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4/24(週一)〜4/29(週六)，內容為『關於世界局勢與主行動的特別交通』第一、二篇。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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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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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2017 宜蘭眾召會外出相調：5/27至 5/29 三天兩夜，請向各召會/區服事弟兄報名彙整至總管李建廷

弟兄、林世麟弟兄，報名截止日報名截止日報名截止日報名截止日 4/234/234/234/23，報名費用：3,400 元/人、學生 2,900 元/人(幼兒不佔車
位、床位者免)。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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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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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元， 
4/30第二階段報名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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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宜蘭眾召會青年特會：5/5~5/6，5/5晚上六點至九點；5/6日上午八點至十二點特會信息，下午外出，
晚上七點至九點特會信息，竭請弟兄姊妹們分別時間，共同參與。 

八. 宜蘭大學聖經真理講座：4/27(四)晚上 7:00-8:30，地點:宜蘭大學體育館一樓視聽教室，請弟兄姐妹代
禱並邀約福音朋友前來。 

九. 安息聚會：李素禎姊妹已於 4/11安息，安息聚會訂於 4/30（日）下午 2:00在福園 802廳舉行，屆時請
聖徒在愛裏前來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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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景然、江邱盟君，四月/簡清雄、吳金生、吳宥辰、梁巧霖、高小祐、吳叁源、張

慧雯等弟兄姊妹，得救後繼續受餵養，並穩定在召會生活中代禱。 

 人數統計 (4/10~4/16)  

         項目 

 地方 主日 

集中 

主

日 

申

言 

禱

告

聚

會 

小排

聚會 

家

聚

會 

受

浸

人

數 

晨興 兒童 青少年 

召會

生活 
個

人 

團

體 

主

日 

小

排 

主

日 

小

排 

頭城鎮召會 18 -- 6 20 20 1 3 10 1 -- -- -- 22 

礁溪鄉召會 40 12 19 24 12 -- 21 -- -- -- -- -- 30 

壯圍鄉召會 8 -- 6 8 -- -- -- 5 1 -- -- -- 13 

員山鄉召會 42 25 3 10 2 -- 21 28 6 5 -- -- 53 

蘇澳鎮召會 16 5 4 6 7 -- 1 4 1 -- -- -- 20 

大同鄉召會 7 7 4 11 4 -- 9 10 -- -- -- -- 12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55 17 12 34 4 -- 5 7 -- -- -- -- 77 

延平區 41 -- 4 17 4 -- -- -- -- -- -- -- 41 

進士區 50 9 7 25 16 -- -- -- -- -- -- -- 53 

青少年區 23 6 3 36 12 -- 2 6 -- 9 23 36 42 

合  計 300 81 68 191 81 1 62 70 9 14 23 36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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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個認識時代的人 

我們都需要知道我們處於甚麼時代，甚麼是從

神而來當前的啟示，我們該在哪裏，該作甚麼，以及

該進入怎樣的流。時間短促，主再來的日子正在接近

。我們的工作不能再依樣畫葫蘆作下去，我們從前對

兒童工作、青少年工作，的確多少有點輕忽。我們對

於一般工作相當看重，但是對於青少年工作不太注

意。至於兒童工作，簡直可以說是聽天由命。現在我

們要集中力量作兒童、青年、少年。你們眼睛要開啟

，不要在外面忙碌太多，要作青年、作初中、作高中

，還有作兒童。假使他們現在是六歲或七歲，再過十

年就是高中生了。你們若是肯作，你們絕對能作到。

假使我們能將兒童好好栽培，經過六、七年，他們都

成為少年弟兄姊妹。最難作的就是兒童工作，工作要

作得有果效，最難的就是兒童工作。 

全召會要全力作兒童工作 

我們的兒童工作能否作得好，一部分是寄託在

教材上，再一部分是寄託在各地帶領的弟兄姊妹身

上。一個家庭裏怎麼可以有孩子而不看顧？這應該

是我們的第一件大事。沒有一個家庭不是把孩子看

作第一，好好照顧他們，養育他們，教導他們。今天

神的家裏有這麼多孩子，怎麼可以不注意服事他們

？一定要帶全召會接受負擔，注意兒童工作，集中全

力的作。各地召會帶頭的姊妹，一定要接下這個兒童

工作的擔子。要帶領全體姊妹，都有分於這分工作。

若是在召會中不能帶起少年人來，召會是沒有前途。

召會需要後代，召會的前途是繫在少年人的身上。 

要看見少年人的寶貴 

    你愛好一件事，自然就有心情去作它；因着看見

了它的重要和價值，自然也就有一種心情油然而生。

要真作少年工作，要把少年工作作得重，我們必須讓

神開啟我們的眼睛，看見少年人的寶貴，和他們在神

手裏的重要。主工作的前途全在少年人身上，我們若

把全本聖經仔細的讀過，我們會發現一個事實，就是

很不容易在聖經中找出一個例子，說到神曾為着要作

一件新的事，或重大的事，而呼召一個老年人。每一

次神所使用來開始一件事，或是神所揀選來轉移時代

的人，都是少年人。所有今天五十歲左右，在主面前

站住來事奉祂的人，三十年前還是二十歲左右的少年

人，他們被主興起來。弟兄姊妹若是能彀看見這一點

，就會在神面前寶貴少年人。凡是神呼召少年人來作

的工作，差不多都是轉移時代的工作。為著在主手裏

的用途，為著主國度的開展，為著祂工作的推廣，這

個責任無疑是落在少年人身上。主若是要有所作為，

這個託付必須是託在少年人身上。 

    看今天莊稼的青嫩，召會的荒涼，得勝者的寥寥

，這些情形都說出主還不能就回來。所以看到這種情

景，使我們相信，或者還有相當的時日，主在地上要

有祂的作為。主若延遲祂的再來，恐怕我們都無法久

等，都要去了。二十年後在主面前有用的人，定規是

今天一、二十歲的人。若不是有一班少年人被主救來

，今天好好的受帶領，那時如何能學經驗，以致被主

用？若是今天沒有少年人被主得着，等到我們離開的

時候，就沒有人接替我們，那時就要青黃不接了。若

是現在能有少年的弟兄姊妹被興起來，而我們能蒙保

守，一點不給他們錯誤的限制，完全給他們正面的帶

領，這樣不必等到主把我們接去的時候，就在今天，

他們就能在主手中成為有用的人。你到一個召會裏去

，若看見都是少年人，成羣的少年人，你應該讚美說

，這裏有前途。你先不要問，這些少年人不好。正如

在一個家庭裏，不管兒女如何不好，總比沒有好。在

召會中，在主的工作上，需要得着少年人。所有有眼

光為主作工的人都要注意這件事。你若看見這一個，

你會有一個重的心情愛少年人，好的你愛，壞的你也

愛。有一個不太好的少年人，總比一個也沒有的好。 

(摘錄自為著召會生活培育下一代/第四課) 



建立福家架構，養成生養習慣-----------------------------------
--覺得人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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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心如果被神打開，能看見我們是和許多

人一同作人的人，那我們對於人的態度就要完全改

變了。我們就要覺得人是可寶貴的，所有的人都是可

愛的。弟兄姊妹，你必須看見人在神面前是可寶貴

的，因為人是神所造的，是照著祂的形像造的。今天

的人還是當初照著祂的形像造的。你必須先是一個

愛人的人，然後你在人中間才能作一個服事人的人。

我們總得在神面前看見人是可愛的，人是有價值的。

有許多弟兄姊妹在工作上，對於人的那個態度，那個

性情、脾氣，根本就不對。如果你覺得人在你身上是

一個麻煩，是一個討厭，是一個重擔，是一個纏累你

的東西，就根本不對。我們必須在神面前學習看見：

人是神所創造的，人有神的形像。雖然人墮落了，但

是人的前途還是何等榮耀，你要覺得人是可愛的。就

是為著這一個，我們就覺得人在我們身上不是纏累，

不是重擔，不是可討厭的，不是一個麻煩。這些人，

主為了他們到十字架上去，我們的愛可以比這個少

麼？一個人一被主摸著，真的被主摸著，真的認識主

來到地上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就立刻看見，人都是

可愛的，他就立刻看見，一個真認識主的人，不愛人

是不可能的。人是可愛的，所有人的罪惡都是可赦免

的，所有人的軟弱都是可領會的，所有人的血氣都是

可明白的。因為我也是罪人，所以我知道人是怎麼一

回事。另一面，我知道人是有價值的。主耶穌說，牧

人是去尋找那一隻迷失的羊。主耶穌不是因為有九

十九隻羊失迷了路才來尋找，好牧人是只要有一隻

羊失迷了，祂就來尋找。換句話說，如果全世界所有

的人都不沉淪，只有一個人沉淪，祂也願意從天上降

到地上來。當然，剛好在事實上，在歷史上，祂救了

這麼多的人。但是以祂心中的愛來說，好像祂出去是

為著一個人，祂就是為著那一隻迷失的羊出來的。聖

靈出來尋找失落的錢，不是因為十塊錢都失落了才

去找，乃是只有一塊錢失落了就去找。父親歡迎浪子

回來，不是因為所有的兒子都成了浪子才歡迎他們

回來，乃是只有一個浪子回來，父親就歡迎。主在路

加福音十五章就是給我們看見，主救贖的工作，只要

有一個人有需要，祂就作，不是要有許多人需要，祂

才作。這給我們看見，主對於人是多麼有興趣。 

    所以，弟兄姊妹要好好的事奉主，就必須學習對

於人感覺興趣。如果對於人不感覺興趣，那就不能作

什麼。就是作，也有限得很，因為你那個人太小，容

不下這麼多的人。乃是等到你一天過一天對於人更

感覺興趣，你的心越過越擴充，越過越大，明白人在

神面前的價值，明白人在神計畫中的價值的時候，你

才明白救贖的意義到底是怎樣的。不然的話，像我們

這樣窄小的人，要想作那樣大的工作，是完全錯的

事。人豈能不愛靈魂而救靈魂！人豈能不愛人而救

人！這個基本的問題一解決，就有好些關於人的問

題要接著解決。人的知識少，不應該攔阻你的愛；人

的心剛硬，也不能攔阻你的愛。你如果有愛，你就沒

有輕看人的心，你就被神帶到一個地步，你和人是站

在同樣的地位上。 

 
 
晨興拾穗----------------------------------------生命內在的恢復
為著完成神的經論   
     

    在神的眼中，我們的靈與天地並列。…撒迦利亞十二章一節清楚的說，神鋪張諸天，建立地基，造人

裏面的靈。諸天是爲著地，地是爲著人，人有靈以接觸神。我們惟有用我們的靈，纔能接觸神。  

    在接觸神的事上，我們的靈非常重要，而我們接觸神就是我們對神的敬拜。我們沒有接觸神，就不能

敬拜神。…約翰四章二十四節…告訴我們，神是靈，我們必須在我們的靈裏敬拜祂。我們乃是藉著運用靈

敬拜祂。我們若要過有意義的生活，就應當接觸神。祂是我們的源頭，我們的靈是我們屬靈的器官，使我

們可以接觸祂。  



    在我們基督徒的行事爲人上，我們必須照著我們的靈而行。你若問我問題，我不該從我的魂回答你。

我應當從我的靈回答你。…這樣，我們就是屬靈的人，照著我們的靈行事、生活並爲人。 

主在歐洲的行動-----------------------------------------------
--德國訪問蒙恩報導 

 

我們都在人類的歷史裏出生，卻在神聖的歷史裏重生；只要你肯盡上一點微力，便是與神共譜神聖的

歷史！禱告去，財務去，人也去！ 

￼新北市領受了台灣眾召會對於主在歐洲的交通與負擔，便於 2/1-2/11 起身至德國的法蘭克福、柏林、斯圖

加特、史特拉斯堡等地方訪問召會並看望聖徒，在過程中與在德國的聖徒有交通，以下是關於這次訪問的

報導及蒙恩。 

￼  在我們抵達德國當天晚上，我們就到德國法蘭克福的會所有分於全時間訓練學員五週的蒙恩見證分享

聚會。有位學員交通，『弟兄說，我們受訓不該只是為著自己所在的召會，而是為著這份職事，為著基督的

身體。」也有弟兄說，「雖然我們不是什麼（Nobody），但我們都是基督身體上的肢體（the members of the body 

of Christ）。』或許我們沒有什麼恩賜，只要把自己擺在身體中，主自然就有路。就像以西結書裏所說到『高

而可畏的輪子』註解就提到：『雖然我們在自己裏面該是微小的，但是在我們旁邊的輪子，也就是神在我們

身上經綸的行動該是高而可畏的。』我們看自己是何等微小，但我們卻能學習在主的禱告裏禱告，在祂的

給予中給予，更在祂的去裏去。 

￼  而當我們到德國柏林召會的第一晚，當地的聖徒和配搭的弟兄們也分享已過一年當地福音開展的蒙恩。

在他們發聖經的過程中發現，德國的青年人真是主豫備好要來接受高品福音的。弟兄就舉例，有福音朋友

或新人開頭就問到：「主救恩的目的是什麼？」「什麼是變化，要如何才能被變化？」「要如何把主帶回來？」

等問題。一位在柏林為我們翻譯的青年弟兄見證，他得救不到一年，得救前對聖經沒有興趣，但他一讀了

恢復本聖經，就被深深吸引，甚至聖經不離身，一有機會就讀，由此可知，主實在在德國有了美好的工作。

主在德國的行動是快速的，我們到了各地的召會，當地的弟兄姊妹都向我們見證，不論是新移民或是學生，

人心向著福音是敞開的，向著真理是渴慕的。交通的末了，總結於我們需要照著神的經綸，擺上更多的禱

告。不僅禱告要去，財物要去，若主有帶領，人也要去！在主往前的時候，我們都不漏掉！ 

￼  在造訪各處的過程中，看見許多教堂，雖然外表金碧輝煌，但裏面卻失去了實際，而滿了迷信與儀文。

其中一站到了主護村，一進會堂就有一股親切感，簡簡單單，沒有精美的壁畫雕像，有的只是簡單的椅子、

禱告墊和一台不太起眼的管風琴。感謝主，祂在那個時代為自己豫備了一班人守望禱告了一百年之久，從

宗教傳統中出來，為主的權益站住。今天我們也要受激勵，成為這時代中與主站在一起的人。 

（新北市召會白新名弟兄、簡愛姊妹、陳蔚婷姊妹/出自：美地季報） 

 

            請弟兄姊妹為以下幾個負擔代禱請弟兄姊妹為以下幾個負擔代禱請弟兄姊妹為以下幾個負擔代禱請弟兄姊妹為以下幾個負擔代禱：：：：    

1、為主在德國的見證得加強代禱，盼望主呼召更多受過成全的家和青年人，藉著求職、求學 

   或候鳥移民等，到德國過召會生活加強主在各地的見證。 

2、為波斯語聖徒能夠穩定在德國過召會生活代禱，並有更多翻譯波斯語的聖徒受成全被興起。 

3、在柏林生命讀經及屬靈書報翻成德文為數仍少，需要為繙譯的負擔禱告。 

4、為德國青年人向高品福音敞開代禱，求主使他們不僅有聖經知識，更能認識神永遠的經綸， 



   及得著神永遠的生命。 

5、為著要來十月份臺島有四十位以上的聖徒有分於德國福音行動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