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 晨興聖言追求：本週進度『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七)』，晨興聖言第四週：三個帳幕。 
二.進士會所球場等工程：需經費 80萬，目前所收奉獻 296,15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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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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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台路加聖徒集調報名：8月 20日至 21日於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舉行。歡迎宜蘭本地聖徒報

名參加，一同有份聖靈在這地的行動，報名不限路加聖徒，報名聯絡人：林紫筠姊妹 0936-685-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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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圖已送宜蘭縣都委會審查，預估工程款為 940萬，請聖徒持續為此代

禱並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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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伯特風災受損：台東眾召會(台東市、卑南、金峰、大武、鹿野鄉)預估修繕費用為：3,256,000元
整，請弟兄姊妹代禱並記念。 

五.新受浸聖徒：六月/翁坤化、翁簡佳縈、陳春羽、周嘉垣、許庭瑄、黃鉦淮、黃宥菁、鐘宛馨等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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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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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2 -- -- -- -- -- 5 6 -- -- -- -- 12 

礁溪鄉召會 28 -- -- -- -- -- 23 10 1 -- -- -- 37 

壯圍鄉召會 5 -- -- -- -- -- -- 7 1 -- -- -- 7 

員山鄉召會 46 -- 7 14 15 -- -- -- -- -- -- -- 49 

蘇澳鎮召會 10 3 7 7 8 -- -- 7 -- -- -- -- 10 

大同鄉召會 9 1 4 13 10 -- 9 11 -- -- -- -- 22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 -- -- -- -- -- -- -- -- -- -- -- 50 

延平區 -- 2 -- -- -- -- -- -- -- -- -- -- 23 

進士區 -- 2 7 24 -- -- -- -- -- -- -- -- 24 

青少年區 -- 1 6 -- -- -- -- -- -- -- -- -- 6 

合  計 255 9 31 58 33 0 37 41 2 0 0 0 240 



              基督徒屬靈的要求與試驗的標準（上）  2016/8/14 第三十七期

基督徒屬靈的要求 

每一個跟隨主的人，都要清楚知道，所有屬靈的

事，都有屬靈的要求。有的要求外面聖經的教訓，有

的要求是裏面生命的感覺。你若是個蒙恩愛主的人，

樂意學習活在主面前；很自然的，你的心會向著主、

愛主，覺得需要討主喜悅；這樣你裏面自然和主是交

通的。 

    聖經話語的要求：若是我們不肯答應這個要求，

立刻我們會覺得我們和主之間有了間隔，好像出了事

情一樣。一直要等到我們在主面前答應這要求，我們

裏面纔能平靜下來，並且有了安息。從這時起，我們

會覺得我們和主之間的光景，是非常快樂舒服的；我

們裏面會覺得，在主面前是非常甜美的。 

    生命感覺的要求：這個要求若是你沒有答應，立

刻你會覺得，你得罪了主；你的良心會立即定你的罪。

直到有一天，有一個時候，你在這個要求之下服下來

了，立刻你裏面覺得明亮、新鮮、舒服、有主同在。 

若是我們作基督徒，一點都沒有感覺到屬靈的要求，

恐怕是還沒有得救，或者雖然已經得救了，卻是不愛

主，沒有與主交通。若是我們得救了，也與主有交通，

裏面應該天天會有屬靈的要求，會天天在主的話裏，

在生命的感覺裏，碰到主的要求。 

關乎召會的屬靈要求 

    生命要求和眾聖徒有交通：我們要認識，一切的

要求都關係到我們與召會的關係。當我們一活在主面

前，我們就會遇到一個屬靈的要求，要求我們與其他

聖徒有交通。主在裏面要求我們，生命在裏面要求我

們，要與別的聖徒有交通。我們每一個人所得着的生

命，並不是單獨的生命；我們裏面所得着的，乃是主

的生命，是一個大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個人的

生命，基督徒的生命乃是一個團體的生命。為什麼要

有召會呢？為什麼一個基督徒要常常聚會呢？因為基

督徒的生命裏有一個要求，要求他們和眾聖徒有交通。

好像人餓了想喫飯一樣，會要求我們在召會裏有分，

要求我們和聖徒有交通。 

    生命要求基督徒服事別人：當我們活在主面前，

並與眾聖徒有交通，我們裏面會有一種光景，有一種

要求，要我們服事別人，供應別人。基督徒生命的要

求是很奇妙的，這生命要求我們服事別人，那種服事

人的意願，好像人裏頭飢渴要喫東西一般，服事別人，

裏面就得飽足，這就是基督徒裏面生命的要求。乃是

這一個要求，要基督徒彼此聚會，彼此服事。 

    生命要求得到服事，得到供應：生命還有一個要

求，就是要求別人服事你；要求別人供應你。我們來

聚一次會，或來聽一篇道，若是那個聚會滿了供應，

有主的同在，我們裏面定規會感覺飽足、甜美，感覺

主的同在。這個就是生命的要求，要求得着供應。 

    生命要求基督徒屬靈：甚麼時候我們在靈裏，我

們屬靈，甚麼時候我們裏面定規覺得舒服。我們若照

裏面的要求，把世界丟下一點，把肉體多去掉一點，

把己多對付一點，我們裏面立刻感覺舒暢。 

    生命要求基督徒高舉基督：活在神面前，高舉基

督，破碎自己，讓主興盛，我們立即會感覺榮耀、光

明，感覺喜樂、甜美，裏面會覺得屬靈的舒暢。 

    生命要求成功神的旨意：我們都遵行神的旨意，

願意神的旨意得着成全，我們裏面的生命就會感覺甜

美、舒暢。當我們碰見別人沒有遵行時，我們裏面也

會難過、下沉。 

    生命要求召會活出基督：生命的種種要求，都和

召會發生關係。我們若是一個顧到生命要求的人，我

們不難摸着召會的道路，不難看見召會真實的光景。 

(摘錄自認識生命與召會第十三篇) 



召會生活-----------------------------------------------2016 夏

季錄影訓練蒙恩見證 

繼續在神眼前蒙恩繼續在神眼前蒙恩繼續在神眼前蒙恩繼續在神眼前蒙恩，，，，追求更深的認識神追求更深的認識神追求更深的認識神追求更深的認識神    

    感謝主，主恩滿溢，2016 年出埃及記結晶讀經

（四）錄影訓練，我除了第二篇外幾乎全程參與，

真是珍賞弟兄們認真的作各篇的鳥瞰與總結，事前

準備一定花了不少時間，也珍賞聖徒們專注的在聽

各篇信息的內容，時而作筆記，時而畫重點，並且

踴躍分享心得。難能可貴有幾位弟兄姊妹一下班就

趕過來參加訓練，不願意漏掉任何一堂課，著實令

人激賞。 

    我們這次還練唱訓練標語詩歌，雖然有點難

唱，幸好有一位琴藝精湛在學的姊妹司琴，和兩位

老練姊妹領唱，總算『勉強過關』！每次錄影訓練

總有說不完的啟示，激勵我們繼續往前。 

    又挖到寶了，每次錄影訓練總期待有許多驚奇

的屬靈發現，求主賜給我們對祂話語的渴慕，並保守

我們一直在主恢復這條獨一的水流裏，接受職事話

語豐富的供應與餧養，成為我們一生服事主蒙福的

秘訣。 

    『怎樣進入結晶讀經』、『怎樣禱研背講』、『怎

樣申言』、『怎樣藉對信息的享受而經歷以建造召會』

這是召會當前重大的需要與課題。真盼望在錄影訓

練完後，接著進入每週一晚上禱研背講的訓練，然

後每日進入晨興聖言，每週家聚會，小排有經歷的

分享，每週主日有申言的操練，這樣周而復始的操

練，我們就能建立晨晨復興，日日得勝的生活，願

我們共同勉勵之。（員山鄉召會聖徒）

--------------------------------------------------------------------------------------------

榮耀主的恩榮耀主的恩榮耀主的恩榮耀主的恩典典典典，，，，蒙恩蒙福蒙恩蒙福蒙恩蒙福蒙恩蒙福 

    帶着忐忑的心，意外的參加了主的蒙恩訓練，感

覺上像是主早已預備叫我參加一般，真想告訴主我

還沒準備好。 

    真正的信心一定會有獎賞。一個相信神的人絕

不會落空。認知、相信與投靠。每一個承認自己的

罪，把信心放在主耶穌基督身上，誠心尋道的罪人，

都必得救。經上說：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裏

來，到我這裏來的，我總不丟棄他。感謝讚美主！ 

    出到拜偶像的營外，進入幔內。心中想到要把主

放在第一位，以色列人拜了金牛犢後，摩西就遷到營

外，所有尋求主的人都到那裏與他同聚，因為主的同

在和說話都在那裏。（出三三 7~11） 

 

心中甚是喜悅，但還是未能摸著，今天實際的

至聖所就在我們的靈裏，真正新約的職事把我們帶

進靈裏。信息進入認識神和祂的道路，讓自己覺得

人的一切本該被破碎，應該除去自我意念，讓聖靈

洗滌，那原是屬於我與主的空間，倒空老舊的己，

才能成為盛裝主的器皿。 

    事奉神，說，讓我的百姓去，他們好在曠野向我

守節，守節乃是與神一同享受並敬拜神，人與神所

能有的最好和最高的關係，就是向神並與神一同守

節。我們不需用頭腦研究耶穌，只要簡單的享受主

我們越咀嚼耶穌，就越享受祂人性所有美德。 

(張則中弟兄)

 

晨興拾穗------------------------------------------------------

----------------三個帳幕 
   詩八四 1～2『萬軍之耶和華阿，你的居所何等可愛！我的魂羨慕，甚至渴想耶和華的院宇；我的心腸，

我的肉體，向活神呼籲。』 

詩篇八十四篇是關於享受基督作爲帳幕豫表之應驗的隱密啓示，這享受使我們合併到祂裏面，成爲帳幕的

實際和終極完成。這樣的享受，開始於我們對基督的愛。詩人羨慕，甚至渴想在神的帳幕裏，指明詩人愛

神的帳幕到何等的地步；這愛藉着許多試煉而達到成熟。 

在召會生活中，有蜜月的時期，也有在許多經歷和試煉之後的時期。八十四篇有試煉的暗示：『他們經

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爲泉源之地…。』（6）這不是起初的愛，乃是經過許多試煉而成熟的愛。要達到這點，

需要一些年日。 



    我們若走大道往神的殿去，難處和逼迫會臨到我們，這樣的事會叫我們流淚。但神要將我們的眼淚變

為泉源。這泉源就是那靈，我們流淚時，就被那靈充滿，那靈也就在我們裏面成為我們的泉源。主，對於

這條錫安大道，我讚美你，主啊，求賜我一個心，只要得著你自己。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受苦，如果你是

命定要我歷艱辛。就願你我從茲交通益親摯，時也刻也無間，彌久彌香甜。(詩歌 282 首)  

學生聚會------------------------------------------------------

--------國中排蒙恩見證 

＊＊＊＊國中排開家蒙恩見證國中排開家蒙恩見證國中排開家蒙恩見證國中排開家蒙恩見證    

開家，是祝福！家打開就是讓基督進來。因為對孩子有負擔，所以崔弟兄認為開家是理所當然的。雖然

開家的善後會累，但經過幾次聚會後，感謝主，有孩子開始在會後配搭，協助服事者整理清潔。家裏是最

溫馨的地方，也是溫暖的所在。服事者在會中傳輸真理，孩子們自然而然的來在一起。看著他們一路的成

長，慢慢學會分享；看著他們在聚會中的改變，漸漸穩定成熟。從打打鬧鬧到正襟危坐；從懵懂無知到申

言見證。孩子也會來找崔弟兄聊天、問功課，這些點點滴滴的經歷，使開家變得無比喜樂。在開家的過程

中，非常享受身體的配搭，每週二姊妹們會先傳菜單來，為週三的聚會做準備，每次與孩子們一起享受姊

妹豫備的愛筵，可以說是一週中最豐盛的一餐。 

    在開家的過程中，孩子也讓崔弟兄有所學習。有兩位小弟兄很喜歡互相打鬧，看起來好像大弟兄欺負

小弟兄，崔弟兄當下心裏感覺很不合適，後來卻發現這卻是他們的交通方式，

他們兩人反而覺得很自在。這也讓崔弟兄瞭解到，孩子們之間有自己的交通

方式，身為大人更應該有包容的眼光去珍賞孩子。有一次大家都走了，有兩

個姊妹還留下來彈琴，雖然當時很疲累，但在崔弟兄心裏深處，卻有一股生

命的流流過，小姊妹們可以自在留在家中，表示她們已經認同這裏，並把這

裏當作自己的家。之後，崔弟兄也會持續開家，讓更多孩子進來。（編輯組採訪） 

~~~~~~~~~~~~~~~~~~~~~~~~~~~~~~~~~~~~~~~~~~~~~~~~~~~~~~~~~~~~~~~~~~~~~~~~~~~~~~~~~~~~~~~~~~ 

＊＊＊＊國中排飯食配搭見證國中排飯食配搭見證國中排飯食配搭見證國中排飯食配搭見證 

   『召會生活不落在那死沈老舊的光景中，我們需要有復興的生活，有殷勤的學習、並絕對的實行、好成

為有活力的人』。 實在寶貝我們召會中的青少年，他們願意在課忙之於餘分別時間歸給主，花時間出代價，

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小排是活潑跳躍的，有詩歌、話語、讚美和見證，孩子們更容易摸到主的

愛，孩子長大了需要有父母以外的同伴。 週三是我非常忙碌的一天，但我發現開家的弟兄更忙，主在這件

事上又破碎了我的天然，使我不再顧惜己，接受負擔有分這樣的配搭，配搭國中排飯食的過程中，在開家

弟兄身上看到很多好榜樣，我很容易緊張，即使只做兩道菜還是花很多時間在與預備，總是怕不周到，可

是弟兄們說我們的服事要照著本相，要常活在靈裏，服事才能不受限制。 主樂意每個肢體都能盡功用，照

著四活物配搭原則，我們尋求兩位家長的配搭，兩位姊妹都開店做生意，但都願意拿起培育、養育孩子的

負擔，樂意在這服事上有份，哈利路亞！孩子們何等蒙福裏外都得飽足。（吳黃淑津姊妹） 

 

＊＊＊＊學生蒙恩見證學生蒙恩見證學生蒙恩見證學生蒙恩見證

    在國中排，我改變了很多，在召會生活裏，我

變得很少跟別人頂嘴，也很少去撞球館，課堂上不

會睡覺，老師罵我，我也不會回嘴，也很少再被叫

到學務處。現在在學校，不會再嗆老師，開始願意



順服老師。那是因為在國中排，我接受了弟兄姊妹

的教導，而有所改變！感謝主來改變我！ 

（許庭瑄姊妹） 

    從小因為媽媽帶兒童排，因此我每次都得參

加，就這樣，ㄧ年又ㄧ年，到了國中，我就到週三

國中排，ㄧ樣ㄧ如往常的持續參加，久而久之，參

加國中排就變成了生活。到了每週的週三，重新想

想…我是不是離神太遠了，雖有時到了隔天又忘

了，但不管怎麼說，週三排確實托住了我，讓我持

續接觸享受神，不被流走。（吳享恩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