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11/27(週一)~12/2(週六)，內容為『召會的恢復』第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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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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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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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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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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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基宜花東全時間暨壯年班歷屆聖徒集調：時間:11/29（三）10:00-12:00 地點:花蓮市國聯會所（國 
聯五路 131 號）請弟兄姊妹彼此通知，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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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士區：吳正賢等弟兄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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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11/19) 

  

日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讀經含 

註解 

太二十六 
1-16 

太二十六 
17-30 

太二十六 
31-46 

太二十六 
47-56 

太二十六 
57-68 

太二十六 

69-75 
生命讀經                         第六十八、六十九篇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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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2 8 4 5 -- -- 4 9 -- -- -- -- 14 

礁溪鄉召會 36 12 21 22 8 -- 28 20 2 -- --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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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山鄉召會 44 11 8 23 17 -- 4 16 3 8 -- -- 75 

蘇澳鎮召會 16 8 8 10 9 -- -- 7 1 -- --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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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59 8 15 53 20 -- 3 -- -- -- -- -- 86 

延平區 28 8 6 18 -- --   10 9 -- -- 34 

進士區 55 8 7 22 22 1 -- -- -- -- -- -- 63 

青少年區 19 -- 4 21 12 -- -- -- -- -- 19 21 27 

合  計 284 64 87 200 96 1 54 70 23 17 19 21 403 



                   達到了基督豐滿之身材的度量  2017/11/26 第⼀百零四期         
    以弗所四章十三節下半說，『達到了基督豐滿之

身材的度量。』基督的豐滿增長了，就是長成的人。

歌羅西二章九節說，『神格一切的豐滿，都有形有體

的居住在基督裏面。』這是說到基督的豐滿。約翰一

章六節說，『從祂的豐滿裏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

加恩。』這是說到基督的豐滿在我們裏面增長。從祂

的豐滿裏，我們恩上加恩的領受；這指明基督的豐滿

一直在我們裏面增長。這樣增長要一直達到基督豐

滿之身材的度量。當我們眾人都達到這樣的地步，基

督的身體就完全被建造起來了。 

    今天我們這些事奉主的人，該在這光中察驗我

們所作的工作：我們所作的是叫基督的豐滿增長麼?

我們若看見這事，就曉得保羅在哥林多前書所說的

木、草、禾稭是指甚麼。凡我們所作的，若不是使基

督的豐滿在人裏面增長，都是木、草、禾稭；只有屬

基督的纔是能存到永遠的金、銀、寶石。整個新耶路

撒冷裏，沒有一點木、草、禾稭，只有精金、寶石和

珍珠。我們只有把屬基督的作到人裏面，纔是精金、

寶石和珍珠。除此之外，我們所作的都是木、草、禾

稭。這是嚴肅的。我們要清楚且厲害的看見，神在整

個宇宙中所要作的工作，一點不是別的，乃是把基督

的豐滿作到一班人裏面，使那豐滿能在這班人裏面

增長。 

    神所託付於有恩賜之人那職事的工作，乃是叫

基督的豐滿在人裏面增長，長到一個地步，就長成了

基督豐滿之身材的度量；這基督豐滿之身材的度量，

就是長成的人；這時，我們就在真理的信仰上並對基

督的認識上一致了。我們實在該恐懼戰兢的活在主

面前，對主說，『主，我在這裏不只是要事奉祢，為

祢作工，我還要求祢憐憫我，使我知道該作怎樣的

工，使我知道自己所作的工有否使基督的豐滿在人

裏面增長。求主不要讓我僅僅叫人發熱心、有愛心、

有敬虔，卻沒有讓人摸着基督。』 

    我們舉例來說明如何作這樣的工。有個姊妹起

初不願意受浸，我們該如何幫助她？對於起初不願

意受浸的姊妹，我們該先帶她在主裏面有一同傾心

吐意的交通，然後自然而然給她感覺主的可愛，使她

受吸引來追求主。再過一段時間，我們可以帶她看見

並認識主活在她裏面；帶她看見主在地上時，如何棄

絕自己及神之外的一切事物，並且始終在十字架底

下生活。接着我們就可以帶她認識基督的死與復活，

並帶她將基督的死應用到自己身上。這樣，她會羨慕

經歷基督的死。藉着基督復活的生命在她裏面運行，

她能經歷基督的死並棄絕其他一切的事物。我們若

帶她到這地步，她就會要求召會為她施浸。這時候她

願意受浸，就不是因為與我們辯論受浸的真理被說

服，乃是因為我們帶她認識基督，使基督在她裏面

長，到一個地步，她自然而然樂意受浸。 

    我們該求主憐憫我們，使我們看見這光：那職事

的工作乃是帶領人達到在信仰上並對神兒子之完全

認識上的一，達到長成的人，達到基督豐滿之身材的

度量。在這光照之下，我們該厭煩今天基督教裏膚淺

的工作；他們叫人發熱心、有愛心，注意許多基督以

外的事物，卻忽畧基督自己。求主憐憫我們、拯救我

們，使我們不作那樣的工；求主使我們具體摸着基

督，好使我們能帶別人認識基督，使人達到基督豐滿

之身材的度量，達到長成的人，達到在信仰上並對神

兒子之完全認識上的一。我們所作的工，永不能超過

我們所認識的、所經歷的並所是的。我們所是的是甚

麼，我們所作的就必定是甚麼。 

    所以主憐憫我們，使我們竭力追求，並真正的服

在祂的權柄底下，對祂說，『主，我願意蒙憐憫，在

祢裏面作這樣的工作，以祢自己的豐富裝備、成全聖

徒，叫祢的生命在他們裏面加多，直到召會長成祢豐

滿之身材的度量，好使祢的身體得着完全的建造。』

現今我們是在這樣的過程裏，有一天，主的工作要達

到祂最終的目標。我信主把這些話放在我們中間，必

有祂的美意。我們實在需要主的憐憫，使我們清楚的

看見這事。 

(摘錄自/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生活與職責/第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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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受所賜的聖靈 

行傳二 38：彼得對他們說，你們要悔改，各人要靠耶穌基督的名受浸， 

           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 賜的聖靈。 

以弗所一 13：你們既聽了真理的話，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在祂裡面信了， 

             就在祂裡面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在二章三十八節，彼得告訴人要悔改，受浸，使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所賜的聖靈，直譯

是聖靈的恩賜。這不是指那靈所分給人的恩賜，如羅馬十二章六節，林前十二章四節，彼前四章十節所

題的，乃是指聖靈自己，就是神賜給信徒，作為獨一的恩賜，由此產生羅馬十二章，林前十二章，被前

四章所題的一切恩賜。 

    三十八節的聖靈，乃是神新約經綸裡經過過程之三一神包羅萬有的靈，是素質的，為著生命，也是

經綸的，為著能力，在信徒相信基督時賜給他們，（弗一 13）作為神完全福音包羅萬有的福，（加三

14）使他們享受三一神一切的豐富。（林後十三 14） 

    使徒傳講並供應基督，但聽見的人悔改相信祂時，卻領受三一神這奇妙的靈。這含示這靈就是復活

升天的基督自己。這裡的領受聖靈是在素質與經綸兩方面，意義是普遍的，包羅一切的，與行傳八章十

五至十七節和十九章二至六節的領受聖靈不同，那是專指在經綸面，領受降在信徒身上的聖靈。 

（摘錄自/李常受著/使徒行傳生命讀經/第 97 至 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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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另一個奇妙屬性是榮耀。行傳七章二節說，「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榮耀的神向他顯現。」

行傳七章二節說司提反⋯定睛望天，看見神的榮耀。」榮耀是神的彰顯，是神在輝煌中彰顯出來。神的

榮耀對亞伯拉罕是極大的吸引，將他從世界分別出來歸給神。神的榮耀也是極大的鼓勵和力量，使亞

伯拉罕能以跟從神（創十二 1，4）。 

 

    彼後一章三節說，神用祂自己的榮耀和美德呼召我們，或呼召我們到祂自己的榮耀和美德。此外，

彼前五章十節說，神召我們進入祂永遠的榮耀。按提後二章十節，神的救恩乃是連同著永遠的榮耀。這

指明永遠的榮耀是神救恩的終極目標（羅八 21）。神的救恩領我們進入祂的榮耀（來十二 10）。 

 

    在約翰福音我們讀到那是神的話成為肉體，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我們也見過祂的榮耀（約一 1， 

約一 4）。約翰一章十八節接著說，「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神



得表明的時候有榮耀，我們看見神就看見榮耀。（摘錄自/新約總論第一冊第十一篇/神〜祂的屬性四） 

  



宇宙召會是基督獨⼀的⾝體-----------------基督是頭，召會是祂
的⾝體 

    宇宙召會乃是基督獨一的身體。根據以弗所一章二十二至二十三節，基督是頭，召會是祂的身體。基

督作頭只有一個身體。（弗四 4）一個頭有一個以上的身體是意外的。你如果看見一個人有一個頭和兩個

身體，你必定看這人是個怪物。今天在基督教裡，基督獨一的身體已經分裂成數不清的『眾多身體』。這

些身體乃是存在於全球許多所謂的『會』中。所有不同的『會』，都宣稱他們的頭是基督。這意思是說，

一個頭基督，有許多的身體。這不僅是錯的，更是古怪的！在今天意外的情形中，我們很強的說，基督只

有獨一的一個身體。只有一個頭，一個身體。當然，這一個身體不可能只是一個地方召會。這一個身體必

定是宇宙召會，是整個的召會。基督作頭是獨一的，宇宙召會作身體也是獨一的。 

 

宇宙召會包括所有的地方召會 

    這一個宇宙召會，一個身體，包括所有的地方召會。地方召會可能有成千上萬，但在一起構成一個宇

宙召會。每個地方召會只是宇宙召會的一部分。宇宙召會是基督獨一的身體，眾地方召會是那一個身體在

地方上的彰顯。 

    眾地方召會都包括在一個宇宙召會裡。行傳十五章四十一節說到在敘利亞和基利家的眾召會；羅馬十

六章四節題到外邦的眾召會。林後八章一節說到在馬其頓省的眾召會；加拉太一章二節說到在加拉太省的

眾召會；啟示錄一章四節說到在亞西亞省的眾召會。根據啟示錄一章四節，在亞西亞省至少有七個地方召

會。在新約裡，我們能看見許多的地方召會，而這許多地方召會在一起，可以看作是一個宇宙的召會。今

天在主的恢復裡，約有六百個地方召會，分佈在六大洲。所有這些地方召會在一起，就是一個宇宙召會。 

信徒生活在地方召會裏 

    信徒乃是生活在地方召會裡。事實上，我們不能直接生活在宇宙召會裡。我們不可能生活在宇宙召會

裡，而不生活在地方召會裡。主正在建造宇宙召會，而我們眾人實際上是生活在地方召會裡。主在馬太十

八章十七節說，你作為一個信徒，若與另一個信徒出了難處，你應當告訴召會。在這一節所題到的召會，

當然不是宇宙召會，而必定是你所在地方的召會。你若在漢城有了什麼難處，就該把難處告訴在漢城的召

會。你若在釜山，就該到在釜山的召會去；你若在香港，就該到在香港的召會去；你若在紐約，就該到在

紐約的召會去。你把難處帶去告訴的召會，乃是地方召會。 

地方召會是基督身體在地方上的彰顯 

    地方召會是基督身體在地方上的彰顯。（林前十二 27，弗二 22）只有一個身體，但有許多彰顯。就著

宇宙一面說，眾召會乃是一個身體；就著地方一面說，每一個地方召會乃是那個宇宙身體在地方上的彰顯。

一個地方召會不是身體，只是身體的一部分，只是身體在地方上的彰顯。在漢城的召會不是整個身體，乃

是整個身體的一部分，作身體在地方上的彰顯。 

眾地方召會構成基督的⼀個身體 

    眾地方召會構成基督的一個身體。（弗四 4）在馬太十六章十八節主說，『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

在這裡，召會是單數的，指明這裡的召會必定是宇宙的召會。但在使徒行傳和書信中，聖經多次說到『眾

召會』〜在敘利亞的眾召會，在亞西亞的眾召會，在馬其頓的眾召會，和在加拉太的眾召會。聖經怎麼先

說一個召會，又說眾召會？這是因為一個召會，宇宙的召會，乃是眾召會的總和，而眾召會乃是一個宇宙

召會在地方上的組成分。（摘錄自/召會生活之恢復極重要的因素/第四章 召會生活正確實行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