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 晨興聖言追求：本週進度『基督的擴增為著召會的建造』，晨興聖言第四週：基督的擴增，為著召

會的擴增與開展，乃是藉著同心合意，連同禱告、那靈、話與家。 
二. 禱研背講訓練：每週一晚間 19:30~21:30在”文化會所”，有當週晨興進度內容之禱研背講，欲參加者

請自備信息綱要；若需執事室代印者，請事先向邱淑真姊妹登記，工本費請自行投入奉獻箱。 

三.進士會所球場等工程：需經費 80萬，目前所收奉獻 230,600。 
四.宜蘭縣學生暑假生活園：8/24(三)～8/26(五)，於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三星分校，歡迎宜蘭縣眾召

會之所有學生、家長、各環服事者，並鼓勵同學、朋友一同報名參加。 
五.宜蘭縣眾召會 2016 年中相調特會與展覽：8/26(五)晚上～8/28(日)，於耕莘專校風雨禮堂舉行，請弟

兄姊妹彼此邀約，也歡迎福音朋友同來享受神家的豐富。 
六.財報:經常費收入 146,817，支出 121,749.全時間供給收入 68,608，支出 112,024.其他請參看公佈欄。 

 

 禱告事項 
一. 聖徒的召會生活：各排各區彼此餵養牧養，邀約每個聖徒均入排，實行生養教建的生活。 
二. 蘇澳鎮召會舊會所重建：建築圖已完成，已送宜蘭縣都委會審查，請聖徒持續為此代禱。 
三. 池上鄉召會購置會所：為台東縣池上鄉召會購置會所順利完成，尚缺 200萬元，需要眾召會的扶持

與代禱。 

四. 暑期東馬與印度之行：七月份的東馬之旅、印度遊學訪問，所有的行程與團員平安代禱。 
五. 新受浸聖徒：五月/古美子、張伯南、黃讚美、邱萱琳、林承駿、蔡昤嵐、黃秋蘭、江琪瑞、吳侑 

縈、黃冠瑋，潘律婷。六月/翁坤化、翁簡佳縈、陳春羽等弟兄姊妹，得救後繼續受餵養，並穩定

在召會生活中代禱。 
 

 人數統計 (6/2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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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3 12 -- 10 7 -- 5 5 -- -- -- -- 15 

礁溪鄉召會 37 16 18 27 -- -- 20 11 6 -- -- -- 42 

壯圍鄉召會 10 6 3 5 -- 1 6 6 3 -- -- -- 14 

員山鄉召會 39 15 14 12 15 -- -- -- -- -- -- -- 39 

蘇澳鎮召會 21 8 9 11 8 -- 1 5 1 -- -- -- 24 

大同鄉召會 12 9 5 13 13 -- 8 10 -- -- -- -- 23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51 25 9 22 9 -- 5 8 -- -- -- -- 55 

延平區 29 0 7 7 14 -- 10 5 -- -- -- -- 32 

進士區 44 1 7 24 3 -- -- -- -- -- -- -- 44 

青少年區 27 5 4 33 7 -- 6 4 -- -- 27 33 36 

合  計 283 97 76 164 76 1 61 54 10 0 27 33 324 



 

               認識召會並審察召會的根據（下）    2016/7/3 第三十⼀期 
召會中不該有的東西 

    一一一一、、、、特別的名稱特別的名稱特別的名稱特別的名稱 

    基督的召會就是基督的召會，為什麼要稱她作

路德會，美以美會?好比黃太太就是黃太太，為甚麼

要稱作張太太?她若是要能稱作張太太，必須因她的

丈夫姓張。若是一個基督教團體，因著得着衛斯理的

幫助很多，所以稱作衛理會，這無意中就把人的東西，

帶進基督的召會裏，人的東西一進來，召會就紊亂，

就四分五裂了。 

    二二二二、、、、特別的信仰特別的信仰特別的信仰特別的信仰 

    比方長老會重在長老治會，浸信會重在給人施

浸的方式，這就變作他們的規條，變作他們的信條，

也變作使他們不同的信仰。這都是在聖經之外，在聖

經裏找不著的，聖經乃是說『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

(可十六 16)聖經並沒有規定，受浸要如何，方式要如

何，那種堅持作法的結果，就使那個作法變作他們的

一個特別的信條，這就叫他們與別人分開了。 

    三三三三、、、、特別的交換特別的交換特別的交換特別的交換 

    比方，他們相信大災難前一次被提，所有的人都

要和他們一樣，相信基督徒在大災難前一次被提，若

有人在這事上和他們不同，他們就不與那些人有交

通。 那些人認為必須彼此眼光相同，信仰相同，感

覺相同，才能一起有交通。這交通就變作特別的交通:

這也是人帶進來的，是在基督之外的。特別的名稱，

特別的信仰，和特別的交通，三者乃是召會的分裂，

紊亂的主要原因，一個團體不論是有這三類中的那

一類，那個團體就失去召會的性質，失去召會的立場。 

人的問題是召會最大的攔阻 

    有些基督教團體，以上三件事都不犯，然而他們

卻是獨立的。好像他們光景應當很正常，但他們在那

一個地方，卻是單獨的，獨立的，與其他地方的聖徒 

都沒有交通，並且不承認這個交通。這也是個很大

的問題，也是因為把人的東西帶進來的結果。一個

愛主，單純要主，肯仆倒的人，當他把人的東西都

擺在一邊，都放下，他的眼睛立刻明亮，就能看見

召會的立場。今天最難的問題，就是人放不下。人

無法把基督之外的東西打掉，人在基督之外仍有所

堅持；這就是召會最大的攔阻。 

審察召會三道過濾的關卡 

   有人就問，我們怎麼知道是人的東西帶進召會

呢？這裏有三道關卡，給我們過濾。 

    第一道就是聖經。我們必須思考，我們在召會

中的想法，活動，定規等一切舉動，是否都和聖經

相合?凡與聖經不合的，沒有疑問，就是人的東西。

凡不合聖經的東西，我們都不能讓它通過。都要讓

聖經把它濾一濾，好把一切不合聖經的，都擋在外

面，都過濾出去。 

    第二過濾，就是要看我們帶到召會裏的是基督 

，還是我們自己?召會就是基督，召會的內容就是基

督。召會裏的一切，都該是基督，讓我們查看一下，

我們帶到召會裏的是基督，還是自己。 

    第三道就是聖靈；我們必須問，我們帶到召會

中的，是聖靈在我們裏面掌權而有的呢，還是我們

自己在裏面作主?是聖靈在我們裏面運行的呢?或

是我們人在裏頭的主張?這是所有問題的根源。召

會是基督的身體，召會就是基督自己。因此，在召

會裏沒有基督以外的東西。凡召會所有的，都是出

於基督，出於聖靈。並且每一個地方召會，都與其

他地方召會共同有交通，盼望我們都看見，如何在

召會實行上有召會的實際。 

                        (摘錄自認識生命與召會第八篇)



屬靈餧養-------------------------------------------------------------------------------聚會中不被動，互相供應 

林前十四 26：弟兄們，這卻怎麼樣？每逢你們聚在一起的時候，各人或有詩歌，或有教訓，或有啟示， 

            或有方言，或有繙出來的話，凡事都當為建造。 

歌羅西三 16：當用各樣的智慧，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你們裡面，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教 

             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 

    有一次講道的聚會，有一位弟兄剛來的時候覺得黯淡得很。他問自己有甚

麼特別的罪沒有？沒有。有甚麼特別的事情沒有？沒有。但是，他屬靈的精神，

怎麼都提不起來。他就禱告說，『主，我需要生命的供應。』後來有一位弟兄

禱告，那一個禱告就供應了他，他就亮了。這一個就是彼此洗腳。所以，凡是

被動的來到聚會，甚麼都不管，只是坐在那裡，不盼望有甚麼事發生，不盼望

幫助一個人，這就不是彼此洗腳。 

    彼此洗腳的意思就是，我到聚會裡來，我是想要幫助人，我是要人得著益處。有的時候，我們實在

覺得沒有多大力氣，靈性實在振作不起來，那我可以盼望弟兄姊妹給我洗腳，叫我摸著神，叫我得著屬

靈的幫助。不過要小心，不要每一次都帶著擔子來。聚會在神面前有價值或沒有價值，摸得著生命或者

摸不著生命，都是看生命多呢？或者是擔子多？ 

這一個責任是在每一個弟兄姊妹的身上。如果許多人的靈是開起來的，自然聚會沒有難處，許多人

的靈性就自然得著振作。如果許多人都是冷冷的坐在那裡，這一個聚會就拖不動。被動是召會中最重的

東西。沒有一個人來聚會可以不禱告，可以不花工夫豫備的。所有的人都得有禱告，都得有等候。每一

個人要用他的生命叫聚會得幫助。召會的聚會必須互相幫助，纔能都得著幫助。互相幫助，就是彼此洗

腳。（摘錄自倪柝聲文集『一般的信息』(卷一)，第 140 至 141 頁。） 

晨興拾穗    

基督的擴增基督的擴增基督的擴增基督的擴增，，，，為著召會的擴增與開展為著召會的擴增與開展為著召會的擴增與開展為著召會的擴增與開展，，，，乃是藉著同心合意乃是藉著同心合意乃是藉著同心合意乃是藉著同心合意，，，，連同禱告連同禱告連同禱告連同禱告、、、、那靈那靈那靈那靈、、、、話與家話與家話與家話與家    

使徒行傳…的界石，…乃是那一百二十人的同心合意。你若要經歷

靈浸，必須有同心合意。若是地方召會的眾肢體同心合意，靈浸就在那

裏。你若真要實行正確傳福音的路，就需要同心合意。沒有這把鑰匙，

門不會開啓。同心合意是『一切房間的萬能鑰匙』，是開啓新約中一切福

分的萬能鑰匙。這就是爲何保羅告訴友歐底亞和循都基，她們需要這種

同心合意。保羅知道這些姊妹愛主，但她們失去了同心合意。  

      腓立比書告訴我們，這件事是從我們的靈開始，但我們必須領悟，

我們不是只有靈的人。…我們在同樣一個靈裏，有同樣的一個魂、一個心思、一個意志，就是同心合意，

這是得着一切新約福分和遺贈的鑰匙。在身體裏我們需要一；在召會裏並在眾召會之間我們需要同心合

意。同心合意是爲着我們的實行；一主要的是爲着實際，爲着事實。在約翰十七章，主耶穌爲這樣的事實

禱告；在五旬節那日，藉着將祂自己，作爲終極完成的那靈澆灌下來，祂就完成了祂的禱告。那是一的實

際。在完成一的實際之後，就需要有一的實行。當一得以實行時，這一就成爲同心合意。 同心合意乃是

一的實行。 

    我們把整卷使徒行傳從頭到尾讀過，就能看見，爲着執行神在這地上的行動以成就祂新約的經綸，他

們所採取的作法完全是憑着三個主要實質—禱告、那靈與話。不但在使徒行傳裏，就是在全本新約，也都

是用禱告、那靈與話來執行神的經綸。…構成主行動獨一作法的實質乃是禱告與那靈，這兩者的結果產生

話。讓我們在話上勞苦，在禱告上勞苦，並殷勤對待聖靈，這是值得的。我們必須花許多時間進入主的話；

我們必須使自己被聖言所浸潤、構成甚至泡透。我們也必須使自己因着與主的接觸而被構成。我們必須天

天時時接觸祂，然後我們就要成爲正確的人。 



 國小學生聚會蒙恩見證 

 
    從上了六年級開始，我們幾位小六生就參加

星期三的國中小排，剛開始滿不習慣的，也有很

多的不願意和抱怨，總想說，我又還沒國中，為

什麼要把時間花在這上面。但是現在回想，其實

沒有我想的這麼痛苦，反而現在很享受這個時光。

在聚會中，有豐富的詩歌和訊息，讓我覺得非常

的充實。我希望能夠一直持續聚會，讓我對主的

話有更多的認識。阿們！（吳凱欣姊妹） 

 

    以前星期三下午，一個人在家總是覺得很無

聊，來到國中排後，在這裡有吃、有喝，還有同

伴陪伴。我們一起讀經、唱詩、禱告；一起追求、

一起成長。我很喜歡聚會，希望上了國中之後，

也能堅定持續的參加。（李易宸弟兄） 

 

    參加讀書排，最開心的事，就是可以跟朋友

在一起。而且有事情可以做，不會無所事事，也

能把功課複習完。有功課上的問題，可以得到解

決。做完功課之後，和朋友一起玩，是我最開心

的事。雖然我要離開宜蘭去台北唸書，我還是會

參加當地的聚會。（胡宇新姊妹） 

 

每次週三的聚會我都很開心，因為有好吃的東西

可以吃，也有朋友可以跟我一起玩。我很喜歡陪

伴我們的大專哥哥，他教了我很多事，讓我知道

自己應該要常常向主禱告。（李祥弟兄） 

   在讀書排讓我得到

一群一起長大的朋友，

在排裏讀書比較能夠

專心，每次來做功課，

可以和朋友們一起討

論，注意力反而比較集

中，功課完成後，我們

會一起聊天、一起遊戲，我很感謝服事阿姨對我

的照顧，讓我童年生活充實又快樂。（曾采潔姊妹） 

 

    雖然我來到讀書排的時間不長，我卻非常喜

樂。因為有人會教我功課，也有同伴可以一起玩，

我在這裡，不但可以認真的完成功課，也學習到很

多事，每一次的學習都很有收穫。我很珍惜在聚會

裏的時光。我上了國中之後，也會繼續參加聚會。

（吳侑縈姊妹） 

 

    我很喜歡去淑津阿姨家的讀書排，在這裏做

功課沒有壓力，和大家一起學習比較輕鬆。在這裡

我交到很多朋友，每次一起聊天都很開心，我希望

六年級之後還有讀書排。（林之恩） 

 

我們的讀書排在淑津阿姨家，阿姨會準備好

吃的東西給我們吃，月姿阿姨會教我們數學，有同

伴一起讀書真好，謝謝淑津阿姨及月姿阿姨的服

事，感謝主！（林馨慈姊妹） 

 

 育才國小生命教育 期末蒙恩見證 

    約翰福音 12：24『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

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這句經節很摸著我心，且可以應用在這次的生命教育的配搭裏。在最後一次的

生命教育配搭裏，我們藉著同樂會，來分享這學期小朋友所摸著的。我們也藉著帶動跳來讓小朋友來

認識這位主耶穌，要帶動跳是我天然人需要破碎的。原因有二，第一：因為自己是個天生舞癡，手腳不

協調。所以臨時說要負責帶動跳時，其實是有點驚訝加錯愕的。第二，自己也不太敢在二十幾位小朋友

面前表演跳舞，只因自己怕丟臉、怕被嘲笑。 

    感謝主，我還是把自己的主權交給主，就像一粒麥子一樣，若不落到地裏死了，就仍是那一粒麥

子，我們的己及天然若沒有被破碎，沒有交給主來對付，我們就很難把這位住在我們靈裏且何其寶貴

的這位主給小朋友們認識。雖然與小朋友們相處只有僅僅半小時，不論是帶動跳，又或者是分享他們

這學期最喜歡的故事？看著他們的笑容早已足夠，也很高興能夠藉由這課程認識你們。 

    願生命教育能夠不斷往前，也謝謝這學期二忠二孝的小朋友們，因著主耶穌的愛，使我們能夠相聚

在一起。（葉民聖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