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5/1(週一)〜5/6(週六)，內容為『關於世界局勢與主行動的特別交通』第三、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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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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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繳費請洽沈國偉弟兄(0970-307-517)，全程 400、半程 200元。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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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宜蘭大學校慶園遊會：5/8~5/9下午 5：00~9：00，5/10下午 12:00~9:00需要聖徒配搭，請在 5/5前
聯络林紫筠姊妹(0936685813)或黃莉玲姊妹(0977704803)。 

八. 青少年本週晨興追求材料：聖經之旅第八冊：第五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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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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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4/23)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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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4 -- -- -- -- -- -- -- 1 -- -- -- 14 

礁溪鄉召會 40 -- 16 19 5 -- 23 -- -- -- -- -- 30 

壯圍鄉召會 13 6 8 6 -- -- -- 5 3 -- -- -- 15 

員山鄉召會 48 5 8 8 2 -- 18 29 14 11 -- --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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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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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69 3 5 48 6 -- 15 6 -- -- -- -- 80 

延平區 33 -- 4 18 4 -- -- -- -- 9 -- -- 40 

進士區 51 10 6 32 20 -- 2 2 -- -- -- -- 60 

青少年區 28 11 5 34 4 -- 8 3 -- 1 28 34 37 

合  計 319 50 65 184 52 0 76 63 19 21 28 34 375 



                          神在人裏的行動            2017/4/30 第七十四期

神在人裏的行動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馬太一章神成為肉體以前，歷史上沒有神在

人裏面行動這樣的事。在成為肉體以前，神只同著人，

並在人中間行動，舊約有三十九卷書。其中大部分都

很長，說到許多神行動的故事。但神在舊約裏所作的，

只是同著人，並在人中間行動；祂從未在人裏面作任

何事。在舊約裏，祂從未在人裏面行動。從成為肉體

開始，神主要是在人裏面行動。在新約裏，神所作的

一切，主要是在人裏面。『在…裏面』這短短幾個字，

可視為新約中最大的辭。新約常常重複『在基督裏』

這個辭。如果我們不在基督裏，基督也不在我們裏面，

就沒有基督徒的生活，也沒有召會生活。 

神同著人，並在人中間的行動 

    不是完成神為著基督與召會之永遠經綸的直接

行動，乃是在祂舊造裏間接的行動，為著在祂新造裏

祂永遠經綸的直接行動作準備。在舊約裏，你看不見

神為著祂永遠經綸的直接行動。神間接作了許多準

備，好使祂有一日能來直接的作工。新約開頭就是馬

太一章裏耶穌基督的家譜，祂的家譜有四十二代。每

一代都是為耶穌的來到作準備。我們需要把舊約看

作神在新約裏，在人裏面行動的豫備。在舊約裏人的

生存是為著經過歷代而帶進基督。 

神在祂成為肉體裏的行動 

    我們需要看見，神在祂成為肉體裏之行動的重

大意義。從永遠來到時間裏，神成為肉體時，就從永

遠來到時間裏。這是我們必須得著的頭一項內在意

義。在永遠裏，神是無限的。對祂來說，一切都是永

遠的。但當祂成為肉體的日子來到，祂就從永遠裏出

來，進到時間裏。永遠是沒有限制的，時間是有限制

的。作為一個有限的人，祂受了極大的限制。神藉著

說話創造一切。祂說，『要有光，』就有了光。但祂

不是這樣一瞬之間成為肉體的。反之，祂從永遠裏出

來，進到時間裏，留在童女腹中九個月。神的成為肉

體把祂從永遠裏帶出來，進到時間的限制裏。 

    神從永遠來到時間裏，並且帶著祂的神性來進

到人性裏。在舊約裏，神聖的性質和素質從來沒有進

到人裏面。但有一天，這一位獨一神聖的神，帶著祂

的神性進到馬利亞腹中。在永遠裏祂只是神聖的，但

藉著成為肉體，祂就兼有神性和人性。 

    按照新約的記載，神在地上在人裏的行動，總是

在成為肉體的原則裏。我們的得救是神在人裏的行

動，也是神成為人的一部分的行動。如果神從來沒有

成為我們，我們絕不能得救。每一次一個人得救，神

成為肉體就重複一次。神在祂的神性裏進到一個人

裏，把祂自己作成那人的一部分，並把那人作成祂的

一部分。得救把神帶進人裏，並把人帶進神裏。得救

使神成為人，使人能成為神（但沒有神格）。這就是

神成為肉體；這成為肉體的原則，應當應用在我們整

個基督徒生活裏。 

    在基督徒的生活裏，丈夫和妻子應當彼此相愛，

但在他們天然的生命裏，他們沒有能力這樣作。如果

一個基督徒丈夫真是愛他的妻子，那不是他。他是活

在加拉太二章二十節的原則裏〜『我已經與基督同

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

面活著。』一個丈夫這樣愛妻子，乃是在成為肉體的

原則裏。除非神成為你，你成為神，否則你絕不能真

正愛你的妻子。我們必須看見，真正的謙卑是在成為

肉體的原則裏。如果我真是謙卑，那就是說，神已經

把祂自己作成我，並且祂也已經把我作成祂。這是成

為肉體很強的原則，這就是神的行動。若不是基督把

祂自己作成我們，若不是我們成為基督，我們就不能

謙卑，我們也不能有任何一種基督徒的美德。我們所

擁有的每一項基督徒美德，都是成為肉體的一部分。

每一天，當我們過基督徒生活時，三一神就藉著被作

成我們，並把我們作成祂，而成為肉體。當一位弟兄

真正愛他的妻子，那時他就是神（在神的生命和性情

上，但不是在神的神格上）。換句話說，神已經成為

他，並且他已經成為神。這是神在成為肉體的原則裏，

在人裏的行動。 

（摘錄自神在人裏的行動/第一章） 



為著召會生活培育下⼀代---------------------------------------
---為那靈撒種 
 

作父母的對兒女所說的每一句話，以及對兒女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一粒種子撒到兒女裡面。我們天

天都在撒種。基督徒的生活乃是撒種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行動必須是憑著靈而行，也必須是為著那靈撒

種的生活。在我們的經歷裡，肉體應當被釘十字架。保羅在加拉太五章二十四節說，『但那屬基督耶穌的

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都釘了十字架。』我們不該繼續照著肉體生活行動。我們不該在肉

體裡表明我們的態度。父母對兒女說話需要在靈裡，並照著靈。否則父母所說的就是為著肉體撒種。我們

也該小心如何表明自己的態度。就連我們態度的表現，也可能是照著肉體撒種。另一方面，我們表示自己

的態度，也可能是為著那靈撒種。如果我們一天過一天都為著那靈撒種，許多難處就會消除。 

在召會生活以及家庭生活裡的難處自然會減少。種子是微小的。我們也許認為某些事情微不足道，如

一點閒話或一點批評；但這些都是種子，撒進人的裏面。在召會生活中，我們不停在撒微小的種子，當我

們批評、爭辯、定罪的時候，實在就是為著肉體撒種。保羅在五章二十五節說到憑著靈而行，在六章八節

說到為著那靈撒種。實際上，憑著靈而行就是為著那靈撒種。我們為著那靈撒種，至終就會收永遠的生命。

我們可能為著肉體或為著那靈撒種，因而收敗壞或收永遠的生命。這個事實應當激勵我們在言語行為上要

謹慎。我們要看見，我們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都是在撒種，不是為著肉體撒種，就是為著那靈撒種。 

（摘錄自為著召會生活培育下一代/第六課） 

 
 
神豐富全備的屬性---------------------------------------------
虹屬天高峰的定義 
 

    以西結書一章所啟示的屬靈事物，乃是開始於風，而結束於虹。當我們來看以西結ㄧ章末了的虹時，

我們乃是來到一個總結，虹－乃是基督徒生活與召會生活之經歷的總結。 

虹是坐寶座之人周圍的光輝；這光輝表徵寶座上的主四圍的輝煌和榮耀。在寶座上的這人周圍有虹，祂正

渴望並等待看見由我們所組成的虹。當我們被祂構成時，就組成這一道祂所期待的虹。至終，我們要做為

虹，返照祂這一道虹。 

    虹的另一定義，或者說屬天、高峰的定義－『虹乃是神豐富全備的屬性顯明、彰顯於芬芳的人性美德

裡。』，虹不僅是神的屬性，永遠屬於神，更是神的屬性作到我們裏面，透過我們人性的美德彰顯出來。 

神進到我們裏面，因為我們是個不同的介質，就產生『折射』，神在基督這個人位裏，帶著祂的公義、聖別，

作為那靈進到我們裏面。祂照射到我們靈裏，就產生反射，於是這位多彩的神，帶著祂豐富全備的屬性，

被我們經歷了，就分散出許多顏色。祂開始浸透、飽和、並安家在我們心裏，以祂豐富全備的屬性充滿我

們，而從我們的心、我們的魂照射出來，再一次『折射』，分散為種種顏色，給眾人看見。這一次折射出來

的，是原先那位進來時，看不見、也不能看見的神，如今卻是滿有神豐富全備的屬性，顯於各種芬芳的人

性美德裏。 

    屬性所指的比美德更多。 我們說到神的屬性，乃指屬於神的一切。當屬於神的東西成為我們的經歷時，

這當然就成了我們的美德。譬如生命是神的屬性，不是美德。但神的生命成為我們的經歷，就產生美德。

因此。說到神，我們用『屬性』一辭，但說到我們自己，我們用『美德』一辭。 

    神的屬性豐富全備，在新約總論這本書報裏論到神的屬性共有三十八點，生命、愛、光、豐富、豐滿、

聖別、公義、智慧、明達、信實、真誠、簡單、純誠、良善、憐憫、憐恤、恩典、平安(和平)、喜樂、 盼

望、鼓勵(安慰)、恩慈、寬容、恆忍、忍耐、妒忌、嚴厲、不偏私、不死、不變、榮耀、尊貴、尊大、主宰



權柄、權柄、能力、力量、權能。我們需要進入這些豐富，讓神的屬性ㄧㄧ作到我們裏面，使這道光輝的

虹屬靈實際顯在今天的召會中。（摘錄自以西結結經讀經一第九篇/新約總論第一冊第八篇） 

生命教育負擔與現況--------------------------------------------
--用生命感動生命
     

    生命教育能在學校紮根成長，是我和姊妹多年

來的盼望，因我們自己的孩子在青少年時期叛逆，當

時有點不知所措，也不敢去問朋友，只有陪伴和禱

告，祈求主能讓孩子平安渡過這青春期。我們知道

『耶和華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主必指示罪人走正路，

主也看顧我的困苦、我的艱難，赦免我的一切罪。』

有這些陪伴的經歷和困苦，我和姊妹了解青少年的

叛逆，其實在國小時期已有偏差，在國小時陪伴這些

高關懷的小朋友，是主給我們有學習的負擔和經歷，

這些高關懷的小朋友不是他們願意出生在這些家庭

裏，有些雙親皆在牢中、有些父母離異或單親、或隔

代撫養，他們不能選擇出生的權利，但能同享教育的

資源。主要我們轉向嬰孩的天真、可愛，這是我們全

心全力投入的重要力量，在福音的傳揚，聖徒的繁殖

擴增中盡點心力。 

   『誰敬畏耶和華，耶和華必指示他當選擇的道

路。』生命教育能在國小生根，皆依主的啟示和異象，

主的恩典滿滿的在每位志工的身上，行在光中，把主

的愛傳播出去。有很多志工的投入，生命的活水湧

入，使這百年樹人的生命教育課程能開花結果，讓主

的恩典在這些小朋友身上發光發熱，進而影響他的

親人，他的朋友，使福音的發揚永續不斷。 

   在育才國小推廣生命教育時，有一段感動的故

事，我們上課的題材皆是來自得榮基金會的教材，當 

 

天的主題是：『我來過，我很乖』。佘艷是重慶鄉下的

八歲小女孩，她是位孤兒，因為家裏很窮，得了白血

病卻沒有錢醫治，最大的心願是吃城裏的肯德基，當

她知道自己的病無法痊癒時，她放棄了治療。她最後

的心願，是要爸爸幫她買白襪子和紅鞋子。最終她就

這樣走了！看了這影片，大家都哭了，因為生活在台

灣寶島的小朋友真的太幸福了，吃肯德基、穿紅鞋子

是很普遍的事！故事的結尾，佘艷的爸爸把社會的

捐款共五十四萬人民幣，都捐給那些因白血病需要

治療的小朋友，真是何等偉大！在寫影片的心得時，

弟兄得知有兩位小朋友思想偏激，藉由導師告知，這

兩位小朋友需要個別輔導。於是我們又積極的接觸

孩子。在每次說故事中，我們看見小朋友的內心世

界，讓志工能在陪伴中關懷他們，導正他們的觀念，

不致有所偏差。在台北捷運中鄭捷的隨機砍人事件，

使我們省思，要把隱藏性的叛逆儘量降低，使這些小

孩子有主的愛、感受主的光、平安喜樂有活力。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我一生

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直到永遠』，在耶和華的殿中有恩惠和慈愛，還有弟

兄姊妹的扶持和顧惜。現在宜蘭地區有育才、宜蘭、

力行、壯圍四個國小在進行生命教育，願主祝福每一

個孩子，並記念服事弟兄姊妹的擺上，榮耀歸神！ 

（林志漢弟兄） 

 
屬天嗎哪-------------------------------------------------------
--在生命中恩典的恩賜 

羅馬十二羅馬十二羅馬十二羅馬十二 6666：：：：照著所賜給我們的恩典照著所賜給我們的恩典照著所賜給我們的恩典照著所賜給我們的恩典，，，，我們得了不同的恩賜我們得了不同的恩賜我們得了不同的恩賜我們得了不同的恩賜…………    

彼前四彼前四彼前四彼前四 10101010：：：：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將這恩賜彼此供應將這恩賜彼此供應將這恩賜彼此供應將這恩賜彼此供應，，，，作神諸般恩典的好管家作神諸般恩典的好管家作神諸般恩典的好管家作神諸般恩典的好管家。。。。    

    羅馬十二章沒有題起說方言、繙方言、醫病、和神蹟的恩賜，我們都需要對這事實有深刻的印象。這樣

的恩賜是神奇的恩賜，但在羅馬十二章，我們看見生命中恩典的恩賜。神奇恩賜的一個例子是巴蘭的驢說人

的話。驢雖然沒有人的生命，卻說人的話。毫無疑問，那是神奇的恩賜。羅馬十二章所列舉的恩賜不是神奇

的恩賜，乃是生命中恩典的恩賜。你享受神作生命，並在生命裡長大，就會發現你有某種技能或才幹，與你

在生命裡的長大相符。這就是我們所謂在生命中恩典的恩賜。 

   想想纔生的嬰孩。在出生的時候，孩子就具備一切必需的器官。然而，在出生的時候，很少器官能盡功



用，因為孩子缺少為著盡功用所必須在生命裡長大的度量。母親越餧養孩子，孩子就越長大。一段時間以後，

孩子會走路了；再過一段時間以後，他會說話了。至終，他會完全長大，並且他所有的才幹都完全得著培養，

有實際的用處。他成熟了，就會有所需的技能，這些技能就是出自在生命裡長大的恩賜。這是保羅在羅馬十

二章所說恩賜的意思。（摘錄自李常受著〝羅馬書生命讀經〞，第 366 至 367 及 370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