------------------------------------------------------
---------------愛的源頭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 

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面成為泉源，直湧入永遠的生命。（約四 14） 

 

       有沒有那個地方，能夠好久不見一直想念，天天相見，越見越愛呢？ 

       只有一個，永遠不頹廢、不褪色的，永遠一直加力、加碼的，一直加油的愛，才能帶進這永遠不褪

色、不頹廢、不凋殘的愛。 

        這個愛達到的地步，是愛是永不止息。而這個永不止息的愛，必須有一個其來有自，有個源頭。 

這個源頭從前我也不懂，從前我們家是台灣正常、正確長大的真正的台灣人，當然我們就有我們祖先的

遺傳，有非常敬鬼神之心。媽媽每天都要對著我們一桌很整齊的，我們傳統的信仰有所敬意，我總是隨

侍在旁一起禱告。但媽媽的禱告異於常人。她拿起香來，簡單幾句話，都用出聲音禱告，把我小小年

紀，有一點這個震懾住，就覺得這是甚麼禱告。你聽聽看，你要不要這樣禱告？她說，『真神，請祢來

用飯，祢若是假的不用來』。她說，「真神，請祢來用飯。如果萬一祢是假的，請祢來賓止步。」我相

信這樣的禱告，人人都願意學習。就像吃藥，我們總盼望吃真藥，用錢，我們總盼望用真鈔，不小心用

錯了，那是很遺憾的事，不小心吃錯了，那是很麻煩的事。 

       一樣，對於這位神的敬拜，我們是無辜的，我們是尋尋覓覓的。但是當我們有個心，說我要尋找的

時候，聖經有一句話，『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開門』。很特別，只要你有這份心，它有各種方式可

以成就。….這位如果宇宙中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祂會聽到，祂不只會聽到，祂會答應。 

        我和哥哥，當我十五，他十七的時候…我們坐公共汽車的時候，有一位不顧面子的基督徒，他竟然

在車上發福音單張，當時我們心裡感覺不好，感覺怪怪，這個地方你也在傳教，而且他還不打緊，還穿

個甚麼這個紅字背心，「神愛世人」，看了三條線，真的是不習慣。但是人家很有禮貌，我們家還算有

禮教，禮貌配上禮教，就把那一張福音單張拿回去了，當然不會注意就放在口袋裡。 

       一回去媽媽洗衣服就拿出來，一看，打開看看，那福音單張寫了說，『請你們來聽福音，我們要介

紹你這一位，創造天地，獨一無二，又真又活，永遠活著的，自有永有，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

者，歡迎你來。』別人看了沒感覺，我媽媽看了很有感覺，她覺得這就是我在找的，走，我們去。所以

母親英明，說動了父親，我們一家四口就進了教會，這是第一次進去，那一次進去之後，改變了我們的

人生，那一次剛好有一位，現在是我們台灣福音書房的這個發行人劉遂弟兄，傳了一個字正腔圓的好福

音，換句話說真理準確，我們一聽大開眼界，馬上就說原來真的有這麼好的事，結果那一次我們信，接

受，簡單的。 

慢慢我發覺越高的東西、越深的東西、越重要的東西，要越簡單的對待。飯很重要，吃飯很簡單。

喝水更重要，喝水更簡單，呼吸最最重要，呼吸最最簡單。主說不可少的只有這件事，祂說最重要的，

發覺最簡單，簡單到不必你去修個學分，不必你去繳多少費用，不必，甚麼都不必，只要我們單單的，

單純的有一個心說，我願意尊重祢，如果真的有祢，我願意尊重，我願意相信，相信祢。然後尊重之後



祢就認識祂。結果一認識，一接受，原來你所接受的是一個源頭，是一個水龍頭的源頭，源泉，泉源。

（李光弘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