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12/4(週一)~12/9(週六)，內容為『召會的恢復』第七篇。 

二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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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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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歡迎福音朋友參加。請於 12/3(主 
日)前向各區負責弟兄報名並繳費。 

五、福音茶會：12/23(週六)下午三點半於進士會所聚行；主題：更美的家。請弟兄姐妹踴躍邀約福音朋 
友並代禱。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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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錄影訓練教材登記：請於 12/7(週四)前向各區書報服事者登記，以便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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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延平區：曾華富、李忠霖；進士區：吳正賢、林家雯等弟兄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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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 

痛中經歷主的大能和恩典。 
 

 人數統計 (11/20~11/26) 

 

日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讀經含 

註解 

太二十七 
1-26 

太二十七 
27-32 

太二十七 
33-44 

太二十七 
45-50 

太二十七 
51-56 

太二十七 

57-66 
生命讀經                         第七十、七十一篇 

         項目 

 地方 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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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

告

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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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排

聚會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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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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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 兒童 青少年 

召會

生活 
個

人 

團

體 

主

日 

小

排 

主

日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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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9 11 4 4 -- -- 5 8 -- -- -- -- 21 

礁溪鄉召會 30 14 17 29 9 -- 31 -- 1 -- -- -- 38 

壯圍鄉召會 5 1 5 11 -- -- 6 6 7 -- -- -- 19 

員山鄉召會 52 17 8 11 18 -- 7 24 9 2 -- -- 72 

蘇澳鎮召會 6 4 4 4 4 -- -- 4 -- --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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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57 26 17 38 15 -- 4 6 -- -- -- -- 71 

延平區 40 10 10 20 12 -- -- -- 8 10 -- -- 43 

進士區 59 10 6 35 24 -- -- -- -- -- -- -- 69 

青少年區 26 9 3 27 4 -- 2 11 -- -- 26 27 30 

合  計 304 102 83 194 94 0 64 71 25 12 26 27 389 



                         召會全體來事奉        2017/12/03 第⼀百零五期         
本於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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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於祂，就是從這元首基督得着供應，使全身盡

功用，叫身體長大。我們想想自己的身體：我們的身

體乃是自己長大的，我們並沒有『幫助』它長大。譬

如，沒有一個作母親的，會把自己的小孩擺在床上，

用手從小孩兩頭拉扯，好使他長長一點。小孩子身體

長大，乃是身體自己長大的，不是母親可以幫忙的。 

    身體從頭那裏得着供應，然後就藉着每一豐富

的節，並藉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自己叫

身體漸漸長大。身體上的骨節是為着供應，筋是為着

聯絡。這些『供應的節』，就是使徒、申言者、傳福

音者、牧人和教師。我們看見，身體長大，自己將自

己建造起來，乃是藉着兩班人：一班是像供應節那樣

的人，另一班是大多數蒙恩的人，也就是每一部分依

其度量運行出來的功用。節是特別的，每一部分是普

遍的；這就是說，藉着那些有特殊恩賜的人（供應的

節），供應召會各肢體（每一部分），全身就得以建造

起來。 

得以聯絡在一起，並結合在一起 

    身體有兩個基本的活動：一個是節的供應，另一

個是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藉此，身體得以

聯絡在一起，並結合在一起。身體乃是藉此增長，而

自己叫身體得以建造起來。召會中少數有特殊恩賜

的人，是供應召會之屬靈的人；但是召會的事奉不是

僅僅在這些少數人身上，還有全體的成分。只有少數

特殊的恩賜是不彀的，還要所有的恩賜都顯出來。因

着主給我們看見這個亮光，這些年來我們就在這亮

光裏帶領召會。雖然有一些弟兄姊妹尚未被帶進事

奉裏，但原則上我們是如此的實行。這在我們中間不

僅是道理，乃是實際。也就是說，不是僅僅少數人來

建造基督的身體，乃是少數有特殊恩賜的人來作供

應，成全弟兄姊妹，使其都顯出功用，就叫身體自己

長大並建造起來。 

    身體從元首那裡得着供應而長大：一面是藉着

少數供應的節，一面更藉着全體每一部分的功用，使

身體得以聯絡在一起，並結合在一起。我們要一直抓

牢這原則，不要越過我們所該作的分；無論是作工的

人，或是地方召會的長老、執事和家負責，都得如此。

惟有這樣，召會纔能剛強。 

    我們還需要看見一件重要的事，就是這裏所說

的並不是人為的組織，乃是生機的身體。無論是供應

的節或是身體的每一部分，都需要活在生命裏，纔能

顯出功用。假使我們在這裏只有八百位活在生命裏，

那就只能有八百位顯出功用；因為只有活在生命裏

的人，纔能在身體裏顯出功用。 

   房屋是一個組織，但我們的身體是活的，是生機

的，不是組織起來的機器乃是長出來的生機體。所以

召會裏的事奉，不能用表面的組織，而必須憑著生

命，就是憑眾肢體裏面所長出來的生機功用。所有身

體上盡功用的肢體，都不是組織而成的，乃是長出來

的。所以在召會中，弟兄或姊妹要在眾聖徒中間顯出

功用，就必須活在生命裏，而有生命裏的長大。召會

是基督活的身體，只有活在基督生命裏的人，纔能在

召會裏顯出肢體的功用。 

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 

    召會要長大、得建造，不該靠外面的力量，乃該

靠自身的力量。先決條件是每位聖徒在愛裏持守真

實，摸着基督，在愛裏接觸基督，而在一切事上長到

基督裏面。惟有如此，纔能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

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在此，我們也看見四種作供應

的節的人—使徒、申言者、傳福音者、牧人和教師；

他們也不能單獨存在。他們需要靠肢體的維繫，纔能

供應別人。所以作基督身體的召會，乃是把自己建造

起來而得建造。 

(摘錄自/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生活與職責/第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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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愛徒所愛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到十三節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到十三節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到十三節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到十三節                    

    

    儘管宗教徒恨主耶穌，祂的門徒卻愛祂。那些愛祂的人，其中二人是患痲瘋的西門，和馬利亞，就是把

香膏澆在祂頭上的女人。患痲瘋的象徵罪人。患痲瘋的西門必定得了主的醫治，他感激主、愛主，便在家中

為主和祂的門徒擺設筵席，以享受祂的同在。得救的罪人總會這樣作。西門必定知道主即將被殺。他也許領

悟這是他向主表達他愛的最後機會。因此，他抓住機會，與主有進一步親密、愛的接觸。他把家打開，擺設

筵席，邀請了主和所有愛祂的人。 

    七、八節說，『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極貴的香膏，到祂跟前來，趁祂坐席的時候，澆在祂的頭上。門

徒看見，就惱怒說，何必這樣枉費？』門徒認為馬利亞向主愛的奉獻是枉費。已過二十個世紀以來，千干萬

萬寶貴的性命、心愛的奇珍、崇高的地位以及燦爛的前途，都曾『枉費』在主耶穌身上。對這些愛主的人，

祂是全然可愛，配得他們獻上一切。他們澆在主身上的不是枉費，乃是馨香的見證，見證祂的甘甜。 

    在十一節，主對惱怒的門徒說，『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只是你們不常有我。』這指明我們必須愛

主，並把握機會向祂表露我們的愛。馬利亞得到主受死的啟示，因此抓住機會，把她一切上好的澆在主身上。

我們對主要有啟示，纔能用上好的愛祂。 

    馬利亞和西門一樣，可能也想到這是她最後的機會，為著主的安葬膏祂的身體。真正說來，馬利亞是在

主耶穌被釘十字架以先，就把祂埋葬了。那些恨主，想要殺主的宗教徒，與抓住機會向祂表露愛的愛祂之人，

有何等的對比！ 

    十三節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無論在甚麼地方傳揚這福音，也要述說這女人所行的，作為

對她的記念。』在前節，主說到祂的安葬，含示祂為著救贖我們，將要有的死與復活。因此在這節，主稱福

音為這福音，就是指祂受死、埋葬並復活的福音。（林前十五 1～4）福音的故事是主愛我們，馬利亞的故事

是她愛主。我們必須傳揚主愛我們，也必須傳揚我們愛主。一個是為著我們得救，另一個是為著我們奉獻。

福音告訴我們主如何愛我們，但馬利亞愛的故事卻激勵我們愛主。因此，需要相互的愛。這必須伴同福音的

傳揚。（摘錄自/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六十八篇） 

 

神豐富全備的屬性----------------------------------------------
---------榮耀（下）  

 

    羅馬三章二十三節說，「眾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人是神照著祂的形象造的，為叫人為著祂

的榮耀彰顯祂。但人犯了罪，不但沒有彰顯神，反倒彰顯罪和有罪的己，因此，虧缺了神的榮耀。然而，我

們已被命定要得神的榮耀，並且蒙召來得這榮耀（林前二 7，帖前二 12）。現今我們信徒正被變化到這榮耀

裏（林後三 18），並且要被帶進這榮耀裏（來二 10）。至終我們要與基督同得這榮耀（羅八 17，30），在新耶

路撒冷裏帶著神的榮耀作神的彰顯。 

    羅馬九章二十三節說，「且要在那些蒙憐憫、早豫備得榮耀的器皿上，彰顯祂榮耀的豐富。」神創造我

們做祂的器皿，以盛裝祂並彰顯祂。神在我們這些豫備得榮耀的器皿上，彰顯祂榮耀的豐富。我們被祂的主

宰豫定來作祂的容器，祂貴重的器皿，以彰顯祂在榮耀裏的所是。這要在新耶路撒冷裏完全得顯明。 

    新耶路撒冷一個顯著的特色是有神的榮耀（啟二一 11），有神的彰顯。新耶路撒冷全城要帶著神的榮耀，

這榮耀就是神自己經過那城照耀出來。事實上，神的榮耀乃是新耶路撒冷的內容，因這城要完全被神的榮耀



所充滿。這指明那城是器皿，盛裝神並彰顯神。神的榮耀實際上就是神自己得顯明。新路撒冷滿了神的榮耀，

這件事的意思就是神在這城裏得顯明。今天召會生活也該有神的榮耀，在這奇妙的神聖屬性上顯明並彰顯祂。

（摘錄自/新約總論第一冊第十一篇/神〜祂的屬性四） 

  



信息分享---------------------------因弟兄在⼀裏同居⽽有耶和華所命
定生命的福 

 

    那作神居所的聖殿是建造在耶路撒冷的錫安山上，耶路撒冷的獨一立場豫表神所選擇的獨一立場，就是

一的立場（申十二 5）。惟有藉著耶路撒冷這獨一敬拜神的地方，神子民的一纔世世代代得蒙保守。新約也是

如此，神所命定一的正確立場，乃是一地一會的獨一立場（啟一 11）。就性質說，召會在神裏面是宇宙性的；

但就實行說，召會在一個確定的地方是地方性的，就如『在哥林多神的召會』（林前一 2）。『神的召會』，意

思是召會不僅為神所有，也有神為其性質和素質，這是神聖的、一般的、宇宙的、永遠的。『在哥林多…的

召會』，意指在一個城裏的召會，留在確定的地方，為著事務上的行政，以這地方為其地位、立場、和治理

的界限，這是物質的、專特的、地方的、暫時的。缺了宇宙的一面，召會就沒有內容；缺了地方的一面，召

會就不可能有出現和實行。 

    詩篇一百三十三篇是一位聖民上錫安時，因弟兄在一裏同居，有耶和華所命定生命的福而有的讚美；每

當弟兄們在膏油之下合而為一，就有神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一道豐滿、暢通、無止息的生命流。

弟兄在一裏同居，其善無法估計，好比上好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其美無法計算，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

山。作為亞倫所豫表的人，召會乃是一個新人，包括頭與身體，就是團體的基督，團體的祭司體系（弗二 15，

彼前二 5）。作為錫安所豫表的地方，召會乃是神的居所。 

真正的一是由流淌的膏油和降下的甘露所構成，使基督的身體在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裏，漸漸得以建造。以

弗所書四章也啟示，當我們在身體裏，竭力保守那靈的一時，我們就有那靈的膏抹。塗抹的膏油是複合的膏

油，乃是經過過程之三一神的終極完成，帶有神聖的屬性、人性的美德、基督的死和死的功效、以及基督的

復活和復活的大能（出三十 23～25，腓一 19）。一天過一天，在召會生活中，神聖、奧祕之複合膏油的一切

成分不斷的作到我們裏面，我們就自然而然在一裏。 

    一的立場就是經過過程的三一神應用到我們身上；這複合、包羅萬有、賜生命之靈的塗抹乃是我們一的

元素。我們若離開我們靈裏的那靈行事，就是分裂的、失去了一。我們若留在賜生命的靈裏，就保守了那靈

的一。複合的靈乃是為著那些在身體裏，為著身體，並為著建造身體之祭司的事奉。並且，那靈的供應就是

身體的供應，是藉著肢體的代求和交通而得著。 

    從黑門降在錫安山上的甘露，表徵那降下、新鮮、滋潤、浸透之生命的恩典，就是三一神作我們生命的

供應，給我們享受。黑門表徵諸天，宇宙中的最高處。我們藉著在錫安山上所接受的恩典，就能過一種世人

無法過的生活。在召會墮落之黑暗時期中那賜給眾地方召會的恩典，乃是為著那些尋求答應主呼召的得勝者。

至終，主耶穌基督那分賜給祂整個新約時代之信徒的恩典，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在今日的召會生活中，

我們越經歷基督這賜生命的靈，就越經歷三一神和祂神聖的屬性，我們天然的構成和個性就越減少，也就被

成全成為一（約十七 23，弗四 1～3）。 

    詩篇一百三十四篇作為一百三十三篇的總結，是末了一首上行之歌，乃是聖民上錫安時，因以色列人對

神殿中事奉之祭司的囑咐和祝福而有的讚美。一百三十四篇指明那些在錫安的人，能祝福每個人，並教導每

個人。祝福來自錫安，來自最高峰，來自達到了頂點、達到了得勝者地位的人；在每個時代和世紀，神的祝

福都因著得勝者臨到了召會。願我們成為這時代的得勝者。（摘錄自/台北市召會週訊/胡君楠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