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4/10(週一)〜4/17(週六)，內容為『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二)』第十二篇。 
二.讀經進度： 

週一 週二     

經文      

註解      

參讀  

 
三.晨禱時間晨禱時間晨禱時間晨禱時間：每日上午 7：00~8：00，地點為各召會或各區會所。 
四.每週一晚間 19:30~22:00在”文化會所”，有當週晨興進度內容之禱研背講，請弟兄姊妹彼此邀約。 
五. 2017 宜蘭眾召會外出相調：5/27至 5/29 三天兩夜，詳情請參閱通啓。請向各召會/區服事弟兄報名

彙整至總管，西部團為：李建廷弟兄、林世麟弟兄，報名截止日 4/30。 
六. 2017年夏季訓練：7/3至 7/8於美國加州安那翰舉行，4/18 報名截止，意者請洽邱淑眞姊妹（0919-

912646）。 
七. 青少年家長座談成全：4/23(日)晚間七點至九點，於進士會所舉行，邀請家長一同參加。 
八. 新北市青少年福音相調：4/22〜4/23新北市一輛遊覽車來宜蘭相調，4/22（六）下午四點半在進士

有福音聚會，請弟兄姊妹代禱並記念；4/22（六）晚上需接待，可接待者請洽林世麟弟兄(0935-
280000)。 

九. 青少年暑期出國成全〜對象：宜蘭眾召會國高中生聖徒、家長與服事者；地點：香港、澳門、深圳；
日期：7/5-7/22(共 18天)，費用 28000元，意者即日起請向邱淑眞姊妹報名並繳交訂金 10000元， 
4/10第一階段報名截止，請弟兄姊妹彼此邀約、相互告知，為主預備下一代貴重的器皿。 

十. 泰國壯年班移地訓練共有 18位學員及服事者造訪宜蘭一天，4/17(一)需接待一晚，盼弟兄姊妹家 
    打開熱切接待聖徒，欲接待者請向林世麟弟兄(0935-280000)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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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著兒童就得著他們的一

生，也會得著他們的家長，家長都是年輕人。得著他們就會使召會年輕化，帶進活力。 
今年三月開始在宜蘭國小、力行國小、育才國小、壯圍國小實施生命教育課程，請為上生命教育的

班級師生及配搭的弟兄姊妹代禱。 

二.蘇澳鎮召會舊會所改建工程：蘇澳鎮召會光明路會所改建工程，目前進度 65%，工程款約 280萬，

目前奉獻款約 250萬，請繼續代禱並記念。 

三. 新受浸聖徒：三月/陳金龍、陳珮硃、謝天皓、黃賜福、陳家盈、吳姿吟、周清照、周林桂英、李

鈺娟、李創庚、李吳美緞、吳芷珊、李雪瑜、邱游美月、謝麗卿、吳志和、黃筱柔、吳雅琴、林佩

宣、林俊吉，四月/簡清雄、吳金生、吳宥辰、梁巧霖、高小祐、吳叁源等弟兄姊妹，得救後繼續

受餵養，並穩定在召會生活中代禱。 

 人數統計 (3/2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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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22 1 8 24 -- -- 3 10 -- -- -- -- 28 

礁溪鄉召會 18 -- 11 17 11 10 7 -- 3 -- -- -- 36 

壯圍鄉召會 8 2 3 -- -- -- 6 5 2 -- -- － 9 

員山鄉召會 35 -- 6 12 -- -- 18 29 -- -- -- － 47 

蘇澳鎮召會 15 1 7 10 7 -- 1 7 1 -- -- － 18 

大同鄉召會 11 1 5 14 4 -- 10 12  1 -- -- -- 16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38 3 -- 51 6 -- 18 7 -- -- -- -- 63 

延平區 24 -- 2 10 2 -- -- -- -- -- -- -- 25 

進士區 54 -- 5 27 18 -- -- -- -- -- -- -- 60 

青少年區 31 -- 4 30 14 -- 4 10 -- -- 31 30 39 

合  計 256 8 51 195 62 10 67 80 7 0 31 30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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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成為人，人成為神 

    『神成為人，人成為神，』是神的經綸。新約所

啟示的基督，乃是三一神以及祂所經過的種種過程。

包括創造、成為肉體、人性生活、釘十字架、復活和

升天的具體化身。神乃是在這樣一位基督裏立了祂

永遠的經綸。基督的身體乃是三一神永遠的心愛，和

祂最終的目的。 

    神聖的經綸就是神永遠的計畫，要將基督分賜

到祂所揀選的人裏面，使這班人與神成為一，並且活

祂作祂團體的彰顯。神在祂經綸裏的目的，乃是要得

着一班裏面有祂的生命和性情，外面有祂的形像和

樣式的人。我們在生命、性情、元素、素質、並構成

上與神是一。我們也在目的、目標、形像、和樣式上

與祂是一。 

 

新約主要內容 

    三一神將祂自己分賜到祂所揀選並救贖的人裏

面，作祂的複製以彰顯祂。這團體的彰顯要終極完成

於新耶路撒冷，因此，新耶路撒冷就是擴大之『成為

肉體』完滿終極完成。神的恩典就是三一神在祂父、

子、靈三方面化身裏的顯現。在這裏，神人得以調和，

就能產生一個生機體，這就是恩典所作的。我們若經

歷神經綸中的恩典，就要產生一個終極完成，就是基

督生機的身體。我們活基督，顯大基督，我們就成為

基督的活肢體，也就是生機的肢體，我們眾人就生機

的聯結成一個生機體，就是召會。基督這生機的身體，

每一部分都是神經綸中的恩典所產生的。 

    基督這末後的亞當，經過包羅萬有的死，在復活

裏成了賜生命的靈，作為神聖三一的素質，進到我們

裏面，成為我們的生命和一切。作為基督身體的一的

靈，是身體的素質，那靈乃是基督身體的一，是身體 

 

的素質，藉着神聖的分賜，使三一神與基督身體的調

和得着終極完成。今天有一個調和在進行着，將父這

起源，子這元素，靈這素質，與身體調和。 

    在啟示錄末了，新天新地來到，其中心乃是一座

金山，就是新耶路撒冷。在這金山上，有神的寶座，

神和羔羊基督都在寶座上；神是光，基督是燈，所以

新耶路撒冷就是燈臺。這就是召會的終極完成。今天

那能完成神永遠旨意的不是名義上的召會，乃是身

體。身體就是基督的豐滿。 

 

基督的身體 

    召會是基督的身體，基督是召會的頭，因此召會

和基督乃是一個身體，基督是身體的生命和內容，身

體是基督生機體和彰顯。基督與召會二者調和並聯

結為一，以基督為裏面的內容，召會為外面的彰顯。

要構成基督的豐滿，基督的豐富就必須經過我們的

享受、經歷、消化，組織在我們全人的成分裏。今天

真實的召會，一地一地就是基督的豐滿。真實的召會

就是基督的一部分。基督今天不是地方上的基督，乃

是宇宙的基督。而這位宇宙的基督，在每一個地方上

都有祂的一部分。 

    基督是頭，基督也是身體；主耶穌在祂自己裏面

是頭，主耶穌組織在我們裏面就是身體，一個完整的

人，有頭也有身子。基督的身體是祂的豐滿，就是祂

完滿的彰顯。今天神的作為乃是要得基督的身體，要

得全宇宙的召會。我們今天的召會生活就該與地上

所有的弟兄姊妹調在一起，越調得成功越好。我們光

有地方的眼光不彀，光有國際的眼光也不彀，必須有

宇宙的眼光。我們要看見基督要得着一個身體，神要

為基督豫備一個身體。 

(摘錄自為著召會生活陪育下一代/第二課) 



週四日間成全訓練----------------------------------------------
----------主的同在 

       

我們只該在意主的同在 

    有主同在的屬天情形，氣氛和光景，是我們所寶貝，也是只該在意的。如何享受、經歷主的同在，惟

有在靈裏；因靈裏有直覺、良心、交通，使我們的良心敏銳、光照、受對付，就有從主來的直覺，不在於

外面的，並且有與主來往交通的享受不斷。有主同在，就能剛強站住，不在意外面一切的攪擾。 

    當我跟父親傳福音時，父親總是覺得自己不配，要我自己信就好。但藉着迫切禱告，有一天，大哥來

電：『爸爸昏倒在浴室，現在在急診室。』接到電話時，心裏非常平安，且歡呼讚美，因為知道救恩要臨

及父親了。阿利路亞！在父親開刀前，有弟兄姊妹來醫院扶持、代禱，父親感動的說：『我若能平安出院，

一定跟我女兒一同來信主。』藉着呼求主名，父親在加護病房享受經歷主的同在，護士都稱讚他說：『阿

伯從不喊痛，並且很喜樂。』出院後，父親就受浸歸入主名。阿利路亞！有祂同在，就能高歌；有祂同在，

就能歡暢。阿利路亞，我們都是這事的見證人，榮耀歸於祂！（林緣信姊妹） 
 

順服主，就是作一個服在寶座下的人 

    當主耶穌在地上時，祂完全服從神的權柄，因為主耶穌順服父神，並絕對服從神的權柄，所以祂從死

人中復活之後，神就將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都賜給了祂，並將祂高舉到寶座上。如今，這位坐在寶座上的

不僅是神也是人。因為這一位乃是神與人的調和，因此，主耶穌升天之後，寶座上就有一人坐着。 

    順服主，就是作一個服在寶座下的人。說來慚愧，在每天的召會生活中，真沒多少時候是順服主而服

在寶座之下，原因乃是不彀操練靈，沒有時時活在調和的靈中。深願能花更多時間，逗留在主的話中，藉

着喫喝享受主的話，使我裏面有真實的更新變化。不僅脫離了罪惡，勝過了世界，肉體受了對付，天然受

過破碎，被聖靈充滿，而能坐在天的境界裏，更是在凡事上和主一同掌權，在生命中作王！（蕭陳秀蘭姊妹） 
 
 
 
晨 興 拾 穗 -----------------------------------------------------
喫書卷-喫並消化神的話   

    我不是在說道理的事，乃是在說我們基督徒生活中對我們非常實際的事。你呼求主以後，我完全確信

祂進入你裏面。但問題在這裏—你呼求主的名以後，主進入你裏面以後，…你也許向祂敞開你這人的一小

部分，但你這人的大部分卻向祂關閉。…主耶穌是真實的、活的並實際的。你呼喊『主耶穌』，祂就進入

你裏面，並將你充滿。你呼喊『主耶穌』的時候，這位實際的、活的耶穌就要摸着你天然的人。但你們許

多人會說，『不，主，不要摸我這裏。留在你所在的地方；你是我的客人，你必須留在客廳裏。不要進入

我私人的臥室；那是為着我的，不是為着你的。』這就是消化不良。…〔主作屬靈的〕食物沒有通暢的管

道進入你內裏的部分，所以你消化不良。 

    藉着喫，我們有消化；藉着消化，我們有吸收；藉着這吸收，我們得着耶穌豐富的實際養分進入我們

這人裏面。基督一切的豐富至終要長到我們生機的組織裏。然後我們就成為基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



我裏面活着。在我，活着就是基督。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效法耶穌。…主的路不是教導我們模仿祂；主的路

乃是生命的路，生命的路就是喫。 

召會生活------------------------------------------------------
-----頭成召會榮耀宣告 

 

     今年頭城召會有一個榮耀的宣告：『2017201720172017 榮耀三一榮耀三一榮耀三一榮耀三一，，，，基督福音開展年基督福音開展年基督福音開展年基督福音開展年，，，，頭城召會總動員頭城召會總動員頭城召會總動員頭城召會總動員！！！！』 

一、我們看見一個異象：繁增召會，榮耀基督。 

二、我們投入一個行動：同心合意，建造身體。 

三、我們完成一個目標：就是 2017 榮耀三一。 

    頭城召會在今年的一月 11 號，恢復團體晨興！雖然剛開始並不穩定，人數從兩三個到五六個，最多

十個，但卻是天天晨興。聖徒們說：我們抓住神的話，作我們的保證的宣告！並且晨興、禱告、讚美主！

主也指明：我們若要有主的行動，首先必須活出主、彰顯主；我們若活出基督的彰顯，我們就有主行動的

輪子。 

    原本每週四晚上，實行已久的讀經排，因著同心合意的操練，也隨著福音朋友的來到，調整為週五晚

上，生機變化成福音排，有福音愛筵及座談。藉著愛筵交通、相調，真是叫眾人喜樂，靈裡高昂。使我們

可以在祂的出去裏出去，在祂的給與裏給與，並在祂的禱告裏禱告。到了主日下午的戶外相調，更是全體

總動員！以西結書說：神在地上的行動，是隨著四活物的配搭；四活物行動的時候，神就行動。因此，神

也帶下了祝福，將得救的人數，加給頭城召會。榮耀歸主！ (蘭訊編輯組採訪） 

 
 
 
 
 蒙恩分享                                    大專服事有感 
 

    我和姊妹今年一月搬到宜蘭配搭服事幾個月了，住在宜蘭大學附近。大學就在市區，這裡的學

生相對純樸，功課的壓力也沒有很大。他們大部份是從外地來的，一開始都不太能適應宜蘭的氣候

和生活。常看到一群一群的學生在外遊蕩，如同羊走迷了路，裏面實在滿了感覺。他們多麽需要有

『家』為他們打開。 

    藉著身體的供應，我們借用姊妹在宜蘭大學附近的家，聚集學生。學生工作還得學生作，社區

聖徒的功用，就是把他們團在一起，牧養他們，盼望他們能成為校園內的活物；輔助他們建立甜美

的召會生活，好成為其他學生的吸引。 

    李弟兄在『愛心的話』中的比喻很貼切，牧養青年人就如同作父母，需要藉著多方的顧惜和餵

養來養育他們。這要求我們花時間在生活上和他們在一起，明白他們的需要。沒有規條，只有在愛

裡的接納和供應。弟兄在『關於開始學生工作的交通』中也強調，我們甚至需要成為『年輕的』！

意思是我們的態度、習慣、說話和接觸的方式必須是年輕的，讓年輕人喜歡跟我們在一起。當他們

有需要的時候，我們也能成為他們的避難所。 

    為著宜蘭大學，實在需要有更多的禱告，托住現有的弟兄姊妹。特別為著他們能夠有心願成立

一個一個的弟兄姊妹之家，興起有負擔的屬靈家長，幫助他們建立團體的神人生活；也能夠盛裝從

校園帶進來的『魚』。但願在宜蘭大學這魚場，興起更多的家，能牧養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在召會

中盡功用！帶動兒童、青少年工作。縱使畢業後，有一些學子會離開，回到各處地方盡功用， 



但主必定會把更多的祝福加給祂的召會。感謝讚美主！(梁光澤弟兄夫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