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4/17(週一)〜4/22(週六)，內容為『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二)』第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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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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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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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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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全台弟兄集調：參加第三梯的弟兄們請於 4/20(四)下午 2點進士會所集合出發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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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5 7 12 26 -- 3 9 1 -- -- -- 22 

礁溪鄉召會 31 18 13 17 12 4 -- -- 2 -- -- -- 35 

壯圍鄉召會 8 4 -- 5 -- -- 6 5 2 -- -- － 10 

員山鄉召會 42 23 3 17 -- -- 17 25 7 12 -- － 58 

蘇澳鎮召會 17 7 6 10 7 -- -- 7 1 -- --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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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65 27 13 46 8 -- 10 13 -- -- -- -- 77 

延平區 32 1 -- 3 -- -- -- -- -- -- -- -- 32 

進士區 55 8 3 25 19 -- -- -- -- -- -- -- 62 

青少年區 34 24 3 45 11 -- 4 6 -- -- 34 45 49 

合  計 309 134 52 191 87 4 49 75 13 12 34 45 377 



                    保守⾃⼰在主⼯作的⼀道流中       2017/4/16 第七十二期

神工作的水流 

    聖經中有一道神聖的水流，水流所到之處，就有

神的工作，神是隨著神聖生命水流的流通而工作。但

願我們豫備好與主同行，好使水流能自由的湧流，在

我們裏面沒有攔阻。歷史告訴我們，水流從歐洲流向

西方，又從西方流向東方和南方，我們讀召會歷史，

就發現這道水流從未停止過，我們也注意到這水流

無論流到哪裏，都只是一道水流。你必須保守自己在

這一道水流裏。 

工作的出發點乃是身體的一 

   身體只有一個，在各地所彰顯的，都是同樣的生

命。這個生命就是身體的實際，而工作乃是從這個實

際裏產生出來的。主今天已經帶領我們看見，個別的

工作絕對比不上身體的標準。工作的出發點乃是這

身體的一。我們都是作主恢復的工作，為著建造基督

的身體。我們都作主的恢復，那就是一個身體。我們

一定要看見基督的身體，看清楚這個異象。主恢復的

工作，就是主經綸的工作。召會是身體在雛形上的生

活；職事是身體在事奉中的功用；工作是身體在成長

中的擴展。職事的基本原則是身體，工作的基本原則

是身體，召會的基本原則是身體。身體是今天神兒女

生活與工作支配的律。 

基督身體的實際 

    基督身體的實際就是這個靈。三一神在我們裏

面的工作，基督身體的實際，就是這靈。這靈就是終

極完成三一神，也就是復活，在我們裏面作工。在主

的工作中，要把我們的工作開放，使別人能到這裏來

寄居，我們也能往別處寄居，這是保守一個身體裏的

一個工作。我們要受引導，知道如何得到神的生命。

得到祂生命以後，也知道如何活在祂生命中，讓神能

彀在我們當中走路。這個就是神中心的工作。神今天

主要的工作，乃是把祂自己作到人裡面的。我們若不

與神的中心發生關係，就都要過去，只有神在我們裏

面的工作纔能存。 

神在時間裏的工作乃是要把祂自己作到人裏面 

    我們今天並非以暫時的眼光來評估事物，乃是

以永遠的眼光來評估事物。善行是世人的目標，而基

督徒的目標是在永遠裏。神在時間裏，在世界上所作

的一切，乃是要成就祂永遠的旨意。這旨意就是把祂

自己作到人裏面。只有當神作到人裏面，神永遠的目

標纔能成就。 

神看重人過於看重事 

    在召會裏，人比甚麼都要緊。在時間裏神作了許

多事，但作事不是神主要的目的，神乃是要藉着事得

着人就是方法，人就是主的工作。但神的工作，不是

賜下方法，乃是得着人。我們這個人該給神得着，我

們要學習作對的人，過於學習作對的事。今天的需要

乃是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而不是我們為神作工。只

有藉著各樣環境、人、事、物，讓神作到他裏面，這

人纔蒙福。愛主耶穌，並不是為主作工，乃是祂在我

們身上作工。我們必須將主接受進來，好讓祂將我們

薰透，使我們變化。好樹結好果，壞樹結壞果，甚麼

樣的人，就結甚麼樣的果。 

勝過一切頂替新耶路撒冷為目標的事物 

    因此，在召會墮落下，要作一個得勝者，答應主

的呼召，我們就不僅需要勝過消極的事物，更需要勝

過那些頂替新耶路撒冷為目標的積極事物。得勝者

應當以神為永遠經綸的目標，就是新耶路撒冷，為獨

一無二且終極無比的目標。神乃是把一個祂所揀選

的人，一步一步作成一個祂所重生聖別更新變化模

成神長子形像，以致榮化的人。我們這麼一層一層爬

上去，都是在靈裏，都是新耶路撒冷裏的人，這就是

那個最高點。 

 (摘錄自為著召會生活陪育下一代/第三課) 



屬天嗎哪-------------------------------------------------------
------------人是個器皿 

 

羅馬九 21：窯匠難道沒有權柄，從同一團泥裡，拿一塊作成貴重的器皿，又拿一塊作成卑賤的器皿麼？ 

羅馬九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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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後四 7：但我們有這寶貝（耶穌基督）在瓦器裡… 

 

    神的揀選有一個目標－得著許多器皿盛裝神，並且永遠彰顯祂。神這樣造我們，使我們能將祂接受到

我們裡面，並盛裝祂作我們的生命和生命的供應，目的是要使我們與祂成為一，彰顯祂的所是，並使祂在

我們身上得榮耀，且同我們得榮耀。這是神的揀選永遠的目標。這也是我們永遠的定命。 

    這段話也揭示我們對神用處的高峰，不是被祂用作僕人、祭司和君王，乃是用作器皿盛裝祂並彰顯祂。

我們若要被用作神的器皿，當然祂必須與我們是一。我們是祂的容器和祂的彰顯；祂是我們的內容和我們

的生命。祂活在我們裡面，使我們憑祂活著。祂與我們，我們與祂，至終在生命和性情上都要成為一。 

 
生命教育----------------------------------------------新耶路撒冷
顯出⼀道虹的樣子      

     

    憑神的公義，聖別和榮耀，我們有一道虹的樣子，向全宇宙宣告神拯救的信實。當這道虹顯出來時，

神心頭的願望就得着完成，作為永世裏的新耶路撒冷，我們這些蒙神拯救之人的集大成，要成為一道虹，

永遠見證我們的神是信實的。構成一道虹，需要夠多的水珠，我們不是單獨，乃是在團體中，彰顯神的榮

耀。這永遠的虹，是基督徒生活和召會生活經歷的總結。 

    因著這學期在宜蘭，育才，壯圍國小，開始生命教育，許多的弟兄姊妹加入配搭，我們的工作乃是神

喜悅的，我們知道祂意願的奧秘，與祂配合就蒙神祝福。除了得到學校認同，也看到孩子的改變。弟兄姊

妹就如同這些水珠從各面顯出神聖的榮耀，彰顯出基督，新耶路撒冷就是團體的基督。在每次配搭前，弟

兄姊妹一起備課、研討，在過程中被主一再更新變化，漸漸變化成可建造的寶石，並成為虹的顯現。（傅月

姿姊妹） 

 
晨興拾穗-------------------------------------------神藉著祂的牧
養而有生命的恢復   
     

    約翰二十一章…不只是約翰福音的附言，也是約翰福音的完成和總結。約翰福音說到基督是神來作我

們的生命，…至終，這樣一卷書是以牧養作總結。如果我們不認識牧養是甚麼，整卷約翰福音對我們就是

空洞的。惟有我們牧養別人時，我們纔能內在的認識約翰福音。牧養乃是開啓約翰福音的鑰匙。  

    我們的基督今天是我們的大祭司。…祂同情我們的輭弱，因爲祂在各方面受過試誘，與我們一樣。祂

乃是在人性裏顧惜我們。同時，祂也在神性裏，用啓示錄二至三章裏寫給七個召會的七封書信中所啓示，

祂人位裏一切積極的方面，來餧養我們。…祂在人性裏顧惜我們，使我們正確合宜，好叫我們快樂、愉快、

舒適。祂在神性裏餧養我們，使我們在神聖的生命中長大成熟，作祂的得勝者，以完成祂永遠的經綸。  

    約翰二十一章啓示，使徒的職事與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作。基督升到諸天之上以後，就開始了祂天上的

職事。爲此，祂興起一班跟隨祂的人作祂的使徒，他們能與祂完全的合作。這些使徒受升天基督的託付，



與祂合作，以完成神新約的經綸。祂在諸天之上所作的，使徒就在地上作，以完成祂天上的職事。… 主的

牧養先是在祂地上的職事裏。…然後，主的牧養是在祂天上的職事裏，照顧神的召會，結果帶進祂的身體。

當主在地上時，祂是在牧養。祂復活升天之後，仍然在牧養。…這是把使徒的職事與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併，

以照顧神的羊羣，就是召會，結果帶進基督的身體 

召會活動------------------------------------------------------
英語生活營 English 24 

 

    宜蘭的學子不乏英文的學習，然而在應用與對話上卻是貧乏。為使青年人語言上更進步，並在暑假出

國成全中更得益處，我們計劃舉辦⼀個英語生活營，使青年人的英文能⼒在『讀』與『說』這兩個點上更

往前。所有的參加者在 24 ⼩時內只能用英語，⼀起生活，共同追求並配搭在⼀起。這有助加強在宜蘭的青

年人的英語能⼒，最終為著基督⾝體的交通，和帶進⼀個新人的出現。 

 

    四月八日十二點，青少年們開始報到領名牌、

零用金、餐卷，排隊點餐。青少年要拿餐卷點自己

要吃的午餐，有肉燥飯、肉醬義大利麵、花椰菜、

紅蘿蔔、玉米湯、蛋糕、水果等，想吃的話就得用

英文跟服務生點餐哦！ 

   吃完午餐後，每個人用簡單一兩句英文介紹自

己的名字、來自哪裡、在哪裡唸書等。兩點開始是

詩歌比賽，我和青青姊妹示範帶動唱其中一首，再

請各組討論豫備一首詩歌，三十分鐘後上台展覽。

剛開始帶動唱的時候，大家都還很害羞，不敢跟著

一起動，到了小組練習時，出乎意料之外的，大家

都非常熱情融入，並且認真的討論動作一起練唱。 

    詩歌結束後是團體競賽。首先推派代表擲骰子，

完成指定任務後取得積分。有投籃、羽球、剪貼出

指定英文句子、收集指定物品...等。其中最有趣的，

是要與 police 用英文聊天，看著青少年們很努力絞

盡腦汁的想自己要說的內容，超可愛的！ 

    到了傍晚，青少年們必須將二百元代幣拿到銀

行換成零錢，然後去菜市場買晚餐的食材，重頭戲

是要用英文跟菜商說要買什麼，一些青少年們還會

討價還價說，太貴要折扣，菜商偶爾也會出現限時

特價吸引客人，好熱鬧啊，就跟真的菜市場一樣。 

    買完菜後，各小組自行煮火鍋，邊吃晚餐還要

邊進行美食競賽。除了要煮一小碗給評審試吃，還

要用英文介紹自己的食材、以及烹煮的過程。青少

年真的是潛力無限啊，除了自己煮，還要自己擺盤

配色，大家都很積極的為了小組榮譽努力。 

    晚餐後是一小篇書報的追求時間，提到了約翰

福音 6：48、57 及啓示錄 2：7，操練英文閱讀，並

寫下隔天主日的申言稿，讀完寫完的人才可以到點

心部購買零食！ 

    24 小時的全程英文操練，如果講中文，就會被

警察抓到，得到一張黃卡，違規者要帶著黃卡去護

理站就醫，因為講中文，所以要去檢查身體有沒有

事，被捉到第二次會有紅卡，要去銀行罰錢，五塊

錢就飛走了，遊戲規則真是太有趣了。 

    第二天是主日擘餅聚會，必須全程使用英文，

並且要念自己所寫的申言稿。雖然大家講的不是很

流暢，但看得出青少年們的用心。甚至蘭訊的報告

事項，也必須用英文念出來，青少年們自告奮勇操

練即時翻譯，真是勇氣可嘉，也不可小看他們的實

力。活動就在熱鬧的頒獎典禮後畫下句點。當服事

者宣布可以說中文時，全體青少年都忍不住大聲歡

呼！說實在我也鬆了一口氣，這兩天大概已將畢生

所學的英文單字通通用上了！ 

    感謝主，這次讓我全程參與這樣好玩、有趣又

有意義的活動，與青少年及服事者調在一起，自己

也受益良多。（鍾宛馨姊妹） 

 

★約翰福音 6：48 我就是生命的糧。 

JohnJohnJohnJohn    6666：：：：48484848  I am that bread of life.I am that bread of life.I am that bread of life.I am that bread of life.    

★約翰福音 6：57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那喫 

                 我的人，也要因我活著。 



JohnJohnJohnJohn    6666：：：：57  57  57  57  As the living Father hath sent me, and I live by the Father: so he that eateth me, even he shall live by me.As the living Father hath sent me, and I live by the Father: so he that eateth me, even he shall live by me.As the living Father hath sent me, and I live by the Father: so he that eateth me, even he shall live by me.As the living Father hath sent me, and I live by the Father: so he that eateth me, even he shall live by me.    

★啓示錄 2：7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喫。 

    RevelationRevelationRevelationRevelation2222：：：：7777    He that hath an ear, He that hath an ear, He that hath an ear, He that hath an ear, let him hear what the Spirit saith unto the churches; To him that overcomethlet him hear what the Spirit saith unto the churches; To him that overcomethlet him hear what the Spirit saith unto the churches; To him that overcomethlet him hear what the Spirit saith unto the churches; To him that overcometh    

                                                        will I give to eat of the tree of life, which is in the midst of the paradise of God.will I give to eat of the tree of life, which is in the midst of the paradise of God.will I give to eat of the tree of life, which is in the midst of the paradise of God.will I give to eat of the tree of life, which is in the midst of the paradise of G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