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追求 : 8/27(一)~9/1(六) 內容晨興聖言 利未記結晶讀經(三) 第六篇 

二二二二、、、、宜蘭市召會讀經追求進度表： 

三、新北市青職特會:9/22(六)10:00 至 9/23(主日)17:00 止，費用每人 1300 元，於林口養生村舉行， 
請弟兄姊妹們彼此邀約，一同參加。報名至 9/9 截止。 
報名請洽沈國偉弟兄(0970-307517)、顏裕豪弟兄(0910-773024) 

四、出國訪問:宜蘭縣眾召會預計 11 月 9 日(五)至 11 月 14 日(三)到韓國訪問相調，費用 16000 元 

    (多退少補)，預繳 3000 元。請找吳麗明姊妹(0910-278200)報名， 
五、二○一八年國際感恩節特會，訂於十一月二十二日(週四)至十一月二十五日(主日)，於美國北卡羅 

    來納州夏洛特市舉行，報名請洽邱淑眞姊妹。（0919-91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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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黎明區:黃健旻;進士區:朱芷莉；礁溪召會:林秀涼，尤麗華； 
八月/進士區:鄭武林；礁溪召會:吳碧蓮；員山召會:陳瀅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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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弟兄姊妹們記念並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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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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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為新學期生命教育課程在宜蘭各學校實行代禱。保守參與授課的弟兄姊妹有主恩典的同在。 

 
人數統計 (8/13--8/19) 
  

日期                                            8/27(週一)------9/1(週六) 

讀經含註解                                            路加福音  第十八章 

生命讀經                                                        第四十篇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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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8 10 6 7 -- -- 4 6 -- -- -- -- 19 

礁溪鄉召會 32 5 19 27 -- -- 19 -- 3 -- -- -- 40 

壯圍鄉召會 20 15 4 5 -- -- 5 6 6 -- -- -- 24 

員山鄉召會 50 11 9 37 6 -- 2 -- 3 8 -- -- 78 

蘇澳鎮召會 -- -- 7 12 13 -- -- 7 -- -- -- -- 19 

大同鄉召會 13 2 3 13 -- -- 10 7 2 -- -- -- 15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54 -- 15 31 10 -- -- 20 -- -- -- -- 64 

延平區 33 -- 7 17 -- -- -- 15 9 8 -- -- 42 

進士區 44 -- 9 23 23 -- -- 19 -- -- -- -- 48 

青少年區 17 -- 6 7 7 -- -- 5 -- -- -- -- 18 

合  計 281 43 85 179 59 -- 40 85 23 16 -- -- 367 



 

                                            降服且復活的意志(下)          2018/8/26 第⼀百四十三期

意志的降服 

        現今我們能明白，主說『哦，我的佳偶，你是

美麗的！哦，你是美麗的！你的眼在鬈髮內（參欽

定本另譯）好像鴿子眼；你的頭髮如同山羊群，臥

在基列山』這話，是什麼意思。她的美麗如今不僅

在於她的眼光，乃在於她鬈髮裡的眼光。她的美麗

乃見於她降服之意志內改變過的觀念。她不僅有心

思的更新，也有了意志的降服。這對主而言是太秀

麗、太佳美了。已往她只有心思更新的美麗，但如

今她還有意志降服的美麗。 

       正如我們已經提過的，第二章中尋求者和主之

間的不一致，完全是由於她強硬的意志。主要求她

起來與主同去，但她說她尚未預備好。換句話說，

她是在告訴主，那不在於主的意願，乃在於她的意

願。她的意志強硬到一個地步，她要讓主離去，但

是有個條件，在她需要主時，主必須回來。她甚至

用她強硬的意志給主下達命令。所以主花了很長的

時間，來對付在頑強意志之曠野中的尋求者。當我

們的意志未降服時，我們的意志對我們就是一個曠

野。真實的進入美地，乃是我們意志完全的降服。 

在復活裡的意志 

        三章告訴我們這位尋求者的成熟，四章繼續解

釋她如何達到這樣成熟的階段。三章提到她的成

熟，說到她已成了華轎。但不僅如此，至終我們看

到主將她視為耶路撒冷。轎是城的縮影。城是完滿

的盛裝主，而轎是小規模的盛裝主。三章提到尋求

者的成熟，然後四章解釋這樣的成熟是藉著意志的

降服而達到的。 

       我們也需要讀四章四節：『你的頸項好像大衛

建造收藏軍器的高樓：其上懸掛一千盾牌，都是勇

士的擋牌。』在這裡，主將她的頸項比作大衛的高

樓。我們已經看過，頭髮表徵我們的意志；我們知

道，頸項也表徵我們的意志。聖經中那些背叛神的

人，都稱作硬著頸項的人。（出三二 9，徒七 5

1。）所以我們看見，羊群臥在山旁，乃是顯示她

意志的降服，而大衛的高樓則說明她的意志在復活

裡是何等的剛強。首先，我們的意志必須降服，然

後我們的意志在復活裡必須是剛強的。天然的意志

必須受對付，然後我們才會有復活的意志。釘十字

架且降服的意志，如同羊群臥在山旁；但復活的意

志必須像大衛建造收藏軍器的高樓。這是個軍器

庫，是存放作戰用之武器的地方。 

屬靈的爭戰 

       雅歌何等富有詩意！首先我們的意志必須降

服，然後我們的意志才會得復活，像大衛的高樓，

成為屬靈爭戰用的軍器庫。一切屬靈爭戰用的武

器，都保存在我們降服且復活的意志裡。我們的意

志若從未被主征服，就絕不能像堅固的軍器庫，保

存所有屬靈爭戰用的武器。這裡的武器，大多數是

防衛性的，而非攻擊性的。這裡不重在出外爭戰，

乃重在固守抵抗。盾牌和擋牌都是防衛用的，為要

站住。在屬靈的爭戰中，我們不太攻擊，我們主要

的是防禦，就是站著抵擋仇敵一切邪惡、狡猾的攻

擊。以弗所六章所提軍裝的項目，大多也是防衛性

的。我們實在無需爭戰，因為主已贏了這場爭戰。 

我們只需要站住，抵擋仇敵所有的攻擊。保護我們

抵擋仇敵火箭的盾牌和擋牌，乃是收藏在高樓裡；

這高樓就是尋求主者降服且復活的意志。這是在生

命裡真實的成熟。 

       未降服的意志，一面是頑梗的，另一面是軟弱

的。當仇敵來時，這頑梗、未降服的意志總是無條

件的投降。然而，我們若有服從的意志，就是像羊

群臥在山旁那樣降服的意志，我們的意志就要顯得

像大衛的高樓。當仇敵來時，我們的意志乃像大衛

的高樓，收藏各種抵擋仇敵攻擊的武器。 

       第三章中尋求者成熟的祕訣，就是她的意志已

完全降服且復活了。在八個表號中，頭一個在意志

上是最強的，而最後一個完全沒有自己的意志。馬

有超強的意志，但轎和冠冕卻毫無意志。她已從她

天然的意志裡出來，如今站在她復活的意志裡抵擋

仇敵。她像大衛建造收藏軍器的高樓，為著屬靈的

爭戰。 (摘錄自/雅歌中所描繪的生命與建造 /第六篇下） 



職事信息------------------------------------------------------
---------------------痲瘋 

  

        按照舊約，痲瘋是某種起因的結果，那種起因就是背叛神的權柄、神的代表權柄、神的法則和神的

經綸。我們都必須承認，我們曾背叛過神的權柄，背叛過祂的代表權柄。不僅如此，我們常常背叛神的

法則。末了，我們也背叛過神整個的經綸。所以，在神眼中，我們都成了患痲瘋的。痲瘋進到我們裏

面，然後從我們裏面生發出來。痲瘋是罪。在聖經中，罪的頭一個事例乃是撒但的背叛。撒但背叛神，

那個背叛成了現今在宇宙中的罪。在撒但背叛以前，沒有罪這樣一個東西。罪不是創造出來的，乃是由

背叛的天使長路西弗生發出來的。  

        罪實際上就是痲瘋。罪在聖經裏的意義就是背叛。所以，罪是背叛神，背叛神的代表權柄，背叛神

的計畫、安排、管理和行政。整體的說，罪就是背叛神的經綸。這背叛是由撒但自己生發，發起的。至

終，罪來到人類中間。『這就如罪是藉著一人入了世界。』（羅五 12 上。）這罪，痲瘋，既進到人裏

面，就從人裏面發出。結果，我們都是患痲瘋的。每當我們作了背叛神的事，這事就是痲瘋。由此我們

看見罪是痲瘋。痲瘋表徵罪。 

        主耶穌在山上頒佈了諸天之國的憲法，下山後作的頭一件事，就是潔淨患痲瘋的。（太八 1～4。）

這患痲瘋者代表亞當墮落的子孫，亞當所有墮落的子孫都是患痲瘋的。撒但所生發的罪，藉著亞當進到

人類裏面，使我們都成了患痲瘋的。現今，痲瘋產生了許多不同的罪行，就是那許多顯出、表顯出來的

背叛。（摘錄自利未記生命讀經/第三十九篇） 

 

 

十二籃選讀----------------------------------------------------
------現在可享的福氣 
 

讀經：以賽亞書四十九章十節，啟示錄七章九至十七節。 

 

       在這兩處聖經裡題到幾種福氣：（一）不饑不渴，（二）日頭和炎熱必不傷害他們，（三）引導他

們到水泉的旁邊，（四）神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前三種是兩處聖經都提到的，第四種只有啟示錄裡

提到。在啟示錄七章裡記有一件事，就是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約翰看

見了莫名其妙。後來長老來問約翰說，這些穿白衣的是誰？是從那裡來的？約翰對他說，我主，你知

道。長老就告訴他說，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了。並且又告訴他，

這樣的人，有四樣的福氣。 

        啟示錄四章二節說，『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寶座是在天上；這些人站在神寶座前，就是說這

些人到了天上。這許多人怎能從地上到了天上呢？他們到底是誰呢？這些人『身穿白衣，手拿棕樹

枝。』棕樹枝表明得勝。他們乃是得勝的信徒，被提到了天上。 

       『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這裡所說的『大患難』，不是那三年半的大患難，乃是主所說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約十六 33）的大患難。怎麼說它是大呢？因為從十二使徒、司提反、保羅等一

直下來，都是受這樣的苦難，所以說是大患難。 

這些得勝被提的信徒，要得到幾種特別的福氣。他們是站在神寶座前，所以這些福氣是在諸天裡永遠的



福氣。啟示錄七章十六至十七節，是講永世裡的光景，這是很明顯的。 

（摘錄自倪柝聲/十二籃/第一輯第五篇） 

生命教育志工蒙恩見證----------------------------------------
-----用愛傳遞愛 
 

已過這學期去帶了幾堂三年級的生命教育課，剛好進入「欣賞生命」「活出生命的意義」系列主

題，講到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很特別、一步一腳印、認真生活，大都是採用真人真事的故事，有些是現

在他們生活中會聽到的勵志人物，三年級的孩子對這些故事都很有反應，很能融入故事，雖然每次準備

時會緊張，但看到他們專注傾聽、投入的表情，心裏就滿了感謝和讚美，這些美好的話語和故事就像生

命種子，撒在他們這純潔幼小的心靈，相信會慢慢萌芽開花。 

        用愛傳遞愛、用生命感動生命，常常在預備教材時，自己就被裏面的故事感動不已，参與生命教育

就像是這感動和傳遞的橋樑，自己先被主經過讓主得著，然後也豐富的得著主。（吳張馨云姊妹） 

 

        我之所以會加入生命教育，是因為召會的呼召，剛好我的時間又能夠配合。初期，我只是在一旁協

助電腦操作、收發作業，跟學生並沒有多少接觸。後期我開始準備課程，到台上去上課。表面上看來，

我只是在傳輸一些知識道理、良好性格的養成、處事態度...等。但在這過程中我經歷了神的同在，我向

禱告主說：求主在我裡面，讓我成為祂流通的管道，將生命從我流露出去，供應這些小朋友。這能使我

放下自己的感覺，只專注在一件事：供應生命，為使人得著基督。也使我在準備課程時，不感到勞苦，

而是能喜樂的來準備。（陳少珮姊妹） 

 

       用生命感動生命，用愛傳播愛，感謝得榮基金會，編製了一系列很好的教材，讓我們能進入校園散

播愛的種子，不但能幫助孩子們，也充實了我的退休生活。 

       小時候我也是一個缺乏自信的小孩，認為自己事事不如人，頭腦不夠聰明，長相不如人，畏畏縮

縮，以致人際關係不是很好，直到國三的時候，遇到一個很疼我的老師，還有很多同學願意跟我交朋

友，竟然也受到許多男同學的愛慕，就這樣慢慢恢復自信心，後來信了主，過召會生活，知道我的產業

是如此的豐富，我是最富有的，我天上阿爸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個性變得活潑開朗，願意走出

去，將這分喜悅感染給別人。這就是我參加生命教育的動機。 

       這學期蕭弟兄和我一起配搭育才國小三年忠班的生命教育，這個班級的導師教學認真，班級經營得

很好，生命教育深得老師的肯定，每一個孩子都很認真聽話的上課，我們與孩子們的互動良好，不但踴

躍發言，也都搶着上台表演才藝，只可惜時間太短了。 

        這學期最感動的是，小朋友的學習單都很認真的作答，字體工整乾淨，從一週挑選一個最優的有獎

勵，到一週有三四個小朋友得獎，到學期末，全班的小朋友人人得獎，真的很開心。 

        蕭弟兄用工整的字體將智慧箴言寫在黑板上，請小朋友一起朗誦，會背的小朋友搶着背頌，這樣智

慧的話就進入他們的心，生命的種子就撒在他們幼小的心靈裏。這是何等有意義的工作，孩子是國家未

來的主人翁，從小建立良好的價值觀和人生觀，有好的品格，乃是社會國家之福。秀端姊妹將智慧箴言

製作成一個小墊板，送給每個小朋友，隨時都可以拿起來讀讀背背，並且比賽誰背得最多，老師有獎

勵，得到很大的迴響，箴言 4:23『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藉着



一點一滴的澆灌，這生命的種子深植在孩子們的心裡，至終會發芽長大，成為福源，這樣，進入校園作

生命教育課程，就滿了意義了，感謝主。（蕭陳秀蘭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