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 5/14(週一)~5/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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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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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晚上 7:30〜9:00） 

第五堂 第六堂 第七堂 第八堂 

5/20 5/27 6/10 6/24 

五、6/1（五）〜6/2（六）於中部相調中心舉辦國殤節特會暨禱研背講追求，費用 1000 元。請於 5/18 前

報名並繳費。報名請洽邱淑眞姊妹（0919-912-646） 

六、5/26（六）桃園市召會青少年來宜蘭相調，18:00 請各家帶菜在進士會所愛筵。他們來 83 位，36 位

青少年接待在進士會所，其他 47 位需要接待在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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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延平區：莊阿月；進士區：郭曉倫、林香芸、賴建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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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參加五月國中會考的弟兄姊妹代禱：吳愛主、許宥葳、許庭瑄、張昀，在考試上經歷主的恩典。 
人數統計 (4/30--5/6) 
  

日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讀經含註解                                            路加福音  第三章 1--38 節 

生命讀經             第七到八篇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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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1 -- 7 7 -- -- 7 -- -- -- -- -- 14 

礁溪鄉召會 29 -- 17 34 10 -- 25 -- -- -- -- -- 44 

壯圍鄉召會 5 -- 3 11 -- -- 5 7 -- -- -- -- 21 

員山鄉召會 58 -- 9 16 10 -- 10 4 -- 7 -- --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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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鄉召會 12 -- 2 13 8 -- 8 7 -- -- -- -- 11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61 1 8 32 26 -- 7 29 -- -- -- -- 62 

延平區 34 -- 9 -- 2 -- -- 4 -- -- -- -- 13 

進士區 59 -- 8 29 28 -- -- 21 -- -- -- -- 66 

青少年區 25 -- 4 18 5 -- 1 3 -- -- -- -- 28 

合  計 314 8 82 169 101 -- 69 75 -- 7 -- -- 357 



 

 

                     讀經的目的乃為吸取神、享受神（二）      2018/5/13 第⼀百⼆⼗八期 
注意聖經中生命和生活兩大類的話 

        當我們用靈接觸聖經時，我們很自然的看見，

聖經的話可分為兩大類：一大類是講生命，一大類

是講生活。我們都知道，甚麼生命就有甚麼生活，

並且沒有一種生命是沒有生活的。我們若仔細讀聖

經，尤其是新約的書信，就能看出聖靈所注意的，

乃是生命和生活的問題。聖靈給我們看見，神怎樣

在祂兒子裏面作為靈，在我們裏面作生命；也給我

們看見，當這生命在我們裏面有了地位，並且在我

們裏面自由長大的時候，我們在神面前就會過一種

怎樣的生活。 

        這兩類話語，在聖經裏是很廣泛比方，聖經中

有許多說到神自己的話，也包括在生命的一大類

中。說到神創造，神托住萬有，神管理我們的環

境，神供給我們一切的需要，甚至神在我們身上所

施行的神蹟奇事，或是身體上的醫治，這一切神為

我們作的，都可以歸納到生命這一類。 

        我們姑且以工人之家的飯食為例，來說明這

事。我們作了許多事，最終纔把飯食供應給人。首

先，我們需要買一塊地，並要找建築師設計，找工

人建房、鋪水管、裝電燈，又要買廚房用具，還要

找人作飯。不僅如此，我們還得去市場買菜，到廚

房作菜。末了，纔能擺出一桌佳餚。從我們買地

起，一直到把飯菜擺在兄弟姊妹面前，我們作了好

多事，來為着供應飯食。照樣，從神創造天地那一

刻起，到人能接受神作生命，神所作的一切，莫不

是為要叫人享受祂自己。所以，這一刻歸納來說，

都是在生命這一面。 

        神要祂兒子為我們流血贖罪，也是在生命這一

面。因為若沒有祂兒子流血，生命樹就一直被基

和四面轉動發火焰的劍把守着，那條接觸生命樹

的路永遠不能開啟。乃是神兒子所流的血，為我們

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我們纔能坦然無懼的來到

至聖所，接觸神。 

這意思是，我們能接觸生命樹，喫其上的果子，享

受神一切的成分，作我們生命的供應。所以，凡神

為我們所作的一切，都是在生命這一面。 

       當我們接觸神，享受神，神就進到我們裏面作

生命。因着這生命是活的，有作用、有作為的；所

以，我們這些吸取、享受這生命的人，自自然然在

神面前就有種種生活的事。一切關乎我們行事為

人、工作方面的，都屬於第二大類，生活的一面。

當你讀聖經時，無論讀那一卷、那一章，都該有一

個觀念，你是在接觸神，接受祂作你的生命。你願

意認識祂，願意知道祂會為你作事，好將祂自己給

你享受。另一面，當你享受神作生命之後，就會有

一種生活；你的行事、為人和工作，會顯出一種光

景。你若存這樣的觀念讀聖經，相信聖經在你眼

前，就和從前不同了。你要學習用你的靈，接觸聖

經聖經的每一段、每一句，使你裏面得着生命的供

應，並且讓這個生命從你裏頭供應出一種生活。 

關於讀經的實行 

        我們需要帶領弟兄姊妹，個人天天花一點時間

讀主的話，一章、一節或兩句都可以，分量多少不

必限制，也不必指定。每個人都學習天天有一點時

間，到主面前禱告讀經。讀的時候不必費力找感

動，只要很自然的安靜下來，用靈接觸聖經就可以

了。每當讀到一句話碰着你，把你帶到主面前了，

你就好好吸取，藉着那句話喫個飽。到了聚會中，

弟兄姊妹要把一週的讀經心得，盡量交通出來。這

樣，神就能在召會中，豐富而多方的說話。 

        讀經的時候，要運用靈注意裏面的話。運用靈

讀經就是要你全人都用上：眼睛看，魂領會，靈接

觸。當眾人都這樣用靈接觸聖經時，就給聖靈機

會，把所讀的話碰着他們裏面。大家這樣讀過之

後，要留下時間，讓那些被聖靈用話語碰着的人禱

告。之後，可以再有一點交通。最後由一位老練的

弟兄作總結。(摘錄自/讀出聖經的本色與中心 /第二篇） 

 



生命讀經-------------------------------------------------------
---⾝量⻑⼤，靈裏剛強 
 

       路加二章四十節說，『那孩子漸漸長大，剛強起來，充滿智慧，又有神的恩在祂身上。』祂身量長

大，（路二 52）靈裏剛強。（參路一 80） 四十節說，人救主漸漸長大，充滿智慧。這智慧來自救主的神

性，（西二 2～3）按著祂身量長大的程度顯明出來。 四十節也告訴我們，神的恩在祂身上。就著是人而

言，甚至耶穌也需要神的恩典，使祂過人的生活。祂充滿了神的智慧，也在祂的人性裏需要神的恩典。 就

著是神而言，人救主不需要恩典。但就著是人而言，祂卻需要神的恩典。因此，四十節告訴我們，神的恩

在祂身上。 就著人類而言，我們都需要神的智慧和恩典。智慧與作事的方法有關，恩典與完成那些事的能

力、才能有關。在我們的生活裏，我們首先需要作事的方法，然後需要作事的能力。智慧是方法，恩典是

能力。我們需要智慧，好有正確的方法。但智慧本身並不彀，我們也需要恩典。如果我們沒有恩典，我們

就沒有能力、力量或動力來正確的完成一件事。如果我們有智慧，沒有恩典，我們就要失望，因為我們無

法履行我們的責任。但我們可以有神的智慧作我們的方法，有神的恩典作我們的能力、力量、動力。為人

的耶穌乃是活在神的智慧和恩典裏。 

        正如我們指出的，路加在這卷福音書裏第二章所敘述的一切事，都有力的證明主耶穌是真正、真實、

正確且完全的人。然而，在馬太二章有另一類事件，那些事件證明主耶穌是王，是大衛的真後裔，要承受

寶座和國度。因此，馬太二章和路加二章都說到基督的幼年，但這兩章啟示祂身分不同的兩面─王的身分

與真實人的身分。祂要作王，就需要一些事件證明祂是大衛王位真正的繼承人。為要啟示祂是真實的人，

就需要證據證明祂人性的真實。因此路加二章清楚有力的證明，主耶穌是正確並真實的人。 

（摘自李常受著/路加福音生命讀經/第六篇） 

 

⼗⼆籃選讀-----------------------------------------------------
---------⼗字架與靈命 

 

        知道十字架的新鮮有甚麼益處呢？我們知道，新鮮的事往往易於動人；事過境遷，好像就沒有甚麼感

人的能力。如果我們逐日有主耶穌基督釘十字架活畫在我們眼前，那我們要如何受它的感動呢！約瑟本來

只敢在暗中作基督的門徒，尼哥底母本來只敢在夜裏來見主耶穌，後來他們兩個因為看見了主釘死在十字

架上，受了很大的感動，所以敢不顧一切的出來要求領取主耶穌的身體，敢用細麻布加上香料裹主耶穌的

身體。十字架能叫最膽怯的人變為最勇敢的人。他們親眼看見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如何為人受苦，如何受

人頂撞，十字架的愛心就啟示了他們，激勵了他們。所以，現在若常有基督的死擺在我們面前，那我們也

要受感動像他們一樣，十字架也要成為我們的能力。  

       『我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增多麼？』（羅六１）我們應當回答這個問題。如果我們真是時常看見

主的十字架，看見祂頭上的荊冕，看見祂手足的傷痕，看見祂的慈愛和血同流，看見祂的苦痛難過，那我

們豈不深受感動，我們豈能忍心再行祂所不喜悅的事，使祂的憂傷加深呢！許多人就是因為沒有十字架常

新的異象擺在他們面前，所以他們對主的愛就那麼漠然無動於衷。  

如果主耶穌替我們受死的十字架是常新的，那麼我們與祂同釘十字架也就是歷久不舊的。我們逐日對於十

字架都有新鮮的異象，我們也就要加增許多與主同死的新經歷。就是因為我們看不見一個天天的十字架，

所以我們纔有許多在罪上復活的經歷。如果我們真的看見十字架的常新，時時刻刻都無改變，那我們自己



對罪的死，也必是經久不變的。許多神的兒女們，就是因為不知道十字架的死是時時刻刻的，所以就失敗

了。（摘錄自倪柝聲/十二籃/第一輯第二篇） 

姊妹成全-------------------------------------------------------
載運、預備、分派糧食 

 
  才德婦人第一項重要的實行是與食物有關。「她好像商船從遠方運糧來，未到黎明她就起來，把食物

分給家中的人，將當做的工分派婢女。」（箴三一 14～15）這是才德婦人第一步的操練，聖經告訴我們，

她像一艘商船，但她不是航行出去，而是航行回來，這艘船是把食物從遠方運回來。這個原則可以應用在

屬靈的一面，也可以應用在實際生活的一面。從屬靈一面來說，教會需要食物；就著實際生活來說，我們

的家也需要食物。才德婦人就是那一個付上代價去勞苦，產生食物，並從遠方把糧食運回來的人。 

  產生食物不是一件令人興奮的工作，這需要付上代價。如果教會生活中沒有姊妹像商船一樣，從遠方

運糧回來，那麼教會生活的豐富在那裡？在每天的實行中，我們必須是那一班願意付上代價的人。才德婦

人去到遠方，願意辛勤，願意勞苦，然後把食物帶回來。她把食物帶回來是為著自己嗎？不！她是為大家

預備的。十五節說得很清楚：「未到黎明，她就起來，把食物分給家中的人，將當作的工分派婢女。」在

她得著了食物之後，天還未亮就起床了，把所得的食物分給家裡的人。她不僅有食物，她還知道如何分派

食物，這一切都是需要付上代價的。首先她要付代價到遠方去勞苦得著食物，然後要付代價犧牲睡眠來分

派食物。她起得很早，天未亮就起床了，為著把她勞苦所得的食物分賜出去。 

  分配食物也有屬靈的一面和物質的一面。在家庭生活中，姊妹為丈夫和孩子預備早餐是一個健康的實

行。雖然美國的文化並不強調作早餐，但這仍然是一個健康的實行。無論如何這是需要付出代價的。作晚

餐多半是根據我們的口味和方便，但是作早餐就不是這樣了，因為我們必須犧牲睡眠。如果想要為自己的

丈夫作早餐，就一定得早起才行。屬靈上來說也是如此，我們喜歡去作一些既容易又方便的事，我們喜歡

根據自己的方便，照著自己的喜好來勞苦。然而在教會生活中，我們必須付上代價。要早起的意思就是要

勝過自己的限制。我們要像商船一樣，出代價去得著屬靈的糧食，然後我們還需要早起，好把這些食物在

教會生活中分賜出去。 

  才德婦人知道如何得著食物，也知道如何分派食物。這是一個操練的兩步：我們不該只是去得著食物

就以為沒事了，我們還得殷勤、早起，還得出代價，這樣才能把食物分賜出去。我們可能從來不知道做個

才德婦人這麼不容易，通常我們讀到才德婦人的這一段經節都會覺得很興奮，但是讀過十四節和十五節之

後，才發現比我們原來的想法要難多了。我們根本就不夠資格，因為我們常常懶得作才德婦人，要不就懶

得去取得食物，要不就懶得去分配食物。就算我們去分配食物了，也可能是草草了事，最後總是因為食物

的問題，我們失去了才德的見證。一個才德婦人乃是一個付代價的人，她願意到遠方去，願意勞苦取得食

物，她也願意早起預備，分配她所取得的食物。得著食物和分配食物是才德婦人的第一項操練。 

  十五節不僅說這位才德婦人分配食物給家中的人，她還分給婢女當作的分。這是才德婦人第一項操練

的另一部分。中文翻譯是「將當做的工分派婢女」，才德婦人知道如何服事年輕人，她知道如何幫助那些

在生命中缺少經歷的人。她自己先得著食物、分配食物，然後再幫助年輕人有合適的勞苦來自己取得食

物。這就是才德婦人日常生活的第一個實行。姊妹們，你若是羨慕成為才德婦人，你必須曉得如何得到物



質的食物和屬靈的食物。然後你必須曉得如何早起去分配食物。最後你還必須曉得如何幫助婢女，也就是

年輕沒有經歷的人，怎樣有合適的勞苦來為自己得著食物。 

（摘自姊妹成全-才德的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