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 7/2(週一)~7/7(週六)，內容為『召會作為新人的屬靈爭戰』第一篇(召會作為新人屬

靈爭戰 共六篇，我們用三週追求完，可一週追求二篇或選其中三篇共同追求，另外三篇自行參讀，

由各召會自行決定。宜蘭市召會是選一、五、六篇作為要來三週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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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市召會夏季錄影訓練時間：7/21（六）至 8/1（三）共十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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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員山召會：吳佩禎；進士區：林家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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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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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6/24) 
  

日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讀經含註解                                           路加福音  第十章 1-42 節 

生命讀經                                           第二十三到二十六篇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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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0 7 8 13 -- -- 5 5 -- -- -- -- 13 

礁溪鄉召會 28 8 -- 33 -- 2 19 -- 3 -- -- -- 43 

壯圍鄉召會 9 4 6 -- -- -- 7 6 7 -- -- -- 22 

員山鄉召會 55 -- 12 32 21 1 2 5 8 14 -- --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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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鄉召會 12 9 3 13 2 -- 9 8 2 -- -- -- 14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61 30 17 53 32 -- 17 29 -- -- -- -- 98 

延平區 40 11 7 16 8 -- -- 4 -- 11 -- -- 42 

進士區 57 16 9 31 24 -- -- 37 11 -- -- -- 71 

青少年區 18 14 4 17 3 -- 4 3 -- -- -- -- 26 

合  計 308 106 74 216 105 3 66 103 32 25 -- -- 439 



 

                                       讀經不該受的限制                 2018/7/1 第⼀百三十五期

讀經不該受自己屬靈經歷和認識的限制 

首先，當你讀經時，不僅不該帶著自己的成見

和觀念，即使是屬靈的經歷和認識都不該。我們絕

對承認，一個人對聖經的認識，與他屬靈的經歷和

認識有絕對的關係。然而，當我們讀聖經時，卻不

該把屬靈的經歷、生命的程度帶來。我們要看見，

兩千年來，聖經一直是一本受限制的書。外邦人是

反對，天主教是平信徒不可讀，更正教是有傳統神

學控制，而在屬靈人身上，幫助他們認識聖經的屬

靈經歷，變作他們認識聖經的限制。聖經在一個人

手中，很少百分之百沒有限制而完全敞開。神已經

把祂的話語打開了，但是到了人這裏，外邦人根本

不要，要毀掉它；至於天主教，只有聖品階級纔可

讀；在更正教裏，有傳統神學作標準，不是聖經作

標準；到了屬靈的人身上，就以經歷為標準。我們

需要看見遮蔽的難處，不要相信自己比別人更超

脫。我們都有可能限制在自己的經歷裏，以致不能

更多認識聖經。 

每一個讀經的人都需要有經歷，但每一個有經

歷的人，都需要聖經來擴大他，平衡他。沒有屬靈

的經歷不能讀懂聖經，有了屬靈的經歷對認識聖經

也可能是危險的。一個有屬靈經歷的人，永遠不該

把他屬靈的經歷，帶來讀聖經。否則只會限制聖

經，而把自己弄偏、弄極端了。我們需要謙卑，一

直讓聖經來擴大我們，平衡我們。若是這樣，神的

話在我們手裏，纔是一本沒有限制而敞開的書。 

讀經也不該受參考書的限制 

在某些方面，某種程度裏，我們成人參考書有

相當的幫助，但是請記得，許多時候這個幫助要變

作攔阻。你若單單倚靠參考書，參考書馬上變作你

的攔阻，而成了聖經的限制。一個讀經的人若是到

了某種程度，並且也取了一個適當的態度，我們是

絕對贊成，也鼓勵他把全世界基督教的參考書都讀

一讀。這非常能開他的眼界，叫他認識屬靈的事，

認識聖經。然而，你若還沒有到那個程度，也沒有 

 

取那個態度，參考書可能成為你的難處，成為你的

陷阱。聖經是無限量的，參考書或者我們自己的認

識，都不過是有限的。你的認識會把你限制到一個

地步，叫你偏了，叫你走極端，再嚴重一點成了異

端。我們讀經的時候，一直要取一個態度：我所認

識的是有限的，神啟示的是無限的，所以我不帶來

甚麼東西；因為一帶來就限制神所要啟示的。 

讀經找生命、生活的點，對讀經享受神並不衝突 

你若認識聖經裏那些話是生命的，那些是生活

的，那些是生活的結果，雖然你不是憑這些去查，

去找，但是當神的話碰着你時，你就知道那是中心

的信息，那是皮毛的話語，你會知道輕重。這能幫

助你對聖經有認識，並且認識得準確透徹，越認識

越深，越認識越廣。 

生命讀經不是拋棄外圍的話，乃是更注意中心的要點 

大家讀經時，要注意神作生命這個中心的要

點；但我們的意思並不是把中心之外的一概拋棄

了。當你不大能讀出中心的東西時，即使讀出一些

皮毛，在這裏喫個飽也是很好的。我們不能否認，

聖經實在是一本有力量的書，在人群中沒有第二本

書影響人過於聖經。然而，你讀經的時候，若單讀

到那些外圍的東西，就太可惜了。這些苦難的解

救，道德的建立，作人的智慧，以及一些愛主的熱

心，都不過是人這面的需要。我們讀經不能單顧到

自己的需要，我們更應當顧到神的需要。我們相

信，今後藉着聖靈作工，將會有更多人看見更高、

更深的東西。 

神的兒女開頭若不認識這個中心的要點，也不

要灰心。因為中心的是比較隱藏的，外圍是比較顯

明的。正如我們外面的身體容易看見，裏頭的生命

不大容易看見。人讀聖經時，很容易讀到一般的話

語，卻不容易讀到這一般話語裏的生命。一般雖然

寶貝，卻只不過是外圍的，只有那中心纔是最寶貴

的。(摘錄自/讀出聖經的本色與中心 /第十篇） 



屬天嗎哪------------------------------------------------------
-------------聖靈的兩面 

 

    路加三 21~22：眾百姓都受了浸，耶穌也受了浸；正禱告的時候，天就開了， 

                    聖靈以彷彿鴿子的形體，降在祂身上，又有聲音從天上出來， 

                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 

            23：耶穌開始盡職的時候，約有三十歲。… 

        施浸者約翰給主耶穌施浸以後，父神就差遣祂的聖靈降在這位受浸的人身上。因此，神的靈降在被

了結且被埋葬的人身上，使祂就職進入祂為著神的活的職事裡。 

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節，耶穌由聖靈成孕，是素質的，與耶穌神聖的所是，神聖的人位有關。在耶穌

的成孕裡，聖靈神聖元素的素質是不能改變，也不曾離開的。然而，這裡聖靈降在耶穌身上，是經綸

的，與耶穌的職事、工作有關。聖靈的能力是為著耶穌的職事，按情況的需要是會離開的。當耶穌在十

字架上為罪人受死擔罪時，神就是在經綸上棄絕並離開祂。（太二七 46。） 

        所以，主耶穌有人位和職事兩面的講究。就著祂的人位說，祂從成孕時就有聖靈作祂內在的素質。

主耶穌在地上生活三十年，是憑著聖靈作祂人位的內在素質。到了三十歲，祂出來工作，盡職，完成祂

的職任。為著祂的職事，祂進一步需要聖靈，不是素質的，乃是經綸的。祂受浸以後，聖靈以彷彿鴿子

的形體，降在祂身上。這是聖靈在經綸上降在主身上，為要藉著主的職事完成神的經綸。 

（摘錄自李常受著/路加福音生命讀經/第 77 至 78 頁） 

 

 

十二籃選讀-----------------------------------------------到榮
耀裏去的路徑（六） 

 

       『耶穌說完了這話，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路十九 28）祂是帶領我們走前面的道路。在

以前，祂是面向著耶路撒冷，到現在，祂仍然是這樣，並沒有改變。祂不是命令我們去，而自己卻不

去；祂乃是親自帶領我們去。祂走在我們的前面。『耶穌臨近耶路撒冷，…耶穌進了殿…。』（路十九

41，45）這給我們看見，主是一步一步的走到耶路撒冷了。 

        我們看祂最後一夜在客西馬尼的禱告：『我父阿，倘若可能，就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

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太二六 39）杯，有人說是指著死在客西馬尼；這樣解說是講不通的。杯，是

指著十字架說的。換句話說，就是如果可行，就求神叫祂不去上十字架。然而主又說，『不要照我的意

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可以禱告說，『倘若可能，就叫這杯離開我；』但是主不能禱告說，『倘若

可能，求你不成功你的旨意。』杯，固然是頂緊要的，但是杯和神的旨意，還有一個分別。主給我們看

見，神的旨意是比十字架更要緊的。當十字架和神的旨意聯起來的時候，祂就順服了。先前祂可以揀

選，後來知道杯就是神的旨意之後，祂就順服了。（摘錄自倪柝聲/十二籃/第一輯第三篇） 



 

 

畢業聚會蒙恩見證---------------------------------------------
---經歷禱告的生活高中畢業生 
       首先，我要感謝神在這三年中的安排，為我預備好合適的同學、老師、社團，以及喜樂的召會生活。

接著，我要感謝服事者們多年來的代禱與在基督裡的服事。我還要感謝宜蘭的眾聖徒，因為有你們，我才

能有分這樣喜樂的召會生活。最後，我要感謝我媽，謝謝妳多年的養育，神也紀念妳的代禱。 

        還記得高二的時候，處理辯論比賽的事情一直都讓我很煎熬。由於我仍把重心放在課業，以至於準

備比賽的工作往往都堆到比賽前幾天，所以情況常常很緊急。感謝神將這樣的環境量給我，讓我在過程裡

經歷祂的同在。我要給各位一處經節，就是約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至十七節:「我要求父，祂必賜給你們另

一位保惠師，叫祂永遠與你們同在，就是實際的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祂，也不認識祂；你們

卻認識祂，因祂與你們同住，且要在你們裡面。」因我有這樣一位保惠師住在我裡面，也就是實際的靈，

雖然世人無法理解，但祂確實成為了我生命的供應。 

        等待放榜的那段時間，也讓我很經歷主的同在。我總共有五個志願，有兩個提前放榜，結果都備

取。這讓我十分忐忑。因此我就向神禱告，神看怎樣為好就怎樣行。由於極大的不確定性，在天然裡，我

真的很緊張，但是我一回到靈裡，就有從主來的平安。這讓我想到一處經節，就是腓力比書四章六到七

節:「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

在基督耶穌裡，保衛你們的心懷意念。」藉著禱告，神就成為我的平安。感謝主量給我這麼多環境，它們

常使我如坐針氈，但也使我更活在靈裡。 

        大學四年裡，我希望都能住在弟兄之家，有正常的召會生活，堅定持續的晨興晚禱。我奉獻我的時

間，利用大學四年背完心臟書，也求主給我更大的負擔去帶同學得救。最後送大家一處經節，林後四章十

六節:「所以我們不喪膽，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壞，我們裡面的人卻日日在更新。」藉著那靈的膏

油塗抹，以及讓神的話豐豐富富地住在我裡面，我裡面的人就能日日更新。（蘇文聖弟兄） 

--------------------------------------------------------------------------------------------------------------------------------------------------

國中畢業生 

一年級時，常常覺得讀書和成績只是為了給老師一個無意義的證明，因此自己總是為了考試讀書焦頭

爛額，甚至對不明的目標感到迷惘。直到一次小排聚會，媽媽藉著菲比姊妹的安息，帶著小姊妹們讀菲比

姊妹大學時的申言稿，才明白學校生活的目的是為著神，甚至是可以傳福音的。聚會後，媽媽也常常陪我

禱告，把我的學校生活奉獻給神。每天的讀書變得輕鬆許多，成績也比以往更進步。我漸漸明白考試不是

為了應付老師，而是讓我更多倚靠神，讓我在讀書的事上經歷神，使神的榮耀得以彰顯。後來兩年多持續

的禱告和聚會，我竟然訝異自己能夠由衷地感謝主給我這個導師，我知道安排這個導師不是要讓我的抗壓

性和能力更強，而是要我學習把軟弱壓力都交托給祂，不要只靠自己微小的力量就想承受所有壓力和困

難，而是學會依靠神，因為祂會加恩加力。 

導師沒告知我們就突然帶著全班，步行到文昌廟求平安。我和另一個基督徒同學在廟旁等同學們繁複

的祈福儀式結束，有個同學對我們說，如果不拜拜的話，會考成績可能會很慘之類的話。我心裡知道這些

儀式都是多餘的，只有主才是實實在在的，我們的神也不是咒詛的神，而是祝福的神。所以那次去文昌廟

時，反而更堅定禱告和聚會。 

會考前的主日聚會，聽了服事弟兄分享關於現今世代，人人成為「罐頭」一般存在的病態，和我們要

如何在世代的洪流中站住的信息。會考當天，作文的題目竟然是「我們這個世代」，使我能在這個題目中

加以運用弟兄釋放的信息，並在作文得了滿級分。這真的太奇妙了！我知道這並非巧合，而是神的帶領。

如果那次主日聚會因會考而放棄，我就無法聽見信息，會考作文也將毫無頭緒。感謝神，選擇聚會不是損

失，而是更大的祝福。在放榜之後，奶奶在家族群組公布可以考上高中的好消息，甚至說了感謝主！我知



道這個成績並不是誇耀自己，而是讓神在家族裡能帶來一點點的福音，在學業上彰顯祂。我也要把未來的

高中生活奉獻給神，讓神能在我身上有更多工作，在學業和人際上為著主傳福音、彰顯神。（許宥葳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