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5/8(週一)〜5/13(週六)，內容為『與升天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作』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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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暑期出國成全：對象為宜蘭眾召會國高中生聖徒、家長與服事者；主題行程：7/3-7/11(九天)，

延伸行程為 7/12-7/16(五天)，行程簡略如下：香港部分：英語成全訓練，探索之旅(如海洋公園、
Disney，包括英語訓練元素)深圳兩天遊，延伸部分為參加香港青少年特會。參加主體行程一萬五千
元，參加主體與延伸行程者兩萬元整。即日起請向邱淑眞姊妹報名繳費一萬元整。 

五. 青少年本週晨興追求材料：聖經之旅第八冊：第六課。 
六. 已過 105年度需要開奉獻證明的聖徒請向李王秀玲姊妹領取。 
七. 海外開展：為著國度的福音能傳遍居人之地，為海外開展的需要，我們每年每人擺上 1500元的奉

獻款，請弟兄姊妹們記念並擺上。 
八. 特別聚會：5/10(週三)，晚上七點半至九點，於進士會所舉行，請台南張繼尊弟兄夫婦交通，請弟兄

姐妹彼次邀約，一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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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簡清雄、吳金生、吳宥辰、梁巧霖、高小祐、吳叁源、張慧雯、袁得瑜等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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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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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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18 9 20 4 -- -- -- -- -- -- -- 68 

延平區 35 10 9 18 6 -- -- -- 6 9 -- -- 41 

進士區 52 8 6 29 24 -- -- -- -- -- -- -- 64 

青少年區 27 5 4 33 20 -- 5 6 -- -- 27 33 40 

合  計 300 81 68 191 81 1 62 70 9 14 23 36 363 



                          召會的建造（⼀）          2017/5/7 第七十五期

    就着生命地位來說，召會是產生出來的；就着外

面的地位來說，召會是建造出來的。一面是產生，一

面是建造；產生是裏面的問題，建造是外面的問題。

召會在裏面得着了神的生命，並且一同與基督活過

來，因而產生出神的一個傑作，就是神與人的調和。

召會乃是神的建造。建造是外面的 是地位的；產生

是裏面的，是生命的。 

原是外邦人 

    召會的建造是用以色列人同外邦人作材料。保

羅把召會比作房屋，用外邦人同以色列人作材料來

建造。就着裏面的生命說，我每原是死人；就着外面

的地位說，我們是外邦人。因為我們外邦人有兩種光

景，就我們裏面的生命來說，我們是死了的人；就我

們外面的地位來說，我們是外邦人。就着裏面的生命

來說乃是召會的產生，就着外面的地位來說乃是召

會的建造。產生是生命問題，建造是地位問題。我們

若是沒有裏面的產生，就不會有外面的建造。我們必

須是裏面先得着生命，然後在外面纔得建造。我們乃

是『活石，被建造成為屬靈的殿』。這建造不是死的

建造，乃是活的建造。這建造所用的材料不是死的石

頭，乃是活的石頭。在召會產生的一面，我們的生命

變了；在召會建造的一面，我們的地位換了。 

是稱為受割禮的 

猶太人所行的割禮，是憑人手在肉體上所行的。猶太

人自稱是受割禮之人，他們稱外邦人是未受割禮的。

猶太人認為未受割禮的人是污穢、下賤，像豬狗一

樣，在神面前是毫無價值的。 

原是在基督以外 

    我們這些未受割禮的外邦人，是在基督以外，與

基督無分無關。我們和以色列國民隔絕，以色列人在

萬民中是獨特的國民，是神所揀選，是神自己的珍

寶。我們外邦人與神選民的公民權是隔絕無分的。舊

約神所應許的許多約，都和外邦人無關。我們沒有基

督，沒有神選民的國籍，沒有神所應許的福，沒有指

望，也沒有神。從生命起頭的一面，是說我們在死裏

的光景；我們是隨著這世界的世代，順著空中掌權者

首領撒但，在肉體的私慾裏行事為人。從地位一面起

頭，說到我們的地位原是外邦人。我們沒有基督，沒

有神選民的國籍，沒有神所應許的諸約，沒有指望，

也沒有神。 

但如今在基督耶穌裏已經得親近了 

    『但如今在基督耶穌裏，你們這從前遠離的人，

靠著基督的血，已經得親近了。』我們從前是怎樣，

如今我們不再是那樣了，我們乃是有了一種新的光

景和地位，我們從前在基督以外，如今是在基督耶穌

裏。我們從前是遠離的人，遠離基督、以色列國民、

以及神應許的諸約。靠著基督的血，基督的血成功了

救贖，把我們外邦人和猶太人，都帶到同樣蒙恩的地

位上。如今外邦人靠著基督的血，也已經得親近了。

猶太人怎樣能親近神，外邦人也照樣能親近神；猶太

人怎樣能蒙恩，外邦人也照樣能蒙恩。神產生並建造

召會所用的材料裏，有一部分是外邦人；而外邦人如

今靠著基督耶穌救贖的血，已經從原來的光景和地

位上被帶回歸神。他們從前是死了的人，現今在基督

耶穌裏已經活過來。我們這些死了的人，神叫我們活

過來，成為祂的傑作；我們這些遠離的人，神把我們

救來，叫我們成為祂在靈裏的居所。 

（摘錄自/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福分與地位/第十三篇） 



屬天嗎哪-------------------------------------------------------
----接納聖徒需要變化 
 

羅馬十二 2：…反要藉著心思的更新而變化，叫你們驗證何為神那美好、可喜悅、並純全的旨意。 

    十四 1：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 

    十五 7：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神。 

 

    我們要接納在主裡與我們同作信徒的，就需要變化。我們若仍是天然的，就不能與別人相處。事實上，

照著我們天然的個性，我們甚至無法一直與自己一致；我們都與自己相爭。因此，任何留在天然個性裡的

基督徒，很難與別人相處。接納聖徒需要變化。我信保羅在羅馬十二章二節說到藉著心思的更新而變化，

不但管治關於實行身體生活的這段，也管治與召會生活有關的其他各章。 

 

    倘若我們沒有變化到至少某種程度，我們就不能與其他的信徒是一。雖然我們也許與他們一同聚會，

但我們不能與他們交通，或將自己向他們敞開。我們若將自己向他們敞開，末了就會與他們相爭，因為我

們沒有變化，並且在我們的觀念、行為、和我們一切所是所作上，都十分天然。因此，要接納與我們同作

信徒的，我們需要變化。羅馬十四章全章和十五章的一部分，專講這事。 

（摘錄自/李常受著〝羅馬書生命讀經〞，第 388 至 389 頁。兩者皆由加州安那翰水流職事站出版。） 

 

 
神豐富全備的屬性---------------------------------------------
-----------------生命 
 

    生命-神聖的生命可視為神首要且基本的屬性。雖然「生命」一辭在新約裏用了多次，但「神的生命」

一辭只出現一次。以弗所四章 18 節是說到神的生命惟一的經文：「他們在悟性上既然昏暗，就因著那在他

們裏面的無知，因著他們心裏的剛硬，與神的生命隔絕了。」神的生命是永遠、非受造的。人受造時沒有

得著這生命。在受造後，有受造生命的人被擺在生命樹前，以接受那非受造、神的生命。但人墮落到心思

的虛妄裏，並在悟性上變為昏暗。人在這種墮落的光景中，無法摸著神的生命，直到人悔改（心思轉向神），

並相信主耶穌，以接受神這永遠的生命。 

    事實上，在全宇宙中，惟有神的生命纔算為生命。約翰壹書五章 12 節說，「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

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這節指明，除非我們有神的生命，否則我們就沒有生命。在神看來，

惟有他的生命是生命。因此新約裏題到神的生命，就把牠看作唯一的生命。 

   神的生命是神聖、永遠的。「神聖」一辭，意思是屬於神，有神的性質。「永遠」一辭意思是非受造的，

無始無終，自有永有，永不改變。神的生命是非受造的，無始無終，自有永有，絕不改變。 

    神的生命是神聖、永遠的，是不朽壞、不改變的；就是經過任何一種打擊或毁壞，仍然一樣，繼續存

活。宇宙中其他各種生命-天使的生命、人的生命、動物的生命和植物的生命-都是必朽壞、會改變的。惟有

神的生命是神聖、永遠的，不朽壞、不改變的。牠無論遭受怎樣的打擊或毁壞，仍然不改變，永遠是一樣

的。因此從永遠的觀點看，惟有神的生命纔是生命。照著神的生命神聖、永遠的性質，神的生命是惟一的

生命。因為神的生命是惟一的生命，所以每當新約原文說到這生命，就用 zoe，奏厄，來指這最高的生命。



（摘錄自/新約總論第一冊/神/第八篇/祂的屬性一） 

 

東馬壯年班成全訓練蒙恩見證----------------------------------
-以基督為中心
 

感謝主，讓我有這個機會能夠加入生命教育志工的行列，雖然我不太擅長和小朋友相處，不過在主的帶領

下，我和他們也能自然的打成一片，上課中，聽著他們稚嫩卻不乏道理的言論，感覺好像我也被他們年輕

有活力的氣場影響，身心都變得更加有活力。主要得着青年人，也要得孩童。希望在宜蘭國小這充滿活力

的苗圃裏能結出許多好粒。(詹尚峰弟兄) 

 

    感謝主，能有分於生命教育的這道水流中。用主的愛，每週四十分鐘，陪伴一位小學三年級的孩子。

我們每週碰面，跟著得榮基金會的課程前行。『小草力量大』小草強韌的生命力，說出這個孩子的生命故

事。她超乎年齡的懂事、堅強，實在是因環境的轉變：搬家、轉學、變成單親家庭；媽媽忙於工作，她得

幫忙照顧幼小的弟弟，並分擔家務。但隨著課程的進行，在角色扮演、說說唱唱、動手做勞作當中，可以

看出她實在也是脆弱，怕一個人，也渴望被愛。希望這個陪伴，真能『用生命感動生命，用愛傳播愛』讓

她在生命轉彎的時刻，因主的愛，仍能活出美好童年。（吳劉瑞琴姊妹） 

 

    約翰福音十章十節：『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感謝主，利用零碎的一點點時間，到校園「用生命感動生命，用愛傳播愛。」不同以往我所接觸的孩子，

這一群孩子因年齡小，都有一顆單純的心。每次聽見他們稚嫩的言語，都會讓我心靈喜樂洋溢，覺得不得

不加快腳步，珍惜每一堂與他們的接觸，把「主的話」、正確的「生命」與「愛」，藉着一篇篇的德榮的教

材，潛移默化的帶進他們心靈裡。希望這群孩子能因生命教育課程，都能成為好土，準備在人生的路上能

隨時遇見神。（林張則蘭姊妹） 

 

    用生命感動生命，用愛傳播愛，神就是愛，因為我們有神的生命在我們裏面，使我們能用神的愛去澆

灌小生命，讓它成長茁壯。 

    感謝主，這學期與姊妹們配搭宜蘭國小的生命教育課程，看到孩子們臉上少了笑臉，心裏很心疼，從

他們臉上的表情告訴我:(我活著，但不喜歡自己),(我無能，也不曉得該做什麼),他們是一群被冷落，不被肯

定的孩子。然而，生命教育的目的乃是，輔導孩子們認識生命的意義，認識自我，建立正確的人生觀，進

而發展潛能，實現自我，增進人際關係技巧，提升對人的關懷，陶冶建全的人格，真誠的期盼能藉著這課

程，和弟兄姊妹們的愛心服事，能打開他們的心，讓孩子們能在思考和體驗中得以領會並認清生命的價

值，自我肯定，知道他們也是耶穌手中寶，臉上堆滿洋溢的笑容。（蕭陳秀蘭姊妹） 

 

    生命教育重在用生命感動生命，用愛傳播愛。感謝主，讓我有分這樣的服事。在天然的個性裡 ,我是

個不擅發表的人， 因為在教會中 多年的兒童服事， 增長膽量和 負擔，覺得兒童的福音很重要。向主

要， 主給我機會到學校講故事 ，主藉著胡弟兄把我帶進了光復國小的晨間故事時間。每次看到孩子們認

真的聽故事，回答問題，結束前再送他們一句祝福的話或聖經的話，裡面真覺有價值。（李王秀玲姊妹） 

 

在生命教育課程中，有一個故事說到一位小夥伴因著想要交換工作，與同伴發生爭吵，最終和好而交換工

作的故事。故事結束後，課堂的小朋友們都分享了自己與人吵架並和好的經歷。在孩子心中，吵完了架就

應該和好，就算自己主動要求和好，也不覺得丟臉。如此單純的心，最蒙主悅納的。主耶穌說：我實在告

訴你的，你們若不回轉像小孩子的樣式，斷不能進天國。(馬太福音十八章三節)(林蔣景艷姊妹) 

 



    感謝讚美主！是神的愛主的恩，聖靈不斷的交通與我同在，這學期在宜蘭國小，接觸這四位同學，各

有他們的個性問題與特質，剛開始我會擔憂配搭服事生命教育，我能否勝任呢？藉著禱告祈求，求主親自

帶領我們，要有信心工作，愛心勞苦並盼望忍耐。與姊妹同心合意為主做工，而事情就這樣成了。回顧想

想，這班孩子實在太可愛了，稱呼我們老師並犧牲自己的午休時間來聽課，想到這事就非常感動與安慰。

願主親自來祝福這四個孩子。（許馨容姊妹） 

 

    幾週下來配搭生命教育，覺得這些孩子真是可愛。每次都很期待我們講故事，也特別喜歡大哥哥和大

姊姊的陪伴。藉由故事和問題討論，及生命中的經歷，傳輸生命給孩子以及老師，與孩子們互動，覺得自

己也變得更像孩子了。時時提醒自己，要『像纔生的嬰孩一樣，切慕那純淨的話奶，叫你們靠此長大，以

致得救；』（彼得前書 2:2）（林紫筠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