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 3/19(週一)~3/24(週六)，內容為『利未記結晶讀經（二）』第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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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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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第五堂 第六堂 第七堂 第八堂 

3/25 4/15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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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主日下午 1 點 30 分，於員山福園 801 廳進行林芬蘭姊妹安息聚會，盼弟兄姊妹同來扶持聚會， 

    願主的名得着尊崇。 

六、2018 年全台弟兄集調：時間：第一梯次已額滿。第二梯次：4/22 日 19:30 開始至 24 日中午止。 

    第三梯次：4/26 日 19:30 至 28 日中午止。地點在中部相調中心，費用 1500 元，報名請於 4/6 日前            

    上點名系統完成登錄，細節請洽各召會/區負責弟兄。 

 禱告事項 

一、新受浸聖徒：一月文化區：戴欣玲、林淑婷、何芳瑜、林沅毅；進士區：溫宏星、陳湘青； 
礁溪：李銀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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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弟兄姊妹，並穩定在召會生活中代禱。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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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學期生命教育課程已於 3/12 開始實施。請為復興國中、宜蘭、育才、壯圍國小參與的學生、老師

及課程服事志工代禱。 
 
 人數統計 (3/5--3/11) 
  

日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讀經含註解 馬可福音  第十二章 

生命讀經                         第三十七至三十八篇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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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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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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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 兒童 青少年 

召會

生活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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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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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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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主

日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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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3 -- 8 -- -- -- 4 7 -- -- -- -- 14 

礁溪鄉召會 27 -- 24 46 15 -- 35 -- 1 -- -- -- 48 

壯圍鄉召會 6 4 5 7 -- -- 7 6 7 -- -- -- 21 

員山鄉召會 41 -- 13 4 -- -- 3 9 1 7 -- -- 59 

蘇澳鎮召會 15 7 7 7 9 -- -- 6 -- -- --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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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23 4 14 41 -- -- 10 -- -- -- -- -- 62 

延平區 31 -- 5 14 8 1 -- -- 12 -- -- -- 47 

進士區 49 -- 10 31 30 -- -- -- -- -- -- -- 61 

青少年區 21 -- 5 20 14 -- 1 1 -- -- -- -- 28 

合  計 236 15 100 185 84 1 69 41 21 7 0 0 378 



                       妻子與丈夫之間（續）      2018/3/18 第⼀百二十期 

          
丈夫也當照樣愛自己的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體 

    基督怎樣為着召會捨了自己，為要成全召會；作

丈夫的，也當照樣為着妻子放下自己，為要成全妻

子。丈夫當愛自己的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體。』

『愛自己妻子的，便是愛自己了。』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體，總是保養顧惜 

    保養就是滋養，指明用營養供給身體，因此重在

餧養。顧惜是著重看顧，是親切、體貼的看顧。我們

要領悟主如何保養顧惜召會，最好的就是來看主在

十字架上如何受苦，為要顧到我們罪的難處；並且祂

從死裏復活之後，如何用祂生命豐富的話語來供應

營養給召會。此外，主還給召會各方面周全細緻的看

顧，正像母親照顧抱在懷中喫奶的孩子一樣。 

我們是祂身體上的肢體 

    主所以那樣保養顧惜我們，乃因我們是祂的身

體，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祂身體上的肢體。因此主對待

召會就是對待祂自己的身體，也就是對待祂自己的

各部分。正如夏娃是出於亞當，是亞當骨中的骨，肉

中的肉；照樣，我們這些人—召會，也是出於基督，

是祂的一部分，屬於祂的肉，並屬於祂的骨。然而，

我們只是屬於祂的肉、祂的骨，沒有屬於祂的血。主

的血是重在指祂那屬人的天然生命；主在十字架已

為我們流盡了這血。當主從死裏復活之後，就不再帶

著血。主耶穌釘死時，脫盡了屬人的天然生命。召會

屬於基督，不屬於耶穌；召會是基督的身體，不是耶

穌的身體。耶穌的身體有骨有肉，也有血；但召會不

是天然的，乃是在基督裏且在復活裏作為基督的身

體，因此只有復活的骨和肉，沒有血。 

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這是極

大的奧秘，是指着基督與召會說的 

    男人要照顧妻子，像照顧自己的身體一樣，就要 

 

與妻子聯合，二人親密、親愛到一個地步，成為一體。 

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乃因妻

子原是從丈夫而出，現在回歸丈夫，並且妻子原是丈

夫的一部分，現在回到丈夫身上夫妻聯合成為一體，

是極大的奧秘，然而，召會歸於自己，二者成為一體，

這是更大的奧秘。以事實並以神的眼光來看，基督與

召會並不是兩個，乃是一個；因為召會原是出於基督

的。在人看，這真是個極大的奧秘。 

每一個人要各愛自己的妻子，妻子也要敬畏丈夫 

    神囑咐作丈夫的要盡一面的責任—愛妻子；但

神囑咐作妻子的要盡兩面的責任：服從丈夫，並且敬

畏丈夫。妻子為甚麼要敬畏丈夫?因為丈夫是代表基

督作頭的；妻子如何對基督這元首有敬畏，也該對代

表基督的丈夫有敬畏。這樣我們就懂得，為甚麼丈夫

要愛妻子，妻子要服從丈夫、敬畏丈夫—因為丈夫代

表基督。 

    丈夫的職責就是愛妻子，而在愛裏有保養和顧

惜。丈夫對妻子的愛連同保養顧惜，代表基督對召會

的愛連同保養和顧惜；妻子對丈夫的服從和敬畏，正

如召會對基督的服從並敬畏。 

    在宇宙中，神乃用男人來代表基督，用女人來代

表召會。在任何一個家庭裏，如果丈夫像基督愛召會

一樣的愛妻子，妻子像召會服從基督一樣的服從丈

夫；人看着他們各盡功用，各得其所，就覺得非常舒

服。這樣的家庭也像一個人長得眉清目秀一樣，給人

非常美麗的感覺。這是一幅美麗的圖畫，不僅得人稱

讚，也蒙神悅納。這也就是召會與基督，基督與召會

所該有的光景。反之，如果一個家庭裏，妻子不服從

丈夫，丈夫惡待妻子，人就看見一幅醜陋的圖畫，同

時也破壞神的旨意。 

 (摘錄自/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生活與職責/第十八篇)  

 



生命讀經------------------------------------------------------

-------------奇妙的異象 

    我們在馬可福音看見彼得、約翰、雅各、和其他忠信的人跟從主耶穌。從他們的觀點來看，是他們跟

從主；但從主的觀點來看，祂正在豫備他們，要將他們帶進祂的死與復活。當他們來到耶利哥時，他們已

經完全豫備好了。 門徒進入主的死與復活，就能享受主並經歷祂作他們的頂替。結果，在五旬節當天，

那一百二十人都是主所頂替的，並且都享受了祂。他們都被帶進主的死與復活。藉著祂的死與復活，他們

有分於祂這活而包羅萬有的人位，作他們的頂替。  

    藉著主耶穌的死與復活，門徒也得以豐富的進入神的國。因此，我們在五旬節那天，看見了一幅神國

的圖畫。當五旬節，在彼得和一百二十人身上，我們看見神國的顯出。這顯出包括他們藉著主的死與復活，

完滿的享受基督作宇宙、包羅萬有的頂替。一百二十人怎麼可能於五旬節那天在神的國裏？惟有藉著進入

基督的死與復活，纔有可能。 照行傳一章看，這一百二十人都是加利利人。他們雖然來自加利利，但主

耶穌帶他們經過許多事直達到耶路撒冷，他們就在那裏進入祂的死與復活。當主被釘死的時候，這班加利

利人在那裏目睹祂的受死。事實上，他們同祂一起經過了釘十字架的過程。至終，他們被帶進主的復活，

並看見祂的升天。然後，在五旬節那天，主成了那靈澆灌在他們身上。他們所看見、所經過的都成了他們

的實際。他們看見主的死，進入祂的復活，並親眼目睹祂升上高天。當主成了那靈，澆灌在他們身上時，

這一切都成了他們的實際。這意思是說，他們都在主的死、復活和升天裏，得以完全享受包羅萬有的基督

這宇宙般的頂替。  

    為著這個異象，讚美主！ 我們感謝主給我們看見，祂親密的跟從者如何彀資格、受成全、得裝備、

並豫備好進入祂的死與復活。四章三十五節到十章五十二節這一長段，擺出一幅清楚的圖畫，描繪這班原

來非常天然的加利利人，已被主豫備好，得以進入基督的死與復活。他們在十章的末了，已經完全豫備好，

要上耶路撒冷，就是去進入基督的死與復活。（摘錄自李常受著馬可福音生命讀經/第三十四篇） 

 

十二籃選讀-----------------------------------------抹大拉的馬
利亞對於主的認識 

 

抹大拉的馬利亞站在主耶穌墳墓外面哭的時候，『天使對她說，婦人，你為甚麼哭？她說，因為有人

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那裏。說了這話，就轉過身來，看見耶穌站在那裏，卻不知道是耶穌。』希

奇就在這裏：她轉過身來所看見的主耶穌，就是她多年所看見的，所跟從的主耶穌，今天她卻不知道是主

耶穌。為甚麼她所一直認識的主，到了今天她卻一點都不認識呢？因為那一個在肉體裏的神的兒子，已經

釘死在十字架上，並且祂已經從死裏復活了。今天她所盼望能彀得著的那一個身體，已經過去了。所以凡

在肉體裏認識祂的人，在祂復活以後就不能認識祂了。今天祂不是她所認識的主耶穌，乃是她所不認識的

主耶穌；今天祂不再是歷史上的主耶穌，乃是活在靈裏的主耶穌；今天祂不是活在肉體裏的主耶穌，乃是

住在聖靈裏的主耶穌。本來她憑著肉體所能彀認識的，今天用同樣的方法，她不能認識了。  

馬利亞還是從前的那一個馬利亞，但是拿撒勒人耶穌今天已經從死裏復活了。從前的耳朵，從前的眼

睛，從前的領會力，到了今天，都沒有用處了。因為主耶穌有了改變，所以馬利亞也得有一個改變，纔能

認識已經改變了的主耶穌。馬利亞必須有新的啟示，對於主纔能有新的認識。後來，『耶穌說，馬利亞。

馬利亞就轉過來，用希伯來話對祂說，拉波尼。』希奇！主這樣題名一叫，馬利亞就認識是祂了。 



在這裏，我們要看見一個很大的原則，就是啟示不是藉著耳朵，也不是藉著眼睛，也不是藉著領會的

力量而知道的，啟示是藉著一種莫名其妙的東西，在耳朵、眼睛、領會的力量之外的一種知道，是一種莫

名其妙的知道。這個叫作啟示。（摘錄自倪柝聲著十二籃/第一輯第一篇） 

2018 宜蘭眾召會基礎造就--------------------------------------
--知道得救了 

     

得救是指人在神面前得救得救是指人在神面前得救得救是指人在神面前得救得救是指人在神面前得救，，，，包括罪得赦免包括罪得赦免包括罪得赦免包括罪得赦免，，，，免去沉淪免去沉淪免去沉淪免去沉淪，，，，蒙了重生蒙了重生蒙了重生蒙了重生，，，，有了神永遠的生命有了神永遠的生命有了神永遠的生命有了神永遠的生命，，，，成了神的兒女成了神的兒女成了神的兒女成了神的兒女。。。。    

得救的證明  

外證外證外證外證－－－－身外聖經的證明身外聖經的證明身外聖經的證明身外聖經的證明    

   『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  』（可十六 16。）這是主耶穌親口所說的話。『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

（羅十 13。）這是使徒保羅所講定的話。以上兩句話證明，人一信主受浸，呼求主名，就立刻得救了。這是

人應該知道而承認的，不需要等候，憑感覺而定。『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天父）的，就有永遠的生命，

不至於受審判，乃是已經出死入生了。  』（約五 24。）這是主耶穌實實在在告訴我們的。『人有了神的兒子，

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入神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曉得自己有永

遠的生命。  』（約壹五 12～13。）這是使徒約翰所見證的話。以上二處聖經的話證明，人一信天父，一信

入神兒子（主耶穌基督）之名，就有永遠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也就不至於受審判而沉淪，是已經出死

入生了。人這樣得救，有神永遠的生命，乃是憑聖經所說的，不是憑人自己所感覺的。『凡接受祂（主耶穌

基督）的，就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成為神的兒女。 這等人…乃是從神生的。  』（約一 12～

13。）這也是使徒約翰所見證的話，說明凡憑信心接受主耶穌的，就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就使他們有權柄，

成為神的兒女。這權柄就是神的生命，叫信入主耶穌的人，從神而生，就是蒙了重生，成為神的兒女。 這

也是憑聖經的話所證明的，不是憑人的感覺所定的。聖經既明確說定，人一信主耶穌就得救了，事實就是這

樣了，不管人感覺如何。我們應該站在聖經可靠的話上，不理自己無定的感覺，深信確知自己是已經得救了。  

內證內證內證內證－－－－靈裡聖靈的證明靈裡聖靈的證明靈裡聖靈的證明靈裡聖靈的證明        

   『那靈（神的聖靈）自己與我們的靈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羅八 16。）『我們一信主耶穌，接受

祂作我們的救主，神就把祂的聖靈賜給我們，放在我們的靈裡。』（結三六 27。）『這聖靈就在我們裡面，永

遠與我們同在。』（約十四 17。）『祂在我們的靈裡，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由神所生。我們每一個信主的人，

都喜歡稱神作'阿爸，父。』（羅八 15。）我們稱神作阿爸，父，是很自然的，並且每逢這樣稱呼神的時候，

我們裡面就感覺甜美舒服。這是因為我們是神所生的兒女，有了神的生命，神兒子的靈也已經進到我們裡面。 

這就是我們得救的內證。  

愛證愛證愛證愛證－－－－生命經歷的證明生命經歷的證明生命經歷的證明生命經歷的證明        

   『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神生的；凡愛那生他（之神）的，也愛從祂（神）生的。』（約壹五 1。） 

『一信耶穌是基督，就從神而生。神就是愛，』（約壹四 16，）神的生命也是愛的生命。所以神所生的也就

愛神，並愛神所生的，就是在主裡的弟兄。『我們因為愛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約壹三 14。） 

這話說明我們信徒愛主裡的弟兄，乃是我們有神永遠生命的證明。愛主裡的弟兄，乃是我們信主得救後，在

神永遠生命裡的經歷。一個得救的人，看見了主裡的弟兄，就莫名奇妙的喜歡，就莫名奇妙的親愛。這可以

稱作愛證，也就是我們在神的生命裡，經歷的證明。 

   所以無論憑聖經確定的話，或是憑聖靈在我們靈裡的見證，或是憑我們生命中愛心的經歷，我們都能確

切的知道，自己是已經得救了。並且我們所得的這救恩，乃是永遠的救恩，（來五 9，）我們一次得著這救恩，

就永遠不再沉淪，誰也不能從主的手和天父的手，把我們奪去。（約十 28～29。） 

得救的快樂  



   得救是一件可樂的事，神的救恩也是將喜樂帶給我們。所以我們得救了，尤其是知道自己得救了，喜樂

就必充盈我們，而充溢出得救的樂歌，唱出救恩之樂。 這樣的喜樂歡唱，會叫我們對那愛我們的神，和那

救我們的主，油然的生發感激和愛戴。我們得救蒙了神的救恩，不僅要歡樂歌唱，更必從祂救恩的泉源歡然

取水，得到繼續不斷，無止境的供應。這會成為我們作基督徒的鼓舞和力量，使我們脫離罪惡和私慾，並勝

過魔鬼和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