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弟兄姊妹成全訓練時間表: 
弟兄成全19:30~21:00 

9/2 9/23 10/14 10/28 
    

姊妹成全19:30~21:00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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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召會樹林區於 9/2(日)下午 1:30 在進士會所交通進士蓋造蒙恩見證，請聖徒踴躍參與見證。 

五、花蓮日間成全班於 9/6(四)至 12/13(四)上午 8:25~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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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北卡夏洛特市舉行，報名請洽邱淑眞姊妹（0

919-91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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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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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8/26) 
 

日期                                            9/3(週一)------9/8(週六) 

讀經含註解                                            路加福音  第十九章 

生命讀經                                           第四十三、四十四篇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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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 -- 5 5 -- -- -- -- -- -- -- 10 

礁溪鄉召會 -- -- 17 21 -- -- 22 -- -- -- -- 29 

壯圍鄉召會 12 6 3 -- -- -- 6 5 1 -- -- 22 

員山鄉召會 47 -- 5 25 -- -- 3 -- 2 -- -- 58 

蘇澳鎮召會 20 8 8 8 15 -- -- 7 1 -- -- 27 

大同鄉召會 13 2 3 13 12 -- 10 7 2 -- -- 15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59 -- 10 19 -- -- 18 -- -- -- -- 62 

延平區 47 -- 7 36 14 -- 15 12 -- -- -- 65 

進士區 53 -- 12 24 23 -- 12 -- -- -- -- 58 

青少年區 14 -- 3 16 -- -- 1 -- -- -- -- 19 

合  計 265 16 73 167 64 -- 87 31 6 -- -- 365 



 

                                            ⼀個活的⼈位的⾏動          2018/9/2 第⼀百四十四期

需要一個活的人位 

        許多人誤用聖經，把它當作一本道理的書，而

形成基督教。基督教主要的有這四樣：道理、活

動、活動的能力和恩賜。 

但主耶穌不是任何一種宗教。主耶穌是一個活的人

位！任何宗教都需要道理，但人位不需要道理。如

果我們真活在主耶穌面前，我們就不需要道理。祂

是我們活的道理。有許多人持守聖別的道理，但他

們沒有被聖別。你也許守住聖別的道理，卻沒有聖

別的實際。但只要你有基督，即使你不知道任何聖

別的道理，你就有了聖別！這是因為真實的聖別乃

是基督作活的人位。 

恢復活的人位 

        雅歌並非滿了宗教和道理、活動、能力或恩

賜。我們在這卷書中只找到與一個活的人位愛的關

係！祂是神又是人，祂是我們的創造者，祂又是我

們的救贖主。祂是使我們稱義、使我們聖別的一

位，祂又是我們的生命。祂是我們的主、我們的人

位、和我們的一切。除了這位活的人位以外，我們

不該在意別的。只要我們有祂，我們就有一切。我

們也許不明白任何有關稱義、聖別的事，和許多別

的道理；但只要我們有這活的人位，我們就有我們

所需要的一切道理。 

珍賞和享受 

        今天主要恢復祂活的人位。在雅歌頭二章裡

面，我們看見一個尋求主的人；並且藉著她的尋

求，她找著了主。在找到主以後，她開始與主有甜

美的交通。然後對主有真實的珍賞。她珍賞主是在

裡面的一袋沒藥，又是在外面的一束鳳仙花。她尋

找主，她也找到了主；在她與主的交通中，她開始

珍賞主。這樣的珍賞之後，就有享受。她說，她的

良人如同蘋果樹。蘋果樹不只是給人珍賞，也是給

人享受。她首先珍賞，然後進入享受：坐在蘋果樹

的蔭下吃果子。她享受果子和樹蔭。然後她被帶到

筵宴所，意即飲酒之處。她有可吃、可喝的，作為

她的享受。藉著享受主，她開始有分於主。 

浸透的工作 

       主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那吃我的

人，也要因我活著。』（約六 35，57 下。）享受主

就是吃主，意思是說，我們將主的成分接受到我們

全人裡面來。然後，不僅有珍賞和享受，還有薰

香。薰的意思就是被主浸透。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

須珍賞主並開始享受祂。藉著享受主，主的一些成

分會進到我們裡面來浸透我們。耶穌這種內裡的工

作，就是將祂自己作到我們全人裡面。末了，我們

要與祂調和。主一直向我們恢復祂活的人位，使祂

能將祂自己作到我們全人裡面。 

對付情感、心思和意志 

        靠著祂的憐憫，我們必須知道，主今天正在對

我們說話。我們必須開始用我們的情感來愛祂。然

後我們要尋求祂，尋見祂，並與祂有甜美的交通。

在交通中，我們對祂有珍賞和享受。然後主的一些

成分會進到我們裡面來浸透我們。這個浸透的工作

會變化我們，使我們的意志降服。直到我們在祂裡

面失去了我們的性格、我們的個性、和我們的意

志。這樣，我們就會真實的以祂作我們的人位。 

沒有自己的努力 

        我們讀了這些話以後，不要想憑自己將這些實

行出來。我們不該想要改變我們的心思，或使我們

的意志降服；我們根本作不到。只有一條路可以改

變我們的心思：藉著珍賞主。我們越珍賞祂，我們

的觀念就越改變。 

       我們不要想憑自己使我們的意志降服。我們只

要學習吃基督得餵養。我們必須以活的方式禱讀主

的話，我們也必須告訴祂：『哦，主耶穌，我愛

你，我要接受你的元素到我裡面來，我要吃你這活

的話，好得著餵養。』如果我們這麼作，主自然會

浸透我們全人，並且征服我們的意志。我們的情感

會被摸著，我們的心思會變化，我們的意志會降

服。然後主才有完全的自由，以祂自己來浸透我

們。我們不再是一匹馬，而是華轎和冠冕。當任何

人問到我們時，答案將是：我們就是戴著冠冕的基

督。我們已經被作到耶穌裡面，祂也已經被作到我

們裡面。我們完全與祂是一，為著祂在地上的行

動。(摘錄自/雅歌中所描繪的生命與建造 /第七篇） 



生命讀經------------------------------------------------------
----------降卑並被征服 

  

        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四節主所說的得稱為義，是指我們救恩的初階。每個得救的人都該是降卑自己

到稅吏那樣地步的人。實際上，悔改並承認自己的罪就是降卑自己。所有得救的人都是降卑並被征服的

人。  

        我年輕的時候，驕傲又傲慢，絕不肯認錯。但有一天被聖靈抓住，我就被折服、降卑並被征服。似

乎沒有人像我這樣有罪。我的態度和從前完全相反。我能從經歷中見證，得救的人是降卑、被征服的

人。我們需要降卑自己到一個地步，認為自己算不得甚麼。  

        像小孩子我們降卑自己之後，需要像小孩子一樣。（路十八 15～17。）在路加十八章十六至十七節

主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神的國正是這等人的。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不

像小孩子一樣接受神國的，絕不能進去。』小孩子沒有被老舊的觀念充滿並佔有，很容易接受新思想。

因此人必須像小孩子一樣，以不受霸佔的心，將神的國當作新事物來接受。  

        我們都已生入人的國，也都在人的國裏。要從人的國進入神的國，從人的國遷到神的國裏，就需要

接受一些新思想。誰能接受這些新思想？只有那些嬰孩，那些未曾受霸佔的人，纔能接受新思想。然

而，許多得救的人不願像嬰孩。他們反而喜歡自以為聰明而有知識，認為自己甚麼都懂。就著進神國而

論，持這種態度的人就了了。他們雖然得救了，卻很難進入禧年的享受。進神國的要求，就是我們要像

小孩子一樣。（摘錄自路加福音生命讀經/第四十一篇） 

 

十二籃選讀-------------------------------------------------- 
現在可享的福氣（二） 
 

   讀經：以賽亞書四十九章十節，啟示錄七章九至十七節。 

 

        以賽亞四十九章十節所說的福氣，好像與此相同，但是其中是有分別的。怎麼知道呢？我們讀以賽

亞四十九章六節：『現在祂說，你作我的僕人，使雅各眾支派復興，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歸回，尚為小

事，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這節聖經應驗了沒有呢？再讀行傳十

三章四十七節：『我已經立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極。』由此可知這經已經應驗了。神

借著耶穌基督作外邦人的光，這是今天的光景，這是福音時代所有的光景。 

        還有以賽亞四十九章八節所說，『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濟助了你』的話，見

於林後六章二節，可見也是指著現在說的。以賽亞四十九章六節、八節，既都是指著現在，就可以斷定

十節也是指著現在說的，不是像啟示錄七章那裡是指著永世說的。 

        神不要我們只盼望到了天上才享受那幾種福氣，神要我們現在就預先嘗到天上的滋味。現在雖然不

能享得完全，但至少可以享得四分之三。我們相信，到了天上，自然可以不饑不渴，不受炎熱的傷害，

被領到水泉的旁邊，那麼，為什麼不相信在今天就可以享受這一些呢？神說，今天就可以享受這三種福

氣！這些人是『從遠方來…從北方，從西方來…從希利尼人之地來』的。（賽四九 12。）當他們在路上

的艱苦中，神應許他們『不饑不渴，炎熱和烈日必不傷害他們，因為憐恤他們的，必引導他們，領他們

到水泉旁邊。』神有這樣美好的應許給他們。我們現在就是這些旅客，離了我們地上的家鄉，要往新耶



路撒冷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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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用愛傳遞愛 

 

        宜蘭生命教育工作在已過的一學期，有育才國小、壯圍國小和宜蘭國小共十三個班级實施。生命教

育的志工老師皆是自願服務、且自行奉獻，購買各樣文具、小禮物，當作獎勵送給小朋友們，真是值得

敬佩！就如聖經裏使徒保羅所說：『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

子。』這善工便是這些志工老師對小朋友起初的愛。 

        在育才國小和壯圍國小，志工老師利用早上的晨光時間，跟小朋友講故事玩遊戲。在宜蘭國小，志

工老師則利用午休時間，陪伴這些在班上需要個別輔導，或是高風險家庭的小朋友。所謂高風險家庭，

有父母親因吸毒在獄中、父母離異的單親家庭、或是祖父母扶養的隔代家庭，這些小朋友不能選擇自己

的父母親、自己出生的家，但是他們有受同等教育的權利。只要在他們童年時期，多陪伴他們、關懷他

們，讓他們心中有愛，有榮譽感、肯付出，就能平安的走出叛逆期，這些小朋友是國家未來的棟樑，更

是神在地上的產業，為着神的工作，我們應當為着神預備器皿；使小朋友的心都成為好土。 

        主耶穌基督希望我們行事為人要像初生的嬰孩那般的純真，我們生命教育的工作，便是盼望這些天

真的小朋友，經由我們志工老師的陪伴、關懷，就像小樹苗般受到灌溉、照料，成為能面對大風大雨的

大樹，那福音種子便由他們傳開，主耶穌的光和愛便能普及大眾，這樣社會負擔也減輕了；問題青少

年、問題家庭也減少了。這就是我們從事生命教育的志工最大的心願。（林志漢弟兄） 

 

       我很感謝能有這個機會去接觸到生命教育，雖然每禮拜只有短短半個小時與小朋友接觸，但每次上

課前看到他們蹦蹦跳跳的進教室，下課也會來抱抱你，跟你分享最近發生的事情，覺得這短短的時間也

能讓自己有好心情一整天。（宜蘭大學林言翰 福音朋友 ） 

 

        這學期配搭生命教育的課程。享受過程中跟五位孩子們從陌生到熟悉，一起學習共同成長。感謝主

讓我有機會進入生命教育的行列，讓我從以往內向的個性轉為外向，並在教學中看見孩子們的單純與真

誠。（宜蘭大學田以安弟兄） 

 

       撒母耳記十五章二十二節下，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在召會中服事千萬要注意两件

事，一是血，二是脂油，血豫表基督的聖別公義，脂油豫表基督的得榮耀。 

        生命教育在課堂上，我們雖不能直接傳講基督，但我們可以藉看生命無價，只有你是唯一，你是最

特別，最優秀的來鼓勵學生，在課上可以暢所欲言，相關的問題，可以提出發問，給他們合適的解答，

顯出愛與恆忍，彰顯基督，榮耀神，見證父神是一切創造的源頭，來榮耀主的名。 

        課程末了，我們會留一些時間給同學們上台分享今天的課程，藉此可以拓展視野，因着我們的態度

認真，實在，同學們也都願意配合，認真學習，還有班上總會有一兩個學習較遲緩者，透過輔導，都能

看見，學習正在進步中，這是最讓人欣慰的事，因此級任老師也特別讃賞這樣的課程，感謝讚美主！

（蕭金煜弟兄） 

        每次服事前我和配搭的瑞琴姊妹都會為孩子和教材有交通和禱告，服事後也有一些的檢討。雖然他

們都是因有特殊的情形而來上生命教育課程，上課時也需花點心思管理秩序，但在期末時他們都有進

步。不愛說話的，話變多了，也較願表達感覺。有跟同學易起衝突的，也改善了。感謝主給我這樣的服



事機會和配搭，以及得榮基金會的美好教材。雖然只擺上一點時間，確能讓主在更多人身上有路，讚美

主。（李王秀玲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