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 7/9(週一)~7/14(週六)，內容為『召會作為新人的屬靈爭戰』第五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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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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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7/1) 
  

日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讀經含註解                                           路加福音  第十一章 1-54 節 

生命讀經                                           第二十七到二十八篇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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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1 2 9 11 -- -- 4 6 -- -- -- -- 17 

礁溪鄉召會 12 -- 19 34 -- -- -- -- -- -- -- -- 37 

壯圍鄉召會 8 1 3 12 -- -- 7 5 7 -- -- -- 21 

員山鄉召會 48 12 11 45 28 -- 3 11 -- 4 -- -- 78 

蘇澳鎮召會 15 8 9 7 13 -- -- 5 1 -- --   -- 25 

大同鄉召會 12 1 8 14 -- -- 10 9 2 -- -- -- 14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61 5 18 62 33 -- 10 40 -- -- -- -- 113 

延平區 32 -- 7 22 9 -- -- 10 -- -- -- -- 37 

進士區 56 14 2 34 19 -- -- 49 -- -- -- -- 67 

青少年區 17 -- 4 18 15 -- -- 21 -- 6 -- -- 27 

合  計 272 43 90 259 117 -- 34 151 10 10 -- -- 436 



 

                                             什麼是生命？                   2018/7/8 第⼀百三十六期
聖經的基本啟示 

        生命就是神自己；建造就是在團體的身體裡彰

顯神作生命。生命和建造是聖經基本且中心的啟

示。創世記二章給我們看見，神完成了祂的創造，

特別是祂造人之後，就把人擺在一個園子裡，這園

子中心的要項乃是生命樹。我們從聖經其他各卷書

中可以知道，生命樹一點不差就是神自己。三一神

之於我們，乃是生命樹。然後我們看見，生命產生

生命的流，從生命的流又有了這三種寶貴的材料：

金子、珍珠和寶石。而聖經讀到末了，在那裡我們

會看見一座用金子、珍珠、寶石建造的城。所以，

這三種寶貴的材料乃是指明建造。至終，我們從創

世記和啟示錄中，就能清楚的看見，生命是源頭，

建造是生命的結果。生命是為著建造，建造是出自

生命。 

生命與知識不同 

        生命與知識毫無關係；反而，知識與生命相

對。在創世記二章九節有兩棵樹，就是生命樹和善

惡知識樹。我們藉著這幅圖畫，就能明白知識是與

生命相反，甚至與生命相對。知識帶給我們的是死

亡，而非生命。不僅如此，知識不僅造成死亡，也

引起分裂。如果我們中間所強調的主要是知識，恐

怕過不久我們就要分裂成許多派別。所以我們必須

摘下知識的冠冕，將它放在我們腳下，然後我們才

會有一。知識叫人分裂，生命叫人合一。 

生命與恩賜不同 

        因為聖經題到屬靈的恩賜，基督徒可能誤以為

恩賜是出於生命的。但是恩賜與生命不同。哥林多

前書證明，恩賜不是生命。林前一章七節指出，哥

林多的信徒有各樣的恩賜、知識和口才。我們會以

為，他們必定滿了生命。但保羅告訴他們，他們不

是屬靈的，乃是屬肉體的，如同嬰孩。他們有各樣

的恩賜，但他們在基督裡仍然是嬰孩。這有力的證

明，你也許有各樣的恩賜，卻沒有多少生命。 

生命與能力不同 

        我們也必須看見，生命與能力不同。舊約人物

參孫非常有能力，但他缺少生命。（士十六）我們

絕不能以他為生命的榜樣。他也許是能力的榜樣，

但他缺少生命。我們必須回到主恢復中純淨的 

 

 

話上。照著聖經，我們能清楚的看見，生命與知

識、恩賜、和能力乃是不同的。 

生命是個人位 

        那麼什麼是生命？生命就是神自己。生命就是

耶穌！耶穌在約翰十一章二十五節說，『我是生

命 』 ； 歌 羅 西 三 章 四節 說 到 『 基 督 是 我 們的 生

命』。生命乃是一個奇妙的人位！當我們信入主耶

穌時，我們所接受的生命乃是一個人位。這生命是

一個人位，帶著神聖又屬人的個性。這個人位有意

志、目的和意願。這是我們從主所接受的生命。 

最剛強的人位 

       不僅如此，基督這個人位具有最剛強的個性！

我們可以確信，祂的個性比我們的個性強多了，絕

不會被我們的個性征服。祂一直在等著，要用祂的

個性征服我們的個性。 

基本的需要 

       我們基本的需要不只是外面的轉變，乃是裡面

的轉變。神所要的不是你的所是，神所要的乃是基

督在你裡面的所是。現今我們不僅有另一個生命，

也有另一個人位。耶穌這獨一的人位，這神聖且屬

人的人位，如今是我們的生命。我們要接受祂作我

們的生命，就必須接受祂這完整的人位。我們若以

這新人位作我們的生命，結果就是有一道生命的

流。因著這生命的流就產生變化；泥土就要變化成

為寶石。這就是生命。生命不是知識，不是恩賜，

也不是能力。生命乃是奇妙、獨一且剛強的人位。 

個人的接觸 

這生命既是這樣一個人位，我們就必須接觸

祂。祂不是一種教訓給我們學習，也不是某種信仰

給我們相信。生命乃是一個活的人位，給我們接觸

並對待。耶穌作我們的生命既是一個人位，我們就

必須接觸祂。我們需要耶穌現今的同在。我們需要

祂在這一刻並天天的同在。 

因此，我們看見生命不是知識，也不是恩賜或

能力。我寶愛這些東西，它們都有各自合適的地

位；但我能從經歷中告訴你們，只有生命能建造召

會。這生命就是基督這獨一、活的人位。當我們接

受祂作我們的生命，我們就是在建造的過程中。讚

美主，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 

(摘錄自/雅歌中所描繪的生命與建造 /第一篇） 



生命讀經------------------------------------------------------
-------承受永遠的生命 

 

        路加十章二十五節說，『有一個律法師站起來，試探耶穌。』律法師是摩西律法的專家，這樣的律

法師是法利賽人中間的經學家。這位律法師，非常熟悉律法，也非常驕傲。他既稱義自己，就站起來試

探人救主。 這律法師試探人救主說，『夫子，我該作甚麼，纔可以承受永遠的生命？』承受永遠的生

命，就是在來世諸天之國的實現裏，得著神聖生命比在今世更豐滿的享受為賞賜。（路十八 29～30）承

受永遠的生命也是『進入生命，』（太十九 17）進入生命意即進諸天的國。（太十九 23）諸天的國乃是

神永遠生命的範圃。因此，我們進諸天的國，就是進入神的生命，與得救不同。得救是神的生命進入我

們裏面作我們的生命；進諸天的國是我們進入神的生命，享受神生命的豐富。得救是我們蒙救贖，並由

聖靈重生，得著神的生命；進諸天的國是我們憑神的生命生活行動。一個是生的問題，一個是活的問

題。  

       按照新約，接受永遠的生命是一回事，承受永遠的生命是另一回事。接受永遠的生命使我們在今世

得救，但承受永遠的生命乃是在來世，就是在要來之國裏的賞賜。因此，我們區別關於經歷永遠生命的

這兩件事，是非當重要的。現在，今世，我們可以接受並經歷永遠的生命。這是救恩的事。但承受永遠

的生命乃是賜給我們的祝福，作為要來國度時代的賞賜。因此，承受永遠的生命不是救恩的事，乃是與

國度賞賜有關的事。  

        經學家問人救主該作麼纔可以承受永遠的生命，主對他說，『律法上寫的是甚麼？你是怎麼念的？

（路十 2611）律法師回答說，『你要全心、全魂、全力並全心思，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

己。』（路十 27）主回答說，『你答得對，你這樣行，就必得著生命。』（路十 28）（摘錄自李常受著/路

加福音生命讀經/第二十五篇） 

 

十二籃選讀-----------------------------------------------到榮
耀裏去的路徑（七） 

 

        弟兄們，甚麼是變化山呢？變化山就是榮耀，就是復活和被提之後的榮耀。但是，變化山不只表明

榮耀，變化山也是一個啟示，一個異象，一個明晰的眼光。變化山啟示了到榮耀的路徑，是必須經過耶

路撒冷的。我們現在需要這變化山上的啟示、異象和眼光，使我們能看準了，除了背十字架，成功神的

旨意之外，我們是不能盼望被提的。只知道將來的榮耀，而沒有得著啟示知道如何進榮耀，仍舊沒有用

處。但願神的靈賜給我們一個屬靈的異象，叫我們真知道被提與成功神旨意的關係。但願我們有了這樣

的眼光之後，真能忠心到死仍背十字架跟從主。但願我們能夠像我們的主那樣，沒有一點的轉動，向著

耶路撒冷而去。但願我們能和保羅一同說，「我…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徒二六 19）  

        榮耀在望了，但是先得經過十字架。被提的日子近了，但是有個呼召，就是我們必須遵行神的旨

意，必須順服神。這是主被提上升的道路！被提上升是定規了的，耶路撒冷也是定規了的。甚麼時候我



們有與主一同受苦的經歷，甚麼時候主就與我們最親密。主在前，我們在後，我們總當跟著主走完這條

道路！（摘錄自倪柝聲/十二籃/第一輯第三篇） 

屬靈操練----------------------------------------------------事
奉的關鍵－在靈裏相調 

 
        以弗所書五章十九節：『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對說，從心中向主歌唱、頌詠，』我們若要操

練彼此對說，就需要先在靈裏被充滿。今天靈恩運動所以存在，甚至能有一點擴展，就在於他們注重靈。

姑且不論靈恩運動的方言是真是假，至少人說方言時，要把頭腦忘掉，不在心思裏。靈恩運動的原則，就

是把人的思想打掉。因此，我們需要來看聚會中說話的要點。   

        第一，要簡單，要從靈出來。我們說話的原則是越簡單，越從靈出來越好，這全在於我們平常如

何。 

        第二，不要彼此講道，乃要一同操練。不要講道，不要加以解釋，帶頭的人需要帶頭操練靈。 

        第三，靈要強，靈要出來。 

        第四，操練學習要適度。老年人如果覺得青年人太吵，他們就需要操練喊一喊，少年人覺得老年人

太安靜，他們就需要靜一些。我們要活，又要活得長久，就需要操練適中、得體。 

        第五，抓住機會供應靈和生命。我們在聚會中，不是一點活動都不可以有，只是活動必須適度、得

體，並且要靈強、豐富、新鮮。禱告、交通都需要有分量，將『鑽石』擺出來。我們一定要操練，在任何

一種聚會裏，都要用靈使聚會改觀。 

        第六，不改別人，乃要在靈裏供應生命。我們到一個地方，不要坐在無形的寶座上，也不要試著改

別人，乃要在靈裏供應生命。 

        第七，操練要得體。青年人要操練在聚會中抓住機會，藉著禱告、分享，把屬靈的東西擺出來，並

且要擺的得體。若是我們擺的不得體，又喊又叫，雖然你們有『鑽石』，因著你們的不得體，可能人就不

要你們的『鑽石』了。總而言之，喊叫太過是不得體的，會叫聖徒感覺不舒服。凡是叫人不舒服的事，應

該盡可能避免。 

        第八，重視全體操練靈。一面，我們要重視個人在主面前，和主相交、與主同活。另一面，我們重

視全體都操練靈，並且是天天操練靈。禱告時，不一定要大聲喊，但只要一禱告，靈就出來；與人談話，

一開口靈也出來；在聚會中，一有活動，就是靈出來。靈要強，靈要活，靈要新鮮、豐富，靈要明亮，要

隨時能夠出來。 

        並且真實的果效在於真實的相調，弟兄們在各地能不能在靈裏相調，決定了你們的工作能不能繼續

往下作。聖靈能在各地作的多深，在於弟兄們能否在一個靈裏相調。真實的果效在於真實的相調。相調乃

是召會往前的命脈。此外，我們絕不要標榜什麼。即便你們真有看見，並且彼此調在一個靈裏，也不要結

黨，說，『我們這些人都是有看見的。』你們不該這樣，乃該在一個靈裏，與弟兄姊妹們有交通，不是去

推動新道理，乃是幫助人在生命上得供應。對主的道路有認識。（劉家豪弟兄） 

 

 

  職事信息 

        今天基督正在全地行動。『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

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人。』（徒一 8。）作基督的見證人就是成為祂的見證，成

為祂的見證就是成為祂的繪像。倘若我們是基督的見證，是祂的繪像，就無論我們去那裏，人都會

看見祂。我們為基督作見證，意義就是成為祂的繪像。因此，所有的傳福音者實際上都是基督的見

證人和繪像。 



        今天主的行動是連在我們身上。就祂的行動說，我們也許是『騾車，』或是『七四七。』我這

樣說的意思是，我們若是慢的，主連在我們身上的行動就是慢的。我們若是快的，主連在我們身上

的行動就是快的。（民數記生命讀經，三八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