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10/30(週一)~11/4(週六)，內容為『召會的恢復』第二篇。 

二二二二、、、、晨禱時間：每日上午 7：00~8：00，地點為各召會或各區會所。 

三、宜蘭市召會讀經追求進度表： 

四、二○一八年福音月曆，每份定價 160 元，11/30 前訂購，優惠價 120 元。信徒日誌優惠價 65 元。 

請向吳呂琪峰姊妹登記購買。（0980-124-286） 

五、新春華語特會將於 2018 年 2/16〜2/18 在臺灣舉行，已開放報名；所有與會聖徒皆需報名，報名截止

日 11/23。報名請洽各區服事弟兄報名請洽各區服事弟兄報名請洽各區服事弟兄報名請洽各區服事弟兄。特會前與特會後皆有接待，請弟兄姊妹聖別時間一同接待。 

六、相調接待：台北市召會九會所於 11/4 至 11/5 來宜蘭相調訪問，人數約 20 多位，需接待一晚，請聯 

絡李建廷弟兄、林士麟弟兄。 

七、蘭訊將於十一月開始不再發印紙本，皆採用 Line 發送電子版，請弟兄姐妹彼此告知。 

 禱告事項 

一. 繁殖擴增：兒童是大的福音，這十年內，宜蘭縣眾召會全體全力作兒童。本學期共有宜蘭、育才，壯
圍三所小學，十三個班級，加入生命教育課程。請為生命教育課程的進行及服事志工代禱，願生命的
種子遍撒在校園之中，得着兒童、老師及家長。 

二. 原有福音車使用年限已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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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新受浸聖徒：八月/宜蘭市延平區：張瑞涵，林宛頻，李榮杰；進士區：鄭麗玲、吳詠綺；文化區: 谷

蕾。九月/延平區：張哲維、王瀚翔；進士區：蕭美雪；員山召會：林沛緹、林予新等弟兄姊妹，並穩
定在召會生活中代禱。 

四.為楊鴻章先生（蘇楊麗珠姊妹父親）因肺炎住進加護病房代禱，在病痛中經歷主的大能和恩典。 

 

人數統計 (10/16~10/22) 

日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讀經含 

註解 

太二十二 

1-10 

太二十二 

11-14 

太二十二 

15-22 

太二十二 

23-33 

太二十二 

34-40 

太二十二 

41-46 

生命讀經                          第五十八~五十九篇 

         項目 

 地方 主日 

集中 

主

日 

申

言 

禱

告

聚

會 

小排

聚會 

家

聚

會 

受

浸

人

數 

晨興 兒童 青少年 

召會

生活 
個

人 

團

體 

主

日 

小

排 

主

日 

小

排 

頭城鎮召會 13 11 4 5 -- -- 3 9 -- -- -- -- 13 

礁溪鄉召會 30 14 16 25 13 -- 31 -- 2 -- -- -- 45 

壯圍鄉召會 9 6 5 6 -- -- 5 5 2 7 -- -- 19 

員山鄉召會 44 17 6 25 8 -- 8 15 5 8 -- -- 66 

蘇澳鎮召會 18 8 9 7 12 -- -- 8 1 -- -- -- 26 

大同鄉召會 10 1 9 15 8 -- 9 12 -- -- -- -- 18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63 -- 11 51 24 -- 7 8 -- -- -- -- 90 

延平區 30 -- 3 14 -- -- -- -- 12 11 -- -- 31 

進士區 53 15 6 26 9 -- -- -- -- -- -- -- 59 

青少年區 20 10 5 22 14 -- 2 6 -- -- 20 22 28 

合  計 313 66 70 217 100 0 69 63 22 26 40 30 419 



                          為要充滿萬有                   2017/10/29 第⼀百期         
    基督充滿萬有的過程乃是先經過召會。基督是

頭，召會是祂的身體，萬有是這身體外的環境。祂

要充滿萬有，就必須先充滿召會這身體。祂作召會

的頭，乃是作萬有的頭；祂充滿召會，乃是要使祂

自己充滿在萬有中。所以，召會乃是那在萬有中充

滿萬有者的豐滿；意思就是，召會是那充滿萬有者

所充滿的。因此，基督要充滿萬有，就必須先充滿

召會，祂在萬有中要先建造一個身體，為使祂能充

滿萬有。 

以基督身體為憑藉 

基督將恩賜賜下來，是要為祂建造一個身體，好讓祂

來充滿；也可以說，祂將恩賜賜下來，建造一個身體，

乃是為著祂要充滿萬有。使徒、申言者、傳福音者、

牧人和教師，就是那些有恩賜的人，那些有恩賜的人

從元首得着恩賜，就是他們屬靈的本能，以建造召會

作基督的身體，好叫基督充滿其中，直到有一天，基

督能藉此完全充滿萬有。 

基督原在天上高處，降到地上，在肉體裏經過十字架

的死，在死裏解決了許多難處，然後復活，衝破黑暗

的權勢，超過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升到高處。這一位

原在高處者，降到低下之處，又升上高處，如今祂超

越每一個地方。使徒保羅說，祂這樣作乃是為要充滿

萬有—這是祂的目標和目的。祂要達到這目標和目

的，需要藉着祂的身體，就是祂的召會。祂能充滿這

身體，就能藉着這身體充滿萬有；而這身體乃是藉着

那些有恩賜的人建造成的。為這緣故，祂纔賜下各樣

的恩賜。 

基督最終的目標乃是：『為要充滿萬有』；祂充滿

萬有的步驟是藉着召會，而召會的產生是藉着恩賜。

因此，恩賜的賜下乃是為著建造召會，而建造召會是

為要藉着召會，使基督能充滿萬有。 

願主開我們的眼睛，使我們看見，今天那些有

恩賜的人所作的是何等大的事—不是僅僅建造召

會，或僅僅建造基督的身體；乃是要藉着建造這身

體，使基督能從這身體來充滿萬有。這是件太大的

事。今天基督還沒有充滿萬有，不要說萬有沒有充

滿，連一個小小的城市也沒有充滿。所以祂還需要

繼續作工，好得着召會，充滿召會，使祂至終能充

滿萬有。 

恩賜的功用 

真實屬靈的恩賜，乃是使人裏面基督的成分加多，

乃是作工使人裏面充滿基督。以弗所書中心的思

想，是神與人調和；而以弗所書裏所說建造召會的

恩賜，乃是為使神能調在人裏面。屬靈恩賜真正的

作用是叫基督調在人裏面。我們傳福音，實際上就

是把基督傳給人；我們幫助弟兄姊妹，實際上是要

使他們裏面基督的成分加多。建造基督的身體，乃

是把基督建造到人裏面；使建造所用的每一塊石

頭、每一塊材料，都是基督自己。我們可能為主發

熱心、幫助人、造就聖徒；但卻沒有深深領悟到，

我們從主復活生命所領受恩典的恩賜、屬靈的本

能、以及所受的託付，並不是叫我們作別的，乃是

要把基督作到人裏面，使基督一切的豐滿都進到人

裏面。 

每一個領受恩賜的人，都該清楚看見，神賜給

我們恩賜只要我們作一件事—把基督作到人裏面。

若不然，我們所盡的恩賜，就不是標準的恩賜，我

們所作的就不是及格的工作。 

神調在人裏面，藉着人來充滿萬有；這人是個團

體人，這團體人就是召會。祂命定我們在這榮耀的事

上有分—我們有一個更高的目標，就是把神作到人

裏面，調進人裏面。神已經經過成為肉體、釘死十字

架、復活並升天的過程，為要把祂自己作到人裏面

來；這就是所有的恩賜該作的。盼望我們為此有禱

告、仰望，求主給我們看見，我們蒙召受託付所要作

的，不是別的，乃是要使這位榮耀的主能經過我們，

好叫我們能為祂勞苦，使祂能進到人裏面，加增到人

裏面。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要作的。 

(摘錄自/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生活與職責/第三篇)  

 



屬天嗎哪-------------------------------------------------關乎基
督的啟示惟獨來自神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聖經經節聖經經節聖經經節聖經經節    

馬太十六馬太十六馬太十六馬太十六 16161616：：：：西門彼得回答說西門彼得回答說西門彼得回答說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你是基督你是基督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兒子是活神的兒子是活神的兒子是活神的兒子。。。。    

馬太十六馬太十六馬太十六馬太十六 17171717：：：：耶穌回答他說耶穌回答他說耶穌回答他說耶穌回答他說，，，，西門巴約拿西門巴約拿西門巴約拿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因為不是血肉之人啟示了你因為不是血肉之人啟示了你因為不是血肉之人啟示了你因為不是血肉之人啟示了你，，，，    

                                                    乃是我在諸天之上的父啟示了你乃是我在諸天之上的父啟示了你乃是我在諸天之上的父啟示了你乃是我在諸天之上的父啟示了你。。。。    

馬太十六馬太十六馬太十六馬太十六 18181818：：：：我還告訴你我還告訴你我還告訴你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你是彼得你是彼得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    

 

彼得這一個承認，不是屬血肉的所能告訴他的；彼得這一個承認，是他從神那裡所得著的啟示。這給

我們看見，彼得所得著的，不是一個傳授的基督教。不是人告訴彼得說，祂是基督，所以彼得也說，祂是基

督；不是人告訴彼得說，祂是永生神的兒子，所以彼得也說，祂是永生神的兒子。這不是彼得自己想出來的，

也不是任何人對他說的，乃是在諸天之上的父給他啟示，叫他有這一個認識。彼得這一個承認，不是根據於

個人的想法，也不是根據於別人的教訓，乃是根據於神將祂的兒子啟示在他的靈裡，所以他認識祂是神的兒

子，認識祂是神的基督。 

召會是建造在這一個承認上，這一個承認是根據於神的啟示，並且這一個啟示是給人看見，基督的身

位和工作。在諸天之上的父，將祂自己的兒子指示給彼得的時候，是給彼得看見，祂怎樣是神的兒子，祂也

怎樣是神的基督。主說，『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這磐石是甚麼？就是彼得剛纔所承認的：『你

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這一句話是人的承認，這一句話是神的啟示，這一句話也是基督自己。這就是

磐石。主是要把祂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 

(經文取自聖經恢復本，闡釋部份取自倪柝聲文集〝中心的信息，第 112 至 113 頁。兩者皆由加州安那翰水流職事站出版。) 

 
 
 
神豐富全備的屬性                              恩慈、恆忍 
 

恩慈 
    新約啟示出恩慈這個神聖屬性。羅馬二章 4 節說，「還是你藐視祂豐富的恩慈、寬容與恆忍，不曉得神

的恩慈是領你悔改？」羅馬十一章 22 節說到神的恩慈和祂的嚴厲，強調神恩慈的屬性。不僅如此，以弗所

二章 7 節宣告說，「好在要來的諸世代中，顯示祂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恩慈中恩典超越的豐富。」恩

慈是一種仁慈的良善，出自憐憫和愛。神的恩典是在這樣的恩慈中賜給我們的。提多書三章 4-5 節說，「當我

們救主神的恩慈，和祂對人的愛顯現的時候，祂便救了我們。」乃是我們救主神的恩慈和愛拯救了我們，使

我們與人有別。 

 

恆忍 

     羅馬二章 4 節也說到神的恆忍。這也是一個神聖的屬性。恆忍不只是忍耐。牠的意思是恆久忍受。「恆

忍是面對激怒而自制的品性，不倉促報復或立即懲罰；恆忍是慍怒的相反詞，與憐憫相連。（哈格與范恩，

Hogg and Vine。）（摘錄自新約總論第一冊/神/第十一篇/神－祂的屬性(四)） 

 

 



 

青少年成全見證----------------------------------------⼀帶⼀路與
青年人的態度 
一帶一路，全稱又叫做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是古代經商絲綢往返之路的北絲綢，

建設鐵路的路上設施；「一路」是南絲綢，透過海路建立網絡，兩者貫通了東亞、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

及歐洲。 

這是一個非常宏觀，將會帶動全球人口物資流動的、最大的貿易聯絡網，它的路線涵蓋了各個民族、

領域、政治甚至宗教，但我們必須明白，不能單單看一帶一路崛起而帶來的經濟發展，也要有屬靈的眼光，

也思考這樣的發展如何營造成一個更廣大的福音契機。首先，以現在看一帶一路的經濟策略，影響著邊鄰六

十多個國家以及許多的人口。這些地方大部分都是過去福音無法傳入之地，而現在主開了路，路開了，人就

進來了，弟兄姊妹也進來了，最後帶進福音的廣傳。 

路已鋪好了，人在哪裡呢？宋弟兄勉勵我們以此為目標，好好裝備自己，也要看重自己的那一份。別

做著工又羨慕律師的地位，當著醫生又羨慕機長能夠四處飛。在神眼中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功用，都是獨一無

二的，也許主需要的正是我們原本的樣子，許多人慣於複製別人成功的表現，卻始終無法在該領域發光發熱，

即便小有成就也是別人的複製品，唯有發現自己的長處，創造獨特的長才，才能有更明顯的功用，為主所用。 

從一帶一路來看，告訴我們主就要來了，就像夜裡的賊一樣到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那時，

兩個人在田裡，取去一個、撇下一個，兩個女人推磨，取去一個，撇下一個；所以我們要豫備，不只為我們

自己也是為著神的目標，雖然經常遇到許多令人挫折的試探，求主教導我們，學習尋求祂的心意，為主站住，

深信福音的門是會打開的！(專三 黃薇寧姊妹) 

 

今天的信息，讓我知道，我們不該『逃避』聚會，乃

是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慾，我經常被 3C 產品所霸

佔，一旦拿到手，就鬆不開手了。這是我要操練的，

回到靈裏，回到主面前，而不是讓時間白白的流去。

(小六 陳玗妤姊妹) 

 

每次的青少年成全，都讓我得到很多東西。其

中我最摸着的，是宋弟兄說的『教育』。弟兄勉勵我

們要積極學習，在學習中得着知識，能夠成為主可用

的器皿，並能在學習的過程中，經歷主的同在。此外

這世代誘惑太多，我們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慾，關心弟

兄姊妹的情況，找到同伴一起來追求操練。(國一 林

馨慈姊妹) 

 

我們要在年輕的時候就立定志向，積極找到

自己的興趣，為着主的恢復，裝備好自己，除了在課

業上必須努力之外，在真理的操練上，也要把握時間，

抓住聚會，作一個得勝者。要時時提醒自己，手機若

是用在學習上，就是正向的；但若是拿來當作消遣娛

樂，就會成為負面。弟兄姊妹之間必須互相提醒，因

為我們是同伴，是一群清心呼求主的人，我們所要追

求的，乃是公義、信、愛、和平的神。(國三 許宥葳

姊妹) 

 

不要叫人小看我們年輕，我們不要只知道讀

書，而是能夠分別時間給神。要贖回光陰，抓住每次

的聚會，為着以後的服事能盡功用。不要因為讀書就

不參加聚會，成了一個只會讀書，什麼都不會的弟兄

姊妹。脫離世界的霸佔，逃避青年人的私慾，在年輕

的時候，我們就能知道愛主，事奉主，裝備自己，成

主合用的器皿。(國二 吳凱欣姊妹) 

 

看重我們的聚會，不要被任何事物影響，中斷

聚會。為着主的恢復，我們要趁著年輕時多操練，讓

自己成為主合用的器皿，而不再被 3C 產品霸佔，要

能夠適時的逃避，就像逃避青年人的私慾。也要從現

在開始設立目標，不再把時間浪費在屬撒但的世界

裏。(國二 陳宥瑄) 

 

不能叫人小看我們年輕，所以我們在這個時候就要

開始操練，為著能活出神的美意。使人看見就算還是

青少年的我們，也能作神有用的器皿。我們經常會被

世界吸引，被撒但擄去，所以我們要操練，將自己心

裏的房間空出來，讓神進到我們的裏面，作我們的中

心，逃避那些人性的私慾。(國二 曾采潔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