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4/3(週一)〜4/8(週六)，內容為『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二)』第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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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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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宜蘭眾召會學生英語生活園：4/8(六)12:00至 4/9(日)12:00，於進士會所舉辦，盼望幫助學生在英語

能力上更往前，請向邱淑眞姊妹報名並繳費 400元整。 
六. 進士會所球場等工程：需經費 80萬，目前已收到奉獻款為 518,760元。 
七. 2017年夏季訓練：7/3至 7/8，於美國加州安那翰舉行，意者請洽邱淑眞姊妹（0919912646）。 
八. 青少年家長座談成全：4/21(五)晚間七點半至九點，於進士會所舉行，邀請家長一同參加。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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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上需接待，可接待者請洽邱淑眞姊妹。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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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天)，費用 2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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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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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工程款約 280萬，

目前奉獻款約 200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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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3/26)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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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個

人 

團

體 

主

日 

小

排 

主

日 

小

排 

頭城鎮召會 8 4 7 -- 9 -- 3 8 -- -- -- -- 14 

礁溪鄉召會 36 11 16 -- 11 -- -- -- 3 -- -- -- 39 

壯圍鄉召會 9 5 6 6 -- -- 6 5 1 -- -- － 10 

員山鄉召會 45 25 8 12 6 -- 33 12 9 6 -- － 60 

蘇澳鎮召會 15 8 6 8 10 -- 1 8 1 -- -- － 20 

大同鄉召會 7 6 4 12 6 -- 12 12  -- -- -- -- 15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55 30 15 45 8 -- 18 4 -- -- -- -- 70 

延平區 33 9 6 19 3 -- -- -- -- 10 -- -- 33 

進士區 51 8 4 32 21 -- 4 -- -- -- -- -- 64 

青少年區 17 -- 15 33 10 -- 2 6 -- -- 17 33 40 

合  計 276 106 87 167 84 0 79 55 14 16 17 33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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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恢復  

我們若進入新約神聖啟示的深處，就會看見神

的確有一個經綸，一個家庭行政，以完成祂永遠的定

旨。這經綸就是祂宇宙的工作。神創造人，是以祂照

著祂的經綸而有的神聖分賜為觀點；我們在此所陳

明的，乃是神的願望。這是神的喜悅，這也是我們的

職事、負擔和託付。祂在每一時刻，每一情形，甚至

在每一小事上，都在將祂自己分賜到我們裏面，使我

們得更新、變化並模成。至終，我們要得著榮耀。然

後，我們要享受那照著祂神聖經綸而有之神聖分賜

的終極完成。 

神照著祂的喜悅所定的計劃 

神新約的經綸乃是神照著祂的喜悅所定的計劃

。神的喜悅就是祂的心願。人人都渴望喜悅。我們若

渴望喜悅，神當然也是如此。每種活物都渴望喜悅。

事實上，你越活，就越需要喜悅。神的喜悅就是將祂

自己分賜到我們裏面。這是神惟一的願望。神創造人

的目的，是要使人作祂的器皿以盛裝祂。神在祂主宰

憐憫裏的揀選有一個目標，這目標是要得著許多器

皿以盛裝神，並永遠彰顯祂，使我們能與祂成為一，

並使祂在我們身上且同著我們得榮耀。 

人—神計劃的中心 

在神的計劃中，人的地位、人的立場是非常中心

的。耶穌是完整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甚至祂在復活

和升天之後，仍然是人。人乃是神計劃的中心。沒有

人這中心，神的計劃就失敗了。 

有人的樣子 

神的心意在於人；神的思想集中於人；神的心在

人身上；神的願望是要得著人。四活物有人的樣子，

寶座上的神也有人的樣子，這事實指明神的中心思

想和祂的安排都與人有關。我們需要看見，我們是人

，這是何等榮耀，何等奇妙。 

蒙憐憫得尊貴和榮耀的器皿 

在基督裏的信徒，是蒙憐憫得尊貴和榮耀的器

皿。在我們的經歷起初的階段，三一神是我們的憐憫

；在長進的階段，祂是我們的尊貴；在完成的階段，

祂是我們的榮耀。我們要被三一神充滿，不僅作我們

的憐憫，也作我們的尊貴和榮耀。我們對神用處的最

高點，乃是我們是盛裝祂並彰顯祂的器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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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活在我們裏面，使我們能活祂。至終，祂與我們，

我們與祂，要在生命和性情上完全成為一。這是我們

作蒙憐憫的器皿的定命。 

 

藉著重生得尊貴，有基督作他們的寶貝 

信徒是藉著重生得尊貴的器皿，有基督作他們

的寶貝。我們是尊貴的容器，因為基督自己是尊貴。

祂是我們裏面的寶貝。當主耶穌回來時，那作我們寶

貝的基督，就要得著顯明。別人就能看見，我們是得

尊貴的器皿，是盛裝這樣一個寶貝的器皿。 

 

得著榮耀尊貴為冠冕者 

    在升天裏，基督是得了榮耀尊貴為冠冕者。貴重

的器皿是由神性（金），以及蒙救贖、得重生的人性

（銀）所構成。這些器皿，就像提摩太和別的真信徒

，構成了托住真理的確定根基。因此，我們必須潔淨

自己，脫離不義的事，脫離這些消極的事和消極的人

，就必成為貴重的器皿，分別為聖，合乎主人使用，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主如果恩待召會，至少一半的人是從兒女進來，

另外一半的人是從海（世界）裏上來。如果沒有兒女

進來，召會不會強。請你們記得，保羅那一代的人，

能夠直接從世界裏救出來。但是保羅下一代的人，就

要像提摩太一樣，是從家庭裏出來。你不能一直盼望

人從世界裏進來。你要盼望到第二代，人要像提摩太

一樣，從家庭裏出來。雖然神的福音要從世界裏救回

人來，但是還要有提摩太那樣的人帶進來；有像他的

外祖母羅以、他的母親友尼基那樣的人栽培他，以主

的教訓養育他，帶領他長大。這樣，召會才能豐富。

(摘錄自為著召會生活陪育下一代/介言：第一課) 



職事信息------------------------------------------------------
--禱告及明白神的旨意 

 

為眾聖徒祈求為眾聖徒祈求為眾聖徒祈求為眾聖徒祈求。。。。((((弗六弗六弗六弗六 18)18)18)18) 

 

    許多的代禱不過是還債！ 因為是還債，所以，就沒有心願，不過奉行故事而已。 所以，沒有真愛心

的人，不能，也不配為人代禱。當我們覺得別人的需要，像我們自己的需要，我們就要誠心代禱。 當我們

覺得別人的需要，像別人自己那樣的覺得，則我們就要忠心代禱。就是因為沒有愛心，所以只能以聲音禱

告。我們應當對人有更多的同情，更深的聯合。願我們從今以後用口禱告，也用心禱告。 

願我們的禱告如同香氣達到神的面前。 

 

不要作愚昧人不要作愚昧人不要作愚昧人不要作愚昧人，，，，卻要明白甚麼是主的旨意卻要明白甚麼是主的旨意卻要明白甚麼是主的旨意卻要明白甚麼是主的旨意。。。。((((弗五弗五弗五弗五 17)17)17)17) 

 

    像一個麻雀那麼便宜的東西，神都要管，何況我們是祂的兒女！ 像一根頭髮那麼小

的事情，神都要管，何況其他的事情！所以，我們一信主，就得學習從環境中知道神的旨

意。 我們沒有一件事是偶然遇見的，沒有一個遭遇不是經主量過的。你的事業，你的環境，你的丈夫或妻

子，你的父母和兒女， 你的親戚和朋友，一切的一切，神都替你安排好了。天天臨到你身上事，都有神的

安排在裏面。 所以我們要學習在環境中知道神的旨意。信主不久的人，也許還沒有學會受聖靈的引導， 還

不大知道聖經的教訓，但是至少能看見神的手在環境裏。這是信徒最初步的功課。 

(摘錄自倪柝聲弟兄『基督徒報(第九期)』及『尋求神的旨意』) 

 
 
晨興拾穗----------------------------------虹-基督徒生活與召會生活
之經歷的總結
      

    神對甚麼信實？神對祂所說的信實。神對祂的話信實，祂的話就是遺命，就是約。約就是神的話。神

對祂所說的一切都是信實的。這就是虹。每當烏雲密佈，你必須將神的信實呼求出來，那就是將虹呼求出

來。每當你感覺輭弱，你必須呼求神的信實說，『神阿，你是信實的。我輭弱，但你必須照你的話使我剛強。』

我們都活在約下，這約有神的信實作為確定的記號：洪水不再來臨。這就是召會生活。 

    我們的基督徒生活以及召會生活，絕對是約的生活。我們是在約之下。在新約聖經的每一節，我們看

見神的應許。我要給你們其中的一節，那是我相當有經歷的：『那臨到你們的試誘，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

是信實的，必不容你們受試誘過於所能受的，祂也必隨着試誘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這節聖

經在你面臨任何環境時都可應用。你若抓住神的約，我可以擔保，不論你遭遇甚麼，這裏有一節聖經作活

的應許，來給你倚靠並憑此而活。 

    我們都需要學習如何活在神的約下。我們不該被自己的定罪、感覺和環境等烏雲所威脅或恐嚇。我們

乃是在神的約下，完全在祂的祝福下。不再有定罪，不再有審判，不再有咒詛。死已經被廢去，在召會中

我們不斷的享受生命。一切都是生命。不要怕失去你的職業或健康。不要被黑暗或消極的事物所威脅。我



們是有約的人。我們有一節應許的經文可以應付一切的處境。我們必須站在約下，不信任何的失敗、輭弱、

黑暗或消極的事物。我們的定命是在寶血所灑過的約下。阿利路亞，我們是約人！ 

開家見證 

       

      很高興在我們家開了國中排，在聚會前我擔任服事的工作，是將要填飽肚子的食物先預備一番，

再排好桌椅讓大家能圍在一起，家裡也必須先整理整理。感謝主，正因為大家都分工合作，才讓我

只需做一些小事而已。我們國中排真的很棒，不單單是因為每次都有豐盛佳餚，而且阿姨還會準備

飯後甜點，尤其聚會中喜樂的感覺更是令人著迷。大家向神禱告和唱詩歌，分享週訊並聽故事，我

們都因為主耶穌得了心靈和肉身的飽足！讚美神，我們真是蒙福的一班人，能喫祢喝祢享受祢。 

(國中二年級-張耘弟兄) 

    感謝主！在姐妹的ㄧ個邀約中我們家開排了，主是聆聽禱告的神，打開家聚會與接待弟兄姐妹

是我ㄧ直以來的心願，謝謝主的應許與預備，ㄧ開始是國中排，張耘放學回家就會熱菜切水果，當

個稱職的服事者，姐妹也會一起配搭飯食，大家一起唱詩歌享受主的話，非常喜樂。接待弟兄姊妹

就像接待主一樣，恩典更加多，現在蘭女排改在我家，感謝主，恩典搆得上。看到孩子們享受主，

接受餵養，也感到家中滿了主，更希望鄰居聽到及看到我們的喜樂，對主有看見，使我家成為傳揚

福音的管道！感謝讚美主！（劉祐伊姊妹） 

 
 
蒙恩分享------------------------------------------------2017 年
宜蘭眾召會新人成全 

 

    衷心感謝姊妹的鼓勵：要把握機會千萬不要放

棄！於是克服困難，參加新人成全訓練。感謝青少年

服事姊妹和弟兄對我孩子的的付出和支持；關愛與

照顧！感謝一路以來弟兄姊妹的幫助與鼓勵。感謝

教師們認真的教學及專業的指導，使我在懵懂中有

了成長，對聖經相關的知識、研究，有了基礎的認知

與瞭解。這次上山得著寶貴的成長，感謝主！ 

（江琪瑞姊妹） 

    這次參加大同新人成全訓練，感謝姊妹大力催

促與鼓勵，感謝弟兄姐妹照顧侑縈，感謝弟兄車輛服

事。聖經是此生頭一次認識的，經過每位師長的教導

讓我能有深入認識，從未摸索的東西，感觸良多。如

王弟兄教我們如何認識聖經和聖經的總綱，還有林

弟兄教導呼求主名，我都滿有感觸，大同林弟兄現身

說法，也使我受益良多，可說不虛此行，讓我再次感

謝眾多弟兄姐妹成全，完成此行。（黃秋蘭姊妹） 

 

    我這樣禱告是正確的嗎？這真的是神在跟我說

話嗎？這樣做到底對嗎？這是這幾個月心中時常有

的疑問，而在這次新人成全中有了解答！不要怕做

錯，神不怕我們做錯，只怕不回頭；如果都沒有做錯

反而無法經歷這位神。不做，我們看不見自己；沒有

環境，就無法暴露我們這個人，才會知道原來我們是

這樣的光景，基督才能進來。這兩天一夜值得了！ 

（鍾宛馨姊妹） 

 

某次的主日聚會，有位弟兄邀請我去大同鄉的

新人成全聚會。我根本不明白那是什麼，但我還是

報名了人生第一場的成全聚會了。到了當日，負責

的弟兄讓我們認識聖經是什麼。我一直認為聖經就

是神的話、神的呼出，課後我卻對聖經充滿了疑惑。

第二堂課，介紹擘餅聚會，之前聽到的是喫餅喝杯

是主耶穌給我們的那一份，是我們的權利。但課後

也開始有不同的問號。這次兩天一夜的成全，讓我

對很多舊事情有了新的問號。母羊跟我說，有疑問

是好事情，因為困惑，所以我認真的翻閱聖經；因

為迷惘，所以我開口詢問其他的弟兄姊妹。這是我

這次成全的最大收穫。（林弈如姊妹） 

    小時候就認識了聖經這本書，幾年前這本書還

跟隨我從大陸來到臺灣。聖經裏面的白紙黑字它認

識我，我不認識它，每次翻開來看就想打瞌睡。這

次有幸能參加新人成全訓練，從中去學習認識聖

經。聖經是神的呼出，是神的話，是藉著神的聖靈，

經過人的口說出來的；神計畫創造，撒但背叛破壞，



人墮落失去，基督救贖建造。因有這聖經的總綱讓

我明白聖經講的是什麼；而不再是密密麻麻的字。

而我們讀聖經乃是接受主的話，主這個話就是我們

的食物，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

的一切的話！有弟兄說聖經是本情書，是啊！把聖

經當成是愛我的人寫給我的情書來看，就不會枯燥

無味，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呢！（陳春羽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