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12/11(週一)~12/16(週六)，內容為『召會的恢復』第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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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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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冬季錄影訓練教材登記：請弟兄姐妹向各區書報服事者登記，以便服事，截止日期：12/10 號。 
六、安息聚會：蘇澳召會呂細妹姐妹(呂秀鳳姐妹的母親)於 12/5 安息主懷，訂於 12/15(週五)上五 8 點 

30 分在羅東壽園懷德廳舉行安息聚會，盼望弟兄們代禱扶持，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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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12/3) 

  

日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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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太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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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二十八 
8-10 

太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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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 

太二十八 
19 

太二十八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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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1 -- 4 4 -- -- 6 5 -- -- -- -- 12 

礁溪鄉召會 20 -- 18 29 16 -- 30 -- -- -- -- -- 38 

壯圍鄉召會 8 -- 6 -- -- -- 7 5 7 -- -- -- 19 

員山鄉召會 45 3 9 23 12 -- 4 22 -- 14 -- -- 76 

蘇澳鎮召會 19 2 6 5 8 -- -- 5 1 -- --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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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50 6 13 55 18 -- 10 5 -- -- -- --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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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士區 54 -- 9 32 23 -- -- -- -- -- -- -- 65 

青少年區 23 -- 2 19 6 -- -- -- -- -- -- -- 26 

合  計 280 21 86 202 103 0 66 54 16 24 0 0 395 



                       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2017/12/03 第⼀百零六期         
    論到基督徒的生活為人，我們必須看見神藉着

基督的救贖，使我們脫去了舊人，並且穿上了新人。

所以，基督徒生活的基本原則就是：不活在舊人裏，

而活出新人。真實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不讓舊人從我

們身上活出來，只讓新人從我們裏面活出來。每一個

要在地上活出神的心意，並要在生活上蒙神稱許的

人，就必須看見並注意，神在基督裏在我們身上所作

的基本工作，就是叫我們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在主裏見證 

    保羅在以弗所書四章十七節上半說，『所以我這

樣說，且在主裏作見證。』『在主裏作見證』，包括以

下的意思：第一，他是在主裏對我們說實在且鄭重的

話，他不是說虛浮的話，乃是在主裏對我們見證。第

二，他是一個活在主裏的人，他在主裏的生活，能向

我們見證他對我們所說的話。因此，在主裏見證，意

思是他的話是沉重、真實、不虛浮、不作假的；並且

說這話的人乃是活在主裏的人。他在主裏能向人證

實，能向人見證他所說的話。 

行事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們心思的虛妄裏行

事為人 

   這裏的行事為人，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生活行

動。我們從前在肉身上是外邦人，如今我們已經從外

邦人中被拯救出來，與外邦人有分別。我們不再是外

人和寄居的，乃是聖徒同國之民，是神家裏的親人；

所以我們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們心思的虛妄裏行

事為人』。人自從離開神、不認識神之後，就墮落到

心思裏。人未墮落時，原是活在神面前，行事為人是

在靈裏，受靈的支配。撒但引誘人喫善惡知識樹的果

子時，他的題議乃是針對人的心思而來。 

    當亞當和夏娃還沒有受引誘、受欺騙之前，他們

兩人活在神面前，不僅是無罪的，並且沒有理智的；

他們就是簡單的活在生命裏，一直活在神面前，在靈

裏受神的支配。但是撒但的詭計乃是用問號把夏娃

從這種光景裏帶出來，把她帶到理智裏。撒但引誘夏

娃的作法，乃是使她動腦筋講理由；她一動心思，就

已經墮落了。從那時起，人就從靈裏墮落到心思裏。

這樣，墮落的人就不活在靈裏，而活在心思裏：不再

受靈的支配，乃受心思的支配。 

墮落的人心中思念惡事 

    今天整個人類都服在頭腦之下，受心思的支配；

人不活在靈裏，乃完全活在心思裏。世界所以紛亂到

這地步、背叛到這地步，就是因為墮落的人類受心思

的支配，活在心思裏。 

    人墮落後，他們的心思都不是神自己，都是無神

的事物，都和神無分無關，因此盡都是虛謊、虛妄、

虛空的。只有神是真的、實的，在神之外，一切都是

虛假、虛妄、虛空的。外邦人的生活和行事為人，都

是受他們心思的支配，因此都活在心思的虛妄、虛空

之下。 

在悟性上昏暗，與神的生命隔絕 

    人的心思既然不思想神的事，只思想神之外的

事，他們心思的悟性、領會力就昏暗，對於神的事就

模糊、暗淡了。人在悟性上昏暗，乃是因着他們裏面

的無知，一面，無知是因着人裏面不要知道；另一面，

無知也是因着人心裏剛硬。人原來與神的生命是有

關係、有關係、有關聯的；乃是後來因着墮落，心裏

變剛硬，慢慢就與神的生命隔絕了。人既墮落，因着

裏面無知，心裏剛硬麻木，悟性昏暗，就無法接觸神

的生命。墮落的人因着裏面的光景，就與神隔絕。傳

福音的目的乃是要叫人與神的生命接觸，叫人得着

神的生命。因此，傳福音首要的工作，乃是使人的心

思轉變，使人的心憂傷痛悔，不再剛硬麻木，使人感

覺自己是何等邪惡、敗壞、得罪神。人的心一這樣憂

傷痛悔，感覺就柔細，就能與神接觸，而不再與神隔

絕；這樣，他就成為能接受神生命的人。 

(摘錄自/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生活與職責/第九篇) 



屬天嗎哪-----------------------------------------------------

-----------石頭救主 
 

行傳四 10：你們眾人和以色列眾百姓就當知道，乃是在拿撒勒人耶穌基督，就是你們所釘十字架， 

           神從死人中所復活者的名裡，在這名裡，這人纔站在你們面前健康完好。 

11：祂是你們匠人所輕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12：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彼得和約翰被查問是用甚麼能力，或在誰的名裡醫治那瘸者，彼得就抓住機會，更多述說作醫治者

的基督。他在三章陳明這位醫治者的六方面：神的僕人、聖別者、公義者、生命的創始者、申言者以及

那後裔－地上萬族都要因祂得福。這醫治者的各方面都是為叫我們得益處。但在四章彼得特別陳明這

醫治者為著神的一方面：祂是為著神建造的石頭。 

 

    行傳四章十二節常用於福音的傳揚，但你曾聽過人把這節和十一節連在一起使用麼？這兩節指明

十一節的石頭是救主。匠人所輕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除了祂的名以外，別無拯救。我們

惟有在耶穌的名裡纔能得救，而耶穌是那石頭。這意思是我們有一位石頭救主。在四福音裡，在馬太有

君王救主，在馬可有奴僕救主，在路加有人救主，在約翰有神救主。現今在行傳有石頭救主。我們的救

主不僅是君王、奴僕、人和神－祂也是為著神建造的石頭。 

  （摘錄自李常受著『使徒行傳生命讀經』，第 137 至 138 頁。） 

 

 

神豐富全備的屬性----------------------------------------------
---尊貴、尊大 

 

尊貴尊貴尊貴尊貴    

   啟示錄四章九節說，四活物「將榮耀、尊貴、感謝，歸與那坐在寶座上，活到永永遠遠者。」啟示

錄五章十三節說，『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裏的一切受造之物，以及天地間的萬有都說，

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能，都歸與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啟示錄的這些經文指明，尊

貴是神的另一個屬性。榮耀—彰顯出來的神自己〜指光景，尊貴指崇高的地位，尤其是指與這樣的地

位有關的尊嚴。 

 

尊大尊大尊大尊大    

    神的另一個屬性是尊大。猶大書二十四、二十五節說，『但願榮耀、尊大、權能和權柄，藉著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歸於⋯獨一的神我們的救主，從萬世之前，並現今，直到永永遠遠。阿們。』這裏的尊

大是指在尊貴裏的偉大。神有尊大的屬性，證明祂是最偉大者，滿有尊嚴。可以說，尊大是榮耀與尊貴

的總和。因為神有榮耀與尊貴，祂也就有尊大。 



（摘錄自/新約總論第一冊第十一篇/神〜祂的屬性四） 

  



召會生活見證------------------------------------------我真歡喜
在神的園子裏 

 

員山召會馬路福音行動分享員山召會馬路福音行動分享員山召會馬路福音行動分享員山召會馬路福音行動分享    

所以我們要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將他們浸入三一神：父、子、聖靈的名裡！(太二八 19) 

    每週四晚間在員山公園的馬路福音叩訪行動，都帶給我們全新的感受。 

    晚上八點鐘，弟兄姐妹先在員山公園表演台前集合一同禱告，然後弟兄姐妹就分組，有的往員山公園

夜市散發福音單張，有的在 7-11 門口，有的在員山公園裡接觸人，向人傳講福音。雖然在福音叩訪的行

動中，面臨氣溫驟降，有時又下起傾盆大雨，但是最讓我感動的是弟兄姐妹個個都是靈裡火熱，不受外面

天氣的影響，還是願意為主分別時間，一同有份於員山公園馬路福音叩訪的行動！ 

   每次的福音叩訪的行動對於我來說也是一種成全，以往如果在接觸陌生人的時候，有時不知該如何開

口，但是感謝讚美主！藉著弟兄姐妹在身體裡的配搭與扶持，並藉著現代科技的幫助，使我能向人傳講(人

生的奧秘)！每次要向人傳講福音之前，我都會先向主禱告：主，你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靈，乃是能

力、愛、並清明自守的靈！ 

    感謝主！在福音叩訪的行動中，另一組的弟兄姐妹們傳來了好消息！在他們接觸人的時候，有福音朋

友表示他想要認識主耶穌，弟兄姐妹們把握這個機會開車接送福音朋友到弟兄姐妹的家中，其餘的弟兄姐

妹，有的騎機車，有的開車，目標一致的前往弟兄姐妹的家中，一同配搭與扶持！ 

感謝讚美主!這位福音朋友在後續邀約參加十月十五日主日時，因此得救了！藉著週間的服事接觸，楊弟

兄目前也一同在主日時參加擘餅，阿利路亞 ! 

    我可以見證，當我答應主的呼召，參加員山公園馬路福音叩訪的行動後，我的靈真的有被挑旺起來！

藉著向人傳講福音，我的靈再一次的被點活了！傳福音報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是何等的佳美！讚美主！ 

（員山召會/沈裕湘弟兄） 

 

出外擘餅相調出外擘餅相調出外擘餅相調出外擘餅相調〜〜〜〜讓所有人都知道神是耶和華讓所有人都知道神是耶和華讓所有人都知道神是耶和華讓所有人都知道神是耶和華    

    礁溪鄉召會八月二十日主日出外擘餅相調，因為以西結書結晶讀經第三篇的總結在『至終，所有人都

要知道神是耶和華』，這樣的總結帶進了負擔，我們應該走出去讓所有人都知道神是耶和華。這次的相調

主很祝福我們，有姊妹為等待相調而興奮到睡不著，我們從召會出發直達宜蘭大學延文實驗林，下車進入

山區，沿途弟兄姊妹們攜帶鍋碗瓢盆，牽著小羊、趕著肥牛犢歡喜跳躍的行走，真的儼然就像是出埃及那

樣子的圖畫。 

    到了山上，我們就地唱詩歌與擘餅後就分為三組，用禱研背講的方式，宣告神是耶和華，兩人兩人彼

此對望向山上所有的人宣告神是耶和華，祂是伊羅欣；是那信實的大能者。祂是耶和華；是我是那我是，

耶和華是自有永有的。祂是伊勒沙代是供應和應許的神也是全豐全足的神。祂是三一神，父、子、靈，使

人復活的三一神。祂是耶穌，是耶和華救主，是耶和華救恩，耶穌就是那我是，也是耶和華神，耶穌是實

際，基督對我們乃是一切，當我們需要甚麼祂就是甚麼。最後吳弟兄又帶領我們在生活上如何經歷這位

神，我們之間有很美好的對話，也敞開交通自己對神的經歷。 

    最後在依依不捨的情境下，我們整理了現場使恢復原狀，另外弟兄姊妹們所帶來愛宴的菜餚太多了，

這也印證召會實在是豐富的，食物是充滿整個倉庫的，每人分一點帶回去，散去時有人去探望，有人再到

風景區去宣告神是耶和華，真是個喜樂又豐滿的相調。阿們！(礁溪召會/許進福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