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 4/16(週一)~4/21(週六)，內容為『主恢復的目標--產生一個新人）』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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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堂 第五堂 第六堂 第七堂 第八堂 

4/15 5/20 5/27 6/10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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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2018 年暑期青少年海外相調召會訪問，地點在斯里蘭卡-可倫坡。日期 8/6 至 8/22，費用:30000(不

    含簽證費)。名額 20 位，報名請冾邱淑眞姊妹。 

六、2018 年夏季訓練，7/2 至 7/7 在美國加州安那翰舉行，報名費 6150 元。4/16 報名截止，報名請冾 

    邱淑眞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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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統計 (4/2--4/8) 
 

  

日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讀經含註解 馬可福音  第十六章 

生命讀經    第五十至五十二篇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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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 兒童 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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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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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 -- 9 6 -- -- -- -- -- -- -- -- 11 

礁溪鄉召會 34 25 18 35 7 -- 3 30 2 -- -- -- 43 

壯圍鄉召會 15 7 9 -- -- -- 7 5 6 -- -- -- 21 

員山鄉召會 61 13 12 38 11 -- 3 13 6 -- -- -- 87 

蘇澳鎮召會 10 2 9 3 8 -- -- 5 -- -- --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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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62 21 9 53 35 -- 14 11 -- -- -- -- 93 

延平區 33 16 5 14 3 -- -- -- 9 -- -- -- 35 

進士區 76 11 5 38 44 -- 3 2 -- -- -- -- 83 

青少年區 23 6 2 21 5 -- 2 6 -- -- -- -- 29 

合  計 324 101 78 216 121 -- 41 84 23 -- -- -- 436 



 

 

                                      人的觀念遮蔽了聖經的本色         2018/4/15 第⼀百⼆⼗四期 
        一個人對於聖經的認識，絕對影響他工作方針

的確定。他是怎樣作工，作甚麼樣的工，定規是根

據他對聖經的認識。 

讀經不一定有真實屬靈益處 

       首先，有一個很重的負擔必須說清楚。千萬不

要以為，讀經就一定有益處，有些聖徒在屬靈的事

上，不能好好的開竅，好好的追求，就因他們聖經

讀得太多。或許有人對這話不以為然。難道聖經攔

阻人追求屬靈，把人屬靈的竅關了麼？ 

        請看主耶穌在世的時候，那些最反對主、領頭

抵擋主的人，都是舊約聖經讀得最熟的人。四福音

書給我們看見，這班人是最不容易看見光的；反倒

是那些稅吏和娼妓，容易認識主。不僅主耶穌在世

時是這樣，即使在兩千年的召會歷史中，也有相當

多的人是如此。 

        對於聖經字句的研究，與原文的認識，世上難

得有人能超過天主教的教皇。即使是那些修士、神

甫、主教，也都是把聖經讀得爛熟的。然而請問，

教皇屬靈麼？那些修士、神甫屬靈麼？他們讀聖

經，有沒有叫他們認識復活的主？ 

        再看今天全世界基督教的神學院和聖經學校，

凡是正統神學，沒有不以聖經為主科的。然而在那

麼多讀聖經的神學生中，卻不容易找出幾個真正屬

靈的人。聖經的話在從沒有讀過聖經的人身上有力

量，卻在這些熟讀聖經的人身上沒有力量。我一生

中曾見過不少花工夫讀經的人，但是在那麼多讀經

的人中，因着讀經而得着真實屬靈益處的人相當

少。讀經這事相當講究，絕不能說只要讀經就好

了，就對了。 

讀經的人和方法都正確，讀經纔能得益處 

        讀經的講究完全在兩個重點：一是讀經的人，

一是讀經的方法。人能不能藉讀經得着益處 全看他

是怎樣的人，以及用怎樣的方法。神的兒女如果在 

 

這兩點上有看見、蒙拯救，他的讀經，連同他在主

面前一切的光景，都要有很大的轉機。 

讀經的人不對，聖經就會讀走樣 

        因着人不對，所以聖經雖然是神所呼出的話，

但一落到人手裏，就完全改了樣。讀經不帶有色眼

鏡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們所以把聖經讀得變色走

樣，就因為我們裏頭有這副眼鏡。若是有一天，你

能把你裏面的有色眼鏡摘下，你就能把聖經讀得相

當好。 

人的三層組織 

       當神創造人的時候，為人造了一個愛慕並接受

神的靈。所以我們裏面頭一層組織，乃是愛慕、接

受神的器官，就是我們裏頭的靈。 

       人還有第二層組織，是人在墮落時加進來的。

人那一次的墮落，喫了善惡知識樹的果子，從此就

有善惡知識的成分，調到人裏面，組織到人裏面，

成了人讀經時一層厲害的有色眼鏡。你不容易脫開

這副善惡知識眼鏡。 

        第三層組織，就是人後天所受環境風俗的薰陶

和教育。中國人是一種觀念，外國人又是一種觀

念。這觀念不是血統問題，而是後天環境造成的。 

       神的創造，人的墮落，加上後天習慣養成，就

成了今天每一個人裏面組織的成分。聖經到了各人

手中，因着各人組成不同，而變作不同的書。每一

個讀經的人，都沒法逃出這三層組成。我們第一層

組織，叫我們羨慕神，要與神交通；加上我們得救

了，神的靈進到我們裏面，把我們的靈更新了，所

以我們裏頭更渴慕與神交通。然而，當我們來讀聖

經，裏頭的靈與神接觸時，我們裏面另外兩層，墮

落的善惡知識和習慣所養成的觀念就作怪了。這兩

層東西變作我們的有色眼鏡，叫我們無法看見聖經

本色。(摘錄自/讀出聖經的本色與中心 /第一篇上）



生命讀經------------------------------------------------------
--經過死的過程  
        在馬可福音十四章，當主耶穌在人的手下經過審判的過程時，彼得失敗了。他在這失敗裏經歷了主

的死。所有緊緊跟從的人，都被帶進祂的死裏。  

        我們不該認為彼得失敗了，主耶穌就放棄了他。不，彼得的失敗就是他被釘十字架，而這個釘十字

架引他進入主的死。 彼得需要被釘十字架，需要被帶進基督的死，因為他太天然了。他很大膽，所以總

是帶頭。這種人的確需要被除掉，彼得真的被除掉了。雖然他當時沒有這種領會，但他的確進入了主的

死。沒有疑問，當主復活、升天以後，彼得就懂得，他已經進入了主的釘死。  

        多年來，我不明白為甚麼主耶穌受審判的記載，和彼得的經歷擺在一起。我以為這僅僅是為著暴露

彼得。現在我看見，彼得不僅被暴露，他也與主耶穌一同經過死的過程。因著彼得是我們的代表，這就是

說，我們都同他進入主的死裏。  

           主耶穌是凱旋的經過死，彼得卻是失敗的經過死。彼得的失敗暴露出他天然的人，並且使他天然的

人受到對付。主耶穌並不是惟一經過死的過程的人，我們由彼得作代表，都已經與主耶穌一同經過了這個

過程。你不認為你是彼得麼？我們都是彼得，都需要被暴露、審判、並釘十字架。 

（摘錄自李常受著/馬可福音生命讀經/第四十六篇） 

 

 

⼗⼆籃選讀------------------------------------------------新約
的人如何得救 
 

        我們現在是處在新約的時候。新約的人如何得救呢？基督已經死了，救恩已經成就了，我們若肯相

信主耶穌，意思就是用信心接受祂作救主，就得救了。有的人不明白，怎麼他還未出生時，基督就代替他

死了呢？真的，這個如果用頭腦來想，是有許多的難處；但在信心，這是一個榮耀的真理。我們要知道，

時間是不能束縛神的。從世人的眼光看來，幾十年真是不少。但是，神是永遠的神，從祂看來，數千年也

不算多。時間雖然能限制我們，但不能限制神。所以，我們相信這一位已經替我們死的主，就得救了。  

        聖經說主耶穌只一次將自己獻上，就把贖罪的事成全了。（來七２７。）祂是神，所以祂能不受時

間的限制。祂一次將這事成全了，就永遠成全了。現在罪人如果要得救，並非要祂再來替他受死，乃是接

受祂那一次死的功效，就得著了救恩。並且我們的信心也是不受時間的限制，信心能引人進入永世的真

實。舊約的人如何仰望一位將來的救主而得救，我們也是如何仰望一位已過的救主而得救。已過，並不是

說這事已經過去了，乃是說這事已經成全了。舊約的人是向前看，我們現在是回頭看；舊約的人藉著信心

能叫他們接受一位未來的救主，我們豈不也能藉著信心接受一位已過的救主麼？  

        我們讀希伯來九章，若將十二至十五節的三個『永遠』連在一起，是非常有意思的。主所要成就的

是永遠的救贖，所以祂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獻上給神，因此就叫我們得著永遠的產業。主耶穌所成就的是

永遠的救贖，所以，無論何時，人若相信祂，都能得著這救贖。我們應當知道，十字架的價值不是隨著人

的看法而定的，十字架的價值是神定的。神看十字架的救贖是永遠的。所以，我們這些不義的人，如果按



著祂的話，相信祂兒子的十字架，就能得救。（摘錄自倪柝聲著/十二籃/第一輯第二篇） 

屬靈操練----------------------------------享受神最歡樂的實行－『呼
求主名』 

 

       神將我們重生，要我們經歷並享受祂；我們對神的經歷不是苦楚的，乃是歡樂享受的。舊約說，我們

來到神面前乃是『來到歡樂的神那裡』，祂所賜的水乃是『樂河的水』，所給的人生是『福樂的人生』。

祂說，讓我們心歡喜，讓我們的靈快樂，讓我們的肉身安居在指望中，這一切都是歡樂的。所以享受神最

歡樂的實行就是『呼求主名』。 

        六千年來大部分的聖徒都漠視了，喜歡寧靜肅穆的宗教氣氛。但聖經教導我們『神是靈，…必須在靈

和真實裡敬拜』，用我們的心靈和誠實就能得著。『呼求主名』就是一種確定對象的呼喊，是一個活活的

人位。祂是無所不在，又新又活，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祂是賜生命的靈，與我們同在直到這世代的

末了。聖經說『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呼求主名』雖然是『禱告的一種方式』，也是『禱告的一部分』，然而『呼求主名』有它更豐富的

意義。有些年長的弟兄有高血壓，他們覺得不要呼喊那麼大聲，一大聲呼喊血壓就升高，可不可以不要

喊。其實，有更多人經歷一呼喊主名血壓就降低，本來你脾氣一來血壓就上升，這很危險，再高下去就腦

溢血。快發脾氣了，就喊，『主耶穌阿！我快發脾氣了，主阿！』，一呼喊，脾氣消了，血壓降了，人就

活下來了。但也有人說，何必喊那麼大聲，何必喊出來呢？難道主是耳朵重聽，耳朵聾嗎？還需要你喊出

來。事實上，不是祂有問題，是我們有問題。祂當然聽得見，甚至連你心裡的一個思念祂都知道。但我們

喊出來，是我們向祂的一個傾心。當然，當你走在路上要以聽得見的聲音喊，不要喊到人嚇一跳。忽然大

喊一聲『哦主耶穌啊！』人家會說什麼事啊？ 

        聖經裡有一個平衡的真理，聖經說，在人面前要謹守，在神面前要癲狂，所以喊主最好在房間裡，喊

得越大聲越好，『主耶穌！我愛你！』主真喜歡聽。在人羣中你要酌量，不要故意把人嚇到，人家會以為

你有狀況。所以我們要有智慧，但原文中的呼求主名是出聲的。但出聲被人聽到怎麼辦，沒有關係，不是

要嚇到人，古怪的被聽到，而是很自然地被發現。聽見的人就會發現，基督徒動不動就，『哦！主耶穌

阿！』他們就會說，我都沒有主，我無依無靠，無求無告，他們有依有靠，有求有告。所以一天到晚找前

台、找後台，前台、後台都會垮台，聽說他們基督徒有高台，有神做他們的盾牌，他們會羨慕的。你我的

表現不要讓人覺得古怪，反而有特別的氣質活出，更溫純、更溫順、更甜美，這就對了。 

       『呼求主名』正確的意義是『呼求主耶穌的名字』，用人聽得見的聲音呼喊『主耶穌阿！哦，主耶

穌！』，乃是『向主呼喊』。『呼求主名』就『接受那靈』。『名』是指『人位』。耶穌是主的名，那靈

是主的人位。我們呼求主耶穌，就接受那靈。為什麼一呼求主名就有那靈？因為主就是那靈！有一位弟兄

身上都習慣帶着水，他昨天來飛機場接我，我一喚他我馬上就有水可以喝。若是他身上習慣帶着口香糖，

我一喊他就有口香糖。那主身上是靈，主就是那靈，你一喊『哦，主耶穌！』就得着那靈。『呼求主名』

乃是經歷『屬靈的呼吸』，『耶和華阿，我從深牢中呼求你的名。…求你不要掩耳不聽我的呼吸，不聽我

的呼叫』。 

       藉著『呼出』我們把一切消極的事物，脾氣、愁苦、邪惡、罪污、軟落、病勢呼出去；而『吸入』一

切積極的事物，主的生命、憐憫、聖潔、豐富、慈愛、喜樂、醫治、平安、安息。神怎麼能成為我們的拯

救，我們的力量，和我們的詩歌呢？我們怎麼能從救恩的泉源歡然取水呢？路就在於「呼求祂的名」，

『稱謝耶和華』，『唱詩』，並且『揚聲歡呼』。我們呼喊就得著力量和拯救，如以賽亞所說的，我們



『呼求祂的名』，就能『稱謝耶和華』，就能從救恩的泉源歡然取水，這是最歡樂的實行，得著主的供

應。（摘錄自水深之處福音網/李光弘弟兄/http://www.luke54.org/view/25/314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