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11/20(週一)~11/25(週六)，內容為『召會的恢復』第五篇。 

二、宜蘭市召會讀經追求進度表： 

三、新春華語特會接待：2/16~2/17(兩夜)接待朴子召會；2/18~2/20(三夜)接待海外聖徒，請弟兄姐妹彼

此告知，同蒙恩典，登記請洽李建廷弟兄、林世麟弟兄。 

四、2017 年全台眾召會感恩節特會信息暨禱研背講追求：時間：12/1（週五）至 12/2（週六）；地點：中

部相調中心；每人 1000 元（含信息綱要附經文），意者請洽邱淑眞姊妹。 

五、宜蘭市召會 12/10(主日)外出擘餅相調，地點：冬山三富農場，費用：大人 350，學生 200，學齡前免

費。當天 9:30 在三富農場聚會，會後一同在農場餐廳用餐相調。請於 12/3(主日)前向各區負責弟兄報

名並繳費。 

六、福音茶會：12/23 下午三點半於進士會所聚行；主題：更美的家。請弟兄姐妹彼此邀約並代禱。 

七、青年成全：12/8(週五)晚上七點至九點；12/9 早上八點至十二點；12/15~12/16 時間一樣，請青年弟

兄姐妹一同參加，並進入神的經營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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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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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峰銘、

黃昌；11 月延平區：曾華富、李忠霖等弟兄姊妹，並穩定在召會生活中代禱。 
四.為蘇榮瑞先生（蘇獻隆弟兄父親）因肺炎住進加護病房代禱，林芬蘭姊妹肺腫瘤(已轉移)治療 

 
 人數統計 (11/6~11/12) 

日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讀經含 

註解 

太二十五 

1-7 

太二十五 

8-13 

太二十五 

14-18 

太二十五 

19-30 

太二十五 

31-40 

太二十五 

41-46 

生命讀經                       第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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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4 8 6 5 -- -- 5 9 -- -- -- -- 17 

礁溪鄉召會 29 10 22 30 14 -- 30 -- 1 -- -- -- 40 

壯圍鄉召會 6 5 5 6 -- -- 8 5 7 -- -- -- 18 

員山鄉召會 61 9 7 14 9 -- 4 21 6 -- -- -- 77 

蘇澳鎮召會 15 2 9 10 9 -- -- 7 -- 1 --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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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56 16 16 40 29 -- 6 13 -- -- -- -- 86 

延平區 34 -- 4 19 8 -- 2 -- 12 11 -- -- 40 

進士區 66 11 2 33 29 -- 1 1 -- -- -- -- 71 

青少年區 15 10 2 18 8 -- 3 5 -- -- 15 18 30 

合  計 306 71 82 190 114 0 68 73 26 12 15 18 418 



                       為着建造基督的身體      2017/11/19 第⼀百零三期         
    神在宇宙中有一個特別的工作，就是要建造祂

兒子的身體。神把這工作託付給使徒、申言者、傳福

音者、牧人和教師；這工作在他們身上就成了特別的

職事，為着建造基督的身體。 

直到我們眾人都達到了信仰上並對神兒子之完全認

識上的一 

    四種有恩賜的人負責那專一職事的工作，一直

作到一個地步，使我們眾人在兩面的事上一致：就客

觀方面來說，我們眾人被建造到一個地步，在信仰上

一致，有同樣的認識。就主觀方面來說，我們眾人被

帶領到一個地步，在認識神的兒子，在經歷基督這件

事上也一致。 

達到了長成的人 

    我們眾人不僅要在信仰上，並在認識神兒子上

一致，更要達到一個地步—長成的人。 

達到了基督豐滿之身材的度量 

    我們眾人至終都要達到一個身材的度量，就是

基督的豐滿所長成的，使基督的豐滿完全在召會中

長成祂身材的度量。 

不再作小孩子，為波浪漂來漂去，並為一切教訓之風

所搖蕩 

    神所作那職事的工作，是要把基督作到人裏面，

並使基督在人裏面長大。小孩子乃是一班對神的兒

子認識不瞉，在基督裏長大不瞉，更沒有讓基督的身

量長成的人。當我們對神的兒子認識得瞉多，在基督

裏長大，並且讓基督的豐滿在我們裏面長成祂身材

的度量，我們就不再作小孩子。 

在於人的欺騙手法，在於將人引入錯謬系統的詭詐

作為 

    基督徒中間各種使人受打岔而離開基督與召會

的教訓，這些教訓或者在於人的欺騙手法，或者在於

詭詐作為，其目的是要『將人引入錯謬系統』，這錯

謬系統明顯出於撒但。我們為神說話要當心，常常在

我們思想如何傳講信息時，撒但就把他的東西注射

到我們的思想裏。 

    撒但的計謀和神所託付那職事的工作相牴觸。

神所託付那職事的工作，不是叫人發熱心，或叫人為

着基督有更多活動，乃是要把人帶到基督裏，脫離自

己，經過十字架，更深的進入基督裏面，好完全認識

神的兒子，而讓基督的豐滿在人裏面長成祂身材的

度量。但是惡者撒但這狡猾的詭計就是要用其他的

東西吸引人，叫人注意基督以外的東西。 

    撒但常把他的系統、法則、計謀改變樣子，擺到

許多傳道人口中當道理來講。這些道理成了教訓之

風，叫人摸不着基督，也摸不着基督的同在。我們要

仰望主的憐憫，神的心意乃是要把人帶到祂兒子裏，

使人認識祂兒子，叫祂兒子的身量長大。 

在愛裏持守真實 

    在愛裏就是在神的愛裏；我們愛神，愛聖徒，愛

召會，這愛乃是出自神的愛。這是神的愛，也是我們

的愛，我們在這愛裏持守真實。 

在一切事上長到祂，就是元首基督裏面 

    在愛裏持守真實的結果，就是一切事上長到元

首基督裏面。我們在每一件事上都該長到基督裏面。 

本於祂，全身叫身體漸漸長大 

    本於祂，就是本於元首，全身各部分都盡功用，

就叫身體長大。全身藉着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着

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聯絡在一起，並

結合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裏把自己

建造起來。到這時候，我們看見每一肢體都在盡功

用。有專一職事的人成全聖徒，使聖徒都能盡功用；

當聖徒都在盡恩賜的功用時，基督身體就漸漸長大，

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 

 (摘錄自/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生活與職責/第六篇) 



經文選讀-------------------------------------------------------

--國度的福音傳遍天下 

讀經：馬太福音二十四章 13〜14 節 

 

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雖然許多人的愛心漸漸冷淡，但『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太二四 13）因著猶太信徒要遭受逼

迫，主就呼召他們忍耐到底以得救。他們需要在主裏操練忍耐，不要丟棄他們的信心。這裏的得救含示

被救到國度的實現裏。假定有些猶太信徒因著受逼迫並被恨惡而失敗，那些失敗的人就不會有分於諸天

之國的實現。因此，在這一節，得救不是得著永遠的救恩，乃是從逼迫中蒙拯救，並且被救到國度的實

現裏。 

國度的福音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  

十四節說，『這國度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到。』國度的福音，包括

恩典的福音，（徒二十 24）不僅把人帶進神的救恩，也把人帶進諸天的國。（啟一 9）恩典的福音重

在罪的赦免、神的救贖、和永遠的生命；國度的福音重在神屬天的管治和主的權柄。在這世代結束之

前，國度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 

    國度的福音乃是對萬民（外邦人）作的見證。在這世代結束以前，就是大災難以前，這見證必須

傳遍全地。 在四至十四節，我們看見從基督升天直到這世代的終結，就是大災難的三年半，關於猶

太人的真實歷史。在大災難來臨以前，這些經文的每件事都要發生。最後一項是傳揚國度的福音。我

信主恢復中的召會要接受負擔，把這福音傳遍天下。恩典的福音已經傳遍各洲，國度的福音卻還沒有。

恩典的福音是較低的福音，國度的福音卻是較高的福音。這較高的福音要藉著主恢復中的召會傳到各

洲。這世代終結最有力的兆頭，要在大災難以前發生。因此，這世代終結最重要的兆頭，乃是國度的

福音傳遍天下。 

（摘錄自/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六十一篇） 

 
神豐富全備的屬性---------------------------------------------
-------嚴厲、不偏私 
 

嚴厲 

羅馬十一章二十二節顯示，神的另一個屬性是嚴厲：「你看神的恩慈和嚴厲；對那跌倒的人是嚴厲，

對你卻是神的恩慈，只要你常留在祂的恩賜中；不然，你也要被砍下來。」神有恩慈，也有嚴厲。雖

然祂是恩慈的，但祂也非常嚴厲。恩慈與嚴厲都是神聖的屬性。 

 

不偏私 

不偏私是神的一個屬性。關於這點，彼得在行傳十章三十四節說，「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在

羅馬二章十一節保羅說，「神並不偏待人。」不僅如此，在以弗所六章 9 節保羅說，「作主人的，也要



同樣待奴僕，放棄威嚇，知道他們和你們的主人，乃是在諸天之上，祂並不偏待人。」這些經文也指

明神不偏私。 

（新約總論第一冊神/第十一篇/神—祂的屬性四） 

全臺姊妹集調蒙恩見證（三）--------------------------------享受
黑們的甘露 
 

    感謝主！我們何等有福生在新約時代，並且在主的恢復裏，『神永遠的定旨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並

隱藏在神裏之奧祕的經綸』，已藉著使徒的教訓和交通向我們揭開啟示出來。在這次姊妹集調中所釋放的信

息『召會的恢復』再次蒙光照得鼓勵並被題醒，召會的敗落乃是在真理上偏離神的目標，沒有看見召會的異

象，不認識召會是團體的、是基督的身體、是新人、是基督的新婦。 

    為著有分召會的恢復，將所看見神對召會永遠的定旨，以及隱藏在神裏之奧秘之經綸向眾人照明。我願

意重新有一個更新的奉獻，竭力操練自己的靈，天天堅定持續。不但要有按時的禱告更要有定時定量的研讀

聖經及生命讀經，如同以斯拉一樣立定心意研考聖經，並遵行神的話語，且與弟兄姊妹互相教導、彼此供應

基督做生命，並以尼希米為榜樣，正確、純潔、積極、進取，愛主、愛召會，為神在地上的權益禱告，在身

體的配搭裏，竭力保守那靈的一，享受流淌的膏油和黑門的甘露，並被構成而成為召會的守衛和保護，直到

主的再來。（許林峰枝姊妹） 

 

    此次參加姐妹集調，在聽信息前，與同住的姐妹一起操練同讀第一篇綱要內容，如此的操練叫我更有吸

收的力量來聽弟兄們的交通，為此感到無比的喜樂和感謝。弟兄們竭力的將神對召會永遠的定旨、並將那隱

藏在神裏之奧秘的經綸向眾人照明，我們如今是身在此奧秘中，也是在神堅定的定旨裏，並且弟兄說，就是

路德馬丁將封鎖的聖經打開，並恢復因信稱義的亮光，可惜召會的定旨對他尚未揭開，如今這奧秘的經綸竟

然向我們照明，並且召會也帶著向人照明的使命。為了這個看見，我們都必須常常讓神照明我們，使我們知

道神向著我們的定旨，祂的呼召是永不後悔的。（崔黃春紅姊妹） 

 

    因為神已經使我們知道這奧秘，知道召會是神永遠計畫的中心。羅馬八章二十八節說，『還有，我們曉

得萬有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弟兄姊妹在一裏同居，而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詩篇一百三十三篇一到二節：『看哪，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這好比上好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此次的集調不

只帶了孫女，也帶了在適應婚姻生活與當母親的女兒。過程中我經歷到那靈的供應，並肢體代求的交通。使

我在枯乾、碰壁的無助之下，由於姊妹們的代禱，以及肢體的幫助與陪伴，使因為生病而哭鬧不休的孫女能

得到舒適安息。甚至勞苦一天的弟兄在下班後，因著我們一通電話，馬上一刻不停的就帶我們和孫女去就醫

看診。 

    恩典的神在基督裏作我的經歷，享受並得著。感謝讚美神，膏油的塗抹與生命的供應，使我們能生活在

召會中，在一的立場上經歷神所應許生命之福。(賴張素琴姊妹) 

 

 職事文摘                       我們要更活、更進取且更被激動 
 

    我們若要在工作上進取，就不可對主無所謂。我們對主必須一絲不苟，告訴祂說，『主，你必須改



變我。我不能保持原樣。』這樣的改變並不在於獲得更多知識，乃是要更活、更進取且更被激動。我

們必須禱告，並將自己獻給主，說，『主，我在這裏為著你。無論你要甚麼，我都給你。雖然我是個小

肢體，但是我為著你。』（摘錄自職事文摘第二卷第三期：事奉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