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 4/30(週一)~5/5(週六)，內容為『主恢復的目標--產生一個新人』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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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晚上 7:30〜9:00） 

第三堂 第四堂 

5/6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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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宜蘭縣眾召會基礎造就聚會須報名，請洽各召會/區負責弟兄，報名請洽邱淑眞姊妹。 

五、5/7（一）〜5/9（三）為宜蘭大學校慶，宜大弟兄姊妹有福音攤位，需要聖徒提供小禮物及協助園 

    遊會攤位，有心願者請聯絡陳少珮姊妹（0972-466-671） 
六、宜蘭縣眾召會將於5/4(五)18:30~5/5(六)下午，於頭城Y.W.C.A聽濤營舉行兩天一夜青年相調特會， 

費用為$1,000，歡迎衆召會的青年人報名參加，特會主題:喜樂歡樂的召會生活， 
報名請洽王瀚翔弟兄(0919-312-755)，傅恩年弟兄(0911-826-634)。 

七、菲律賓三寶顏召會 41 位聖徒將於 5/4(五)抵達宜蘭訪問相調，晚上須接待一晚，請向 

林世麟弟兄(0935-280000)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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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4/22) 

  

日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讀經含註解 路加福音  第一章 39--80 節 

生命讀經    第四篇到第五篇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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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7 10 8 8 -- -- 4 7 1 -- -- -- 20 

礁溪鄉召會 32 9 14 28 7 -- 3 30 4 -- -- -- 41 

壯圍鄉召會 10 6 7 8 -- -- 7 5 7 -- -- -- 21 

員山鄉召會 56 16 11 30 14 -- 8 29 8 -- -- -- 81 

蘇澳鎮召會 19 8 9 9 12 -- -- 6 -- -- -- -- 23 

大同鄉召會 10 -- 9 15 8 -- 9 12 -- -- -- -- 18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61 23 21 56 34 -- 7 19 -- -- -- -- 95 

延平區 40 -- 11 18 10 -- -- 1 1 -- -- -- 41 

進士區 59 11 11 38 28 1 -- 14 9 -- -- -- 65 

青少年區 22 8 4 27 2 -- 1 2 -- -- -- -- 9 

合  計 326 91 105 237 115 1 39 125 30 -- -- -- 414 



 

 

              聖經的啟示主要是關於生命與生活這兩條線     2018/4/29 第⼀百⼆⼗六期 
當我們讀聖經時，要找出兩條線，一條是關於

生命的線，另一條是關於生活的線；至於其他的，

都可以讓它過去。生命的線，是關於神如何在祂兒

子裏面，作我們的生命；生活的線，是關乎我們如

何憑藉神的生命過生活。可以說，聖經所啟示的，

都維繫在這兩條線上。 

如果人真認識聖經，就會清楚看見，全本聖經

乃是描繪那位在永遠裏的神，如何進到時間裏，為

要進到人裏面，作人的食物和生命，叫人憑以活在

神面前，並生長在神面前。從這個活和生長的過

程，要生發出許多榮耀的故事。因此，我們一再強

調，創世記二章裏的生命樹，乃是控制全本聖經的

異象。永遠裏的神進到時間裏，作生命樹，為要給

人喫到裏頭，叫人憑生命活着，並憑這生命生長。

至終的結果，就是啟示錄末了的新耶路撒冷，顯出

何等榮耀和尊貴的光景。這一切都是由城內的生命

樹和生命水河產生出來的。 

聖經從頭至尾乃是由生命和生活這兩條線所貫

通。若是單看聖經中的各卷，有的似乎沒有題生命

樹、生命水的河，也沒有題神的榮耀。然而，若是

用前後貫通的眼光讀，必能從其中讀出神作我們的

生命，也能讀出我們憑藉神這生命過生活。 

請記得，舉凡神所作的一切，包括神創造天

地，甚至醫病、趕鬼等，都是為着一件事，就是要

叫人享受神作食物；所以，凡神為人所作的一切， 

都是朝着這個目標。從外表，人憑着神的生命，在

神面前的所行所為，都是關乎生活的。然而，人的

所行所為，還不是生活本身，乃是生活的結果。生

活本身，是人如何享受神的生命；當人享受神的生

命，那就叫作生活。因着人這樣生活，他就有所

行、有所為，那就是生活的結果。 

全本聖經是描繪生命與生活這兩面。一面記載

神作事以進到人裏頭作人的生命；另一面記載人憑

神的生命，活在神面前，就能活出甚麼樣的生活，

有甚麼作為。我們必須以生命與生活這兩條線來約

束、規律、並規範我們的讀經。不然，我們的頭腦

總是想入非非，不知要讀出甚麼東西。惟有這兩條

線纔是正軌，讀經就像駕駛火車，非跑在軌道上不

可。這兩條軌道不僅能叫人向前，還會規範人不出

軌。若是不在這兩條軌道上讀經，結果就會出軌，

就要闖禍。 

我們若是把任何其他事物當作讀經的軌道，就

容易誤入歧途，闖下大禍，不僅誤了自己，也害了

別人。我們必須看見，神要以食物的方式作人的生

命。聖經乃是神自己的吐露和發表，因此聖經主要

的內容，是啟示神要如何來作人的生命，以及人要

如何憑這生命，生活在神面前；至於其他的內容，

不過是附屬而已。 

正如一棵樹，除了主榦之外，還有許多枝葉。

這許多枝葉，都是從主榦一再分枝出來的，因此和

主榦只有間接的關係。對這棵樹來說，即使把那些

間接的枝葉都砍掉，也無關緊要，但主榦是絕對不

能砍的。照樣，對啟示錄所記載的蝗蟲，和從空中

落下的雹子，即使不了解，也無多少妨礙。然而，

這卷書所記載的寶座、羔羊、寶座前的七靈、以及

從寶座流出一道生命水的河，都是所謂的主榦，是

絕對刪不得的。若是將這些刪掉，啟示錄這卷書就

空掉了。一棵樹砍掉一部分的枝葉是沒有大礙的，

然而主榦作為樹的根本，是不能砍掉的。照樣，我

們每次讀經，都必須抓住主榦，就是生命和生活這

兩條線；並且要這兩條線一直規範、規律、約束我

們讀經。這樣，我們讀經纔不至於想入非非，漫無

止境。 

        我們要在讀經上得着真實的益處，就得學習棄

絕並否認自己所有天然的觀念。我們必須純潔、單

純到一個地步，只有一個觀念，就是神要在祂兒子

裏面作我們的生命，並且神要帶領我們，教導我

們，憑這生命活在祂面前。我們來到聖經跟前，只

該持有這個觀念，並且以此作規範來讀聖經。 

(摘錄自/讀出聖經的本色與中心 /第二篇） 



生命讀經------------------------------------------------------
---是神又是人 
  

        主耶穌這位人救主，兼有帶著神聖屬性的神聖性情，以及帶著人性美德的屬人性情。神聖的屬性

與神的所是並所有相關。我們無法將神的屬性述盡說竭，但我們能說主耶穌有帶著一切神聖屬性之神

的性情。在神一面，我們用『屬性』一辭；在人一面，我們用『美德』一辭。因為主耶穌由帶著神聖

素質的聖靈成孕，所以祂有帶著神聖屬性的神聖性情。因為祂由帶著屬人素質的童女所生，所以祂有

人性的美德。因此，當祂在地上時，祂所過的生活是屬人的，也是神聖的。祂是人，過著為人的生

活，但是在那為人生活裏，神聖的屬性卻彰顯了出來。 

        約翰福音強調神在人裏面彰顯祂自己，但路加福音強調人過著彰顯神的生活。這兩件事好像非常

相似，卻有所不同。約翰強調神的一面，路加強調人的一面。我們在約翰福音裏看見神在人性裏彰顯

祂自己；在路加福音裏看見一個人在祂的為人生活裏彰顯神。這人在地上生活時，在祂的生活裏彰顯

了神的屬性。我們知道，我們的救主有神聖的素質與屬人的素質。然而，祂雖然有屬人的素質，卻沒

有一點與人墮落性情有關的成分。按照約翰一章十四節，神成了肉體；但我們從羅馬八章三節保羅的

話中看見，主乃是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裏。這指明祂生來就有神所造的一切人性美德，但祂只有罪之肉

體的樣式。  

   我們這些墮落的人，無法體會神所造的人有多甜美、多悅人。想想看亞當和夏娃墮落以前有多甜美、

多悅人。他們有神所造的一切人性美德。但因著墮落，這些美德被破壞了。當主耶穌由帶著屬人素質

的童女所生時，祂就有人性的美德。然而，主耶穌屬人的素質並不包括人墮落的性情。祂屬人的素質

是神所造的。祂有墮落人類的外表，罪之肉體的樣式；但祂屬人的素質，就如神所造的，乃是純淨、

甜美、悅人的。  

        人救主之所是的組成，祂的構成，乃是神聖屬性與人性美德的組合。太奇妙了！在這宇宙中竟然

能有一位有這樣的組合。在人救主裏面，人與神、神與人調和，形成一種滿了神聖屬性和人性美德的

組合。我們讀路加福音的時候，需要對人救主有這看見。早年我對路加福音沒有這樣的看見，但至終

主開啟了我的眼睛，我開始看見，在路加的敘述裏有一位，乃是神與人的組合。這種領會已經由別人

的著作得著證實。 我們在路加福音看見神人，一個神性與人性調和的人。我們在這人裏看見神一切的

屬性以及人一切的美德。（摘錄自李常受著/路加福音/生命讀經/第一篇） 

 

⼗⼆籃選讀--------------------------------------------------
-⼗字架的常新 
 

        許多人常將十字架推到一千九百多年前，以為牠舊了、陳了、老了。雖然，在世界記事的歷史

裏，基督的各各他已成陳跡，然而在信徒靈性的歷史裏，基督的十字架，還是新鮮的，不是陳舊的。  

       希伯來十章十九至二十節說，『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著祂給我

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祂的身體。』舊約裏的帳幕分為兩層：頭一層叫作

聖所，第二層叫作至聖所，兩層之間用幔子隔開；進入至聖所的人，必須經過這幔子。至聖所是神的

榮耀顯現的地方，不是平常人所能進入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帶著血，為自己和百姓的過錯，獨自

進去獻上。現在我們因著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可以隨時進入至聖所。  

        進入至聖所必須經過幔子，幔子是指主耶穌的身體。當祂在十字架上釘死時，殿裏的幔子從上到



下裂為兩半。幔子不裂開，人就不能從牠經過。主耶穌如果不死，不捨去祂的身體，人就不能從祂經

過進入至聖所。我們現在就是藉著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死，來到神面前。 

（摘錄自倪柝聲/十二籃/第一輯第二篇） 

蒙恩見證------------------------員山召會 2017 年冬季結晶讀經錄影訓
練（⼆） 

 

這是員山召會第一次辦錄影訓練，很享受，也很得供應，每一篇都有弟兄帶我們鳥瞰，還有姊妹泡咖

啡，泡茶服事我們，弟兄姊妹來在一起，享受利未記結晶讀經，因着先有在錄影訓練中接受傳輸，而在晨

興禱讀時更容易明白當週的信息，感謝主。感受很深也很受激勵的是，有剛得救的弟兄，他飢渴慕義的

靈，愛主的心，帶領全家來參加錄影訓練，從沒有缺席，他們夫婦也一起配搭去看望聖徒，並參加禱告聚

會，實在是我們的好榜樣。更值得一提的是，帶鳥瞰的青職弟兄花時間下功夫作成幻燈片，從大點，中

點，圖文並茂，提綱挈領的供應我們，願主繼續帶領他們，釋放時間，大大的使用他們，在召會中盡功

用，感謝讚美主。（蕭陳秀蘭姊妹） 

員山這次錄影訓練，雖然沒有全程參加，但還是非常受益。其中，弟兄們安排了一篇給我預備，我非

常認真的預備了平安祭這一段，製作了簡短八頁的簡報。在預備的過程中，主讓我感受到這平安祭中的真

平安。藉著禱讀及查閱經節，再參閱生命讀經。使我知道如何把一切的擔憂及心裏的疑慮放下，把它交給

神。已過在生活當中有許多不確定性，藉由在預備的過程當中，強迫自己，時刻保守我裏面的平安，不因

認為自己生命不夠長進而不預備。感謝神給我這機會，也感謝弟兄姊妹的扶持，讓我能講完第十篇的綱

要。（員山聖徒） 

我已經很久沒有參加錄影訓練了。這次參加訓練，雖然不是全程，但很有摸著。腓立比書四章六、

七節，「應當一無罣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帶著感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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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我帶著去年得救的新人參加。雖然不完全聽得

懂，但很認真。我就是被他那認真操練的靈所吸引並激勵。主提醒我，小羊都參加錄影訓練了，母羊怎能

不跟上。為著小羊，我需要認真裝備真理，求主也藉此機會成全我。（沈裕湘弟兄） 

 

 

屬靈操練--------------------------------我們乃是照著耶穌生活的模
子學基督 

  
說到模子，我們常常會認為我們所遭遇的環境是模子。主把這些人擺在我們身邊。哎呀，我的先生

好麻煩，我的太太好囉嗦，真是很受限制。但弟兄姊妹，你錯了。模子不是那些環境。模子是什麼？模子

是基督。盼望我們今天都看得清楚，我們今天都被擺在這個模子的裡面。神使萬有互相效力，叫我們得益

處，益處是什麼呢？益處是模成神兒子的形像。有時候用做蛋糕來作例子，來說這個模子。麵糰放在模子

的裡面，可能要到烤箱裡面去烘一烘、烤一烤。所以你身邊這些給你找麻煩的人，他們不是模子，他們頂

多是那個爐火，幫助你被模成。 

       但是弟兄姊妹，我們不要為我們的環境，周圍的人事物有任何的怨言，因為我們要看見我們已經被擺



在那裡啊？擺在基督裡。神命定要把我們模成這個模子的形狀。事實上這個模子還不是那個物質的模子。

從聖經的觀點來看有一個更好的比方，就是果樹。我們看果農栽種果樹，很稀奇啊，蘋果長出來就是那個

模子。但是你有沒有看過有一個果農他看這些果樹開花了，快要結果了，趕緊去作很多很多個模子，給它

套上去，以免長出來的不是圓的，是方的。會不會這樣啊？不需要。因為那個果樹裡面的生命就帶著這個

模子。這個模成基督的形像也是一件生命長大的事。（摘錄自新北市召會週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