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弟兄姊妹成全訓練時間表: 
弟兄成全19:30~21:00 

9/9 9/23 10/14 10/28 
    

姊妹成全19:30~21:00 
10/7 11/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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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7:00 止，費用每人 1300 元，於林口養生村舉行， 
請青職聖徒踴躍報名。報名至 9/9 截止，請洽沈國偉弟兄(0970-307517)、顏裕豪弟兄(0910-773024) 

四、9/24 宜蘭市召會中秋水岸森林相調，詳細內容請參看附件之相調通啟。 

五、花蓮日間成全班於 9/6(四)至 12/13(四)上午 8:20~12:00 在進士會所同步進行，請弟兄姊妹踴躍報名，

此次訓練請預備書報『歷史與啟示』上(書號 3095-1)，報名請洽吳麗明姊妹(0910-278200) 
六、2018 年國際感恩節特會於 11/22(四)至 11/25(日)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夏洛特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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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進士區:鄭武林；黎明區：吳明原；礁溪召會：吳碧蓮；員山召會:陳瀅絜 
九月/文化區：諶恩慈；進士區：林碧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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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育才、宜蘭、壯圍三所國小共22個班級實施生命教育課程，請為各校學生老師及家長代禱。

保守參與授課的弟兄姊妹有主恩典的同在。 
人數統計 (8/27--9/2) 
 

日期                                            9/10(週一)------9/15(週六) 

讀經含註解                                            路加福音  第二十章 

生命讀經                                           第四十五、四十六篇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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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6 -- 4 7 -- -- -- -- -- -- -- 8 

礁溪鄉召會 26 -- 23 26 -- -- -- 1 -- -- -- 38 

壯圍鄉召會 8 -- -- -- -- -- 12 2 -- -- -- 22 

員山鄉召會 59 3 7 34 11 -- 26 -- -- -- -- 70 

蘇澳鎮召會 20 8 8 8 12 -- 7 1 -- -- -- 27 

大同鄉召會 11 -- 5 12 6 -- 12 2 -- -- -- 16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60 -- 12 37 17 1 28 -- -- -- -- 78 

延平區 40 -- 6 33 6 -- 14 12 -- -- -- 54 

進士區 55 -- 9 31 28 1 27 -- -- -- -- 64 

青少年區 20 -- 4 18 1 -- 2 -- -- -- -- 25 

合  計 305 11 78 206 81 2 128 18 -- -- -- 402 



 

                                                  園子和城（上）              2018/9/9 第⼀百四十五期

生命是為著建造 

        這一系列關於雅歌的信息，主題是生命與建

造；不僅是生命，也是建造。聖經中的各卷書都是

神親自默示的，我們在雅歌裡清楚的看見這一點。

這裡真實的意義乃是建造。 

       我們必須從一章十一節進到三章九至十節，這

是關乎華轎的經節。我們已經看見華轎是由木頭、

銀子、金子、紫色的坐墊、加上內部的妝飾，所建

造成的。這乘華轎有金子作底，正如新耶路撒冷是

以金子作基礎一樣。在新耶路撒冷裡，城的主要部

分是金子。（啟二一 18。）在那城裡，有作王之基

督的寶座。這就像華轎，內有紫色的坐墊，表徵主

的王權。這一切的材料都是為著建造。華轎不是天

然的，是由這一切材料建造成的。 

        第四章說，她的頸項像大衛的高樓。高樓是高

聳的建築物，這個建築是為了收藏軍器。到這時

候，尋求者顯然已有了一些建造。先是生命，接著

是建造。生命是為著建造，建造是生命的結果。 

園子 

        在這以後，尋求者繼續有進步。這可見於四章

十二至十四節：『我妹子，我新婦，乃是關鎖的

園，禁閉的井，封閉的泉源。你所種的是石榴的果

園，有上好的果子，並有鳳仙花和哪噠樹；有哪噠

和番紅花，菖蒲和肉桂，並各樣乳香木，沒藥和沉

香，並一切主要的香品。』如今主將尋求者比作園

子。她不僅是華轎，也是園子。這園子主要的目

的，是要生長一些東西。 

        這與林前三章九節相符，那裡說，我們是神的

耕地和神的建築。神的耕地相當於園子，生長是為

著建造。田地上生長的東西是為著神家的建造。尋

求者不只成了供基督行動的華轎，也成了一個園

子 ， 生 長 許 多 香 料 。最 後 ， 這 個 園 子 乃 是『 樂

園』。（見達秘新譯本，和英譯美國標準本注。） 

在這園中生長的一切，都是為使主得著滿足和享

受。雅歌開始於尋求者這一面的吃喝並享受，但如

今享受是為著主。在一章和二章，尋求者吃蘋果樹

的果子，在筵宴所飲酒。但如今主正在吃園中的果

子，並喝酒與奶作祂的享受。『我妹子，我新婦，

我進了我的園中，採了我的沒藥和香料，吃了我的

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五 1。） 

城 

        在雅歌六章，我們看見主用來描述尋求者的最

後一個表號。『我的佳偶阿，你美麗如得撒，秀美

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開旌旗的軍隊。』（4。）

所以我們有園子和城。得撒是古時君王的首府，

（王上十四 17，十六 17～18，）而耶路撒冷是神的

聖城。（詩四八 1～2。）所以，末了的這個表號的

確是關乎建造的。如今我們有十個表號－前面的八

個，加上這裡的園子與城。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 

       園子和城將整本聖經從開頭到末了都包括了。

聖經開始於一個園子，結束於一座城。在聖經的頭

兩章有一個園子，末兩章有一座城。在雅歌裡，園

子與城就是尋求者這個人。她如今完全符合神永遠

旨意的標準。聖經啟示，神永遠的旨意首先是一個

園子，最後是一座城。這就是為什麼這卷書是如此

奇妙。在這卷書中，尋求主的人變成了這兩樣東西

－園子和城。因這緣故，我們說雅歌包括了全本聖

經。要描述這位尋求者，就需要用到整本聖經，因

為聖經開始於園子，結束於城。如今尋求者是園子

和城。但並不是到此為止。園子的名字是樂園，城

的名字是耶路撒冷。這證明聖經是神聖的默示。沒

有一個人的心思能寫出這樣一卷書，如此適合今日

的召會生活。所羅門如何得知這一切的事？誰告訴

他有關生命和建造的事？但他竟然在二千五百年以

前，就把這些都寫了出來。讚美主，祂將這卷書向

我們打開！ 

團體的建造 

       基督教所給的一切教訓和造就，幾乎都是為著

個人。每個人都想有個人的屬靈，大多數聖經教師

也都盡可能的幫助人個別的屬靈。但全本聖經給我

們看見，我們的屬靈不該只是個人的。我們一切的

屬靈，都必須是為著建造。願主賜給我們鴿子眼，

使我們有屬靈的領悟，看見屬靈不僅是為個人，屬

靈乃是為著建造團體的城。 

(摘錄自/雅歌中所描繪的生命與建造 /第八篇上） 



職事信息--------------------------------------------------要聖
別，因為神是聖別的 

  

        以色列人要有神的聖別生活。（利十八 4～二十 27。）這表徵穿上新人。按著神的聖別過聖別的生

活，等於穿上新人。神的子民要聖別，因為祂是聖別的。『你們要聖別，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別

的。』（利十九 2。）『所以你們要使自己成聖，成為聖別，因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利二十

7。）『你們要聖別歸我，因為我耶和華是聖別的；我已經把你們從萬民中分別出來歸我。』（利二十 2

6。）要聖別，因為神是聖別的，表徵要照著神的聖別行事，過聖別的生活。  

         獻平安祭的祭牲給耶和華，要獻得可蒙悅納『你們獻平安祭的祭牲給耶和華的時候，要獻得可蒙悅

納。』（利十九 5。）這表徵擘餅記念主，要作得蒙主悅納。（參林前十一 17～21。）我們不可草率對

主的筵席，乃要作得合宜。在利未記十六章，我們看見遮罪包括五種基本祭中的四項：贖罪祭、贖愆

祭、燔祭、和素祭。這些祭的結果就是平安祭。這就是說，這四種祭產生一個結果，使我們與神並與神

的子民同享平安。這就是平安祭。十八至二十章沒有說到遮罪，只說到神聖別子民的聖別生活。在這種

生活裏，我們在平安裏的交通和彼此享受是重要的。這完全由平安祭所表徵。  

        平安祭乃是主的筵席舊約的豫表。我們有分於主的筵席，我們就有平安祭。在主的筵席上，我們享

受基督作我們與神並彼此之間交通的平安祭。這平安祭的享受是從贖愆祭、贖罪祭、燔祭和素祭而來。

我們享受基督作這四種祭，就有一個結果－享受基督作我們與神並與信徒之間交通的平安祭。藉著利未

記十六章裏的四種祭，我們消極的光景得著了遮蓋。因此，若要有利未記十八至二十章裏聖別的生活，

我們應當顧到享受基督作我們的平安祭。（摘錄自利未記生命讀經/第四十九篇） 

 

 

十二籃選讀----------------------------------------------------
-------------不饑不渴 
 

   讀經：以賽亞書四十九章十節，啟示錄七章九至十七節。 

 

        有盼望卻未得著滿足就叫作饑渴。什麼人會不饑不渴呢？『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

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約六 35。）『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

在他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四 14）。基督應許每一個相信祂的人，能得著滿足，能得著一個

滿足的生命。不是你把基督看為怎樣滿足，乃是基督能使你滿足。世界只能叫你有一時的滿足，有一次

的滿足，不能叫你有永遠的滿足。『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13～1

4，）這是主說的話。 

        神不是說要到了天上才得滿足，乃是說就在今天。你能不能相信，今天就能不饑不渴，像在天上一

樣呢？今天你能在世上得著主耶穌滿足你的心，像那天在天上滿足你的心一樣。主說，『喝我所賜的水

就永遠不渴，』是一次就可以滿足的。這是滿足的生命，是今天就能有的。 

（摘錄自倪柝聲/十二籃/第一輯第五篇） 

 



 

 

宜蘭眾召會姊妹成全聚會-------------------------------------
-----栽種葡萄園 

 

讀經：『她想得田地就買來；用手所得的成果，栽種葡萄園。』 (箴卅⼀ 16) 

定大志定大志定大志定大志、、、、設大謀設大謀設大謀設大謀    

        新約時代，神做事總是將祂自己受限於『話成肉體』的原則。譬如傳福音，我們若不肯出去，神就

不出去，直等到我們願意出去，神就與我們同去。在歷史上神曾得著許多清心愛祂的人，向著主有強烈

的心願，關心祂在地上的權益，常有屬天的異夢，積極地敢求、敢想，福音才會廣傳到地極。女士師底

波拉時代，以色列各支派中許多人受她影響，心中定大志、設大謀(士五 15-16)。設大謀原文就是『鑒

察、搜尋』，在禱告裡察驗，產生正確的定意。在開拓的靈裡，為己無所求，為主求—切。 

才德的婦人經過審慎透徹尋求，切盼—件積極的事：栽種田地。我們剛進入召會生活，若學會如何獲得

屬天的糧食，就活得好。當生命長進時，自然想要成為商船從遠方運糧來，顧到供應周圍的聖徒。再長

大後，就會體認需要一片田地，好在其上勞苦耕種。 

尋求擁有自己的耕地尋求擁有自己的耕地尋求擁有自己的耕地尋求擁有自己的耕地    

        召會生活是神生命的園子、值得投身經營。今天在新路的實行裏，主給我們寬廣無限的空間，四周

滿了機會，到處都是可耕的田地。田地就是人的心(太十三 3-23)，信徒就是神的農場耕地(林前三 9)。她渴

望擁有—塊田地，好在其上播種、澆灌、耕耘，盡裏面的負擔，並期待長出生命的美果。我們是一班有

活種的人，基督是種子，神是那豐富的種子供應者(林後九 6)。 

『心要大，工作要細』：我們服事時，眼光要大、心胸要闊、交通要廣；但實際服事接觸人時，對象卻

要專一，對特殊的人有負擔。總要在一段時期裡，對幾個人、或幾個家，有『專特的負擔』。眼光心胸

大，就不致於陷於狹隘的格局裏；工作對象細，就踏實，自己就不致漂浮不定。當記得『栽種有時』(傳

三 2)，若天降雨、霧氣上騰，人就應快去配合耕地(創二 5-6)，有心的人懂得抓住『機會』。 

出代價買來出代價買來出代價買來出代價買來    

        養育兒女的過程經歷恆忍苦難，然而會使她脫離幼稚，加速生命的成熟。出代價就要有不怕苦、不

怕難的靈，願意捨棄合法的權益，犧牲魂中的享受，要如同種子埋下，不要擔心將來。在合宜的交通裡

去買：學習與主、與丈夫、與負責弟兄有交通，有負擔卻不堅持，接受身體的調整，柔軟安靜安息，隨

時可以放下，甚至不用放一邊(大本詩 304 首第 2、3 節)。召會裡極需像馬大肯勞苦服事的姊妹，卻不是心

裡忙亂，口裡抱怨(路十 40)，如此召會的生態必然健康。神的律是多種的多收，少種的少收(林後九 6)。

那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樂樂的帶禾捆回來(詩一二六 5-6)。 

神祝福那些關心祂經綸的人神祝福那些關心祂經綸的人神祝福那些關心祂經綸的人神祝福那些關心祂經綸的人    

        成長中的孩童需要較多的營養，神的律也是『凡有的還要給他』(太廿五 29)。神的祝福常顯在那些願

意餧養供應的人，或積極擴增的區。新路是上坡路，只有勞苦肯出代價的人可以走上去。在實行過程

中，不僅有外面人數的增加，我們更摸著許多蒙福的祕訣、神同在的律，在腳踏實地勞苦中，累積出豐

富與實力。成為我們進一步服事的本錢，也就是『用手所得的成果』，得以用於產生葡萄園。 

葡萄園比田地更進一步葡萄園比田地更進一步葡萄園比田地更進一步葡萄園比田地更進一步    

        田地栽植小麥、大麥，這是基本的養生作物；葡萄園出產釀製的美酒，叫神、人得著喜樂滿足。(士

九 13），是富餘的表顯。健康的召會生活，不僅聖徒人人有充分屬靈的糧食，活得好、長得好，更是多

采多姿，滿了活力、衝擊力，顯出生命的富餘。作才德的婦人，心願是很重要的。想神所想的，要神所



要的，這將會改變你一生的命運。羡慕作新約福音的祭司，在一個個人身上勞苦，操練得人、留人，成

全人，好將各人在基督裏長大成熟的呈獻給神。實行聖經中神所命定的路，是最叫神喜悅滿足，也是迎

接主回來的唯一途徑。在實行上其關鍵在於〜晨興、禱告及活力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