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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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聖言第五週：在信徒裏面基督的擴

增就是他們屬靈的長進和生命的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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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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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宜蘭路加聖徒及

眷屬踴躍報名，報名聯絡人：林紫筠姊妹 0936-685-813。 
七.宜蘭市青少年晨興追求進度：本週進度『聖經之旅第七冊』第四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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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鎮召會舊會所重建：建築圖已送宜蘭縣都委會審查，預估工程款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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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東馬與印度之行：七月份印度遊學訪問，為他們得著屬靈的益處與對主更深的經歷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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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嘉垣等弟兄姊妹，得救後繼續受餵

養，並穩定在召會生活中代禱。 

 人數統計 (6/27~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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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8 1 -- 8 9 -- 5 5 -- -- -- -- 13 

礁溪鄉召會 -- -- 22 24 -- -- 22 9 -- -- -- -- 32 

壯圍鄉召會 8 1 3 3 -- -- 6 7 1 -- -- -- 8 

員山鄉召會 46 -- 15 19 28 -- -- -- -- -- -- -- 55 

蘇澳鎮召會 13 1 8 9 5 1 1 3 -- -- -- -- 16 

大同鄉召會 10 1 4 12 11 -- 10 11 -- -- -- -- 18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 1 10 19 10 -- -- -- -- -- -- -- 23 

延平區 -- 2 6 -- 2 -- 7 -- -- -- -- -- 29 

進士區 -- 1 10 24 2 -- -- -- -- -- -- -- 54 

青少年區 -- 0 4 38 3 -- 6 4 -- -- -- 38 39 

合  計 274 97 76 164 76 1 61 54 10 0 27 33 324 



 

                  會幕、祭壇與約櫃-從豫表看召會   2016/7/17 第三十三期

召會的內容 

    召會的內容就是基督。召會乃是基督自己。召會

要求我們脫去一切屬人、世界、組織的東西。甚麼時

候一個地方有屬人、世界、組織的成分在其中，那個

地方就失去基督的地位，那個召會就失去其性質。 

舊約的豫表 

    在舊約時代，當神的百姓事奉神時，乃是以會幕

作中心，而會幕裏面是以約櫃為中心。約櫃豫表基督。

約櫃裏有兩塊約版，我們從約櫃，看見基督兩種不同

的性質，就是木的性質，和金的性質。木，是指基督

的人性；金，是表明祂的神性。二者聯在一起，說出

這位基督具有神人二性。會幕以約櫃為中心，約櫃以

會幕作外圍。會幕和約櫃是不分開的，約櫃是豫表基

督自己，會幕是豫表基督的身體，也就是召會。而召

會就是基督。召會是聯於基督，基督也是在召會裏，

所以召會就是基督。 

約櫃與會幕分開的歷史與豫表 

    當約櫃和會幕分開那段時期，約櫃最終是落到

大衛的手中，和大衛所在的地方同在。大衛不僅是個

王，大衛代表懂得神心意的人。只有極少數合乎神心

意的人，懂得神的心，不注重外表的會幕，而注重內

裏的約櫃，這就是大衛所代表的。等到百姓不正常、

失敗、荒涼了，約櫃就被擄，不在會幕裏了。那時，

只有外形的會幕，沒有內在的約櫃。他們的事奉都是

馬馬虎虎，徒有事奉的外表，就是有形的會幕；只有

一班少數認識神、合神心意、討神喜悅的人，他們的

眼睛所注意的，不是召會的外表，而是基督的實際。

大衛過去，他的兒子所羅門繼續他的王位，根據聖經

記載，在夢裏，神對所羅門說話，所羅門向神求智慧，

神就給所羅門智慧。他得著智慧，有了神的啟示，立

回到耶路撒冷，在約櫃那裏獻祭。當召會正常時，基

督和召會的外形，二者就是一；裏面的基督顯於外面

的召會。召會荒涼了，神的見證失掉了，外面的會幕

和裏面的約櫃分家了。這時，沒有眼光的人，大體的

群眾，都是看召會的外表，而忽略基督的實際。願神

憐憫我們，叫我們看見，不談到召會問題則已，一談

到召會問題，就不能忽略基督。我們不能在會幕那

裏，把每一件事都作得很對，裏面卻沒有約櫃；我們

也不能把召會的外形，作得很合乎聖經，但裏面卻沒

有基督。 

對召會的認識必須有亮光，有啟示 

    我們必須看見，會幕裏不能沒有約櫃；沒有約

櫃，會幕乃是個沒有神同在的地方。神的同在是隨著

約櫃，不是隨著會幕。凡是清心要神的人，即使到了

會幕那裏，神還要給他異象，給他啟示，給他亮光，

告訴他應該到約櫃那裏。求主給我們厲害的光，叫我

們真認識召會的真理。在召會中有會幕，有祭壇，但

約櫃如何呢？我們在各地的見證，不能只有會幕和

祭壇，必須也有約櫃；不能只有召會的外形，和十字

架救贖的道，還必須有基督作中心、作生命、作實際，

必須有基督作神同在的所在。召會的中心就是神和

人調在一起，人折服在神跟前，調和在基督裏，以基

督為生命，以基督為性格，以基督的心為心，以基督

的情感為情感，以基督的意志為意志。在召會裏的不

單純是人，在召會裏的乃是人調在基督裏；這個就是

約櫃。會幕是召會的外形，祭壇是福音的廣傳、十字

架的真理，而約櫃乃是基督在召會中作生命、作實

際。 

會幕、祭壇、約櫃三者同時並重 

今天，正統的基督徒大體分為三班人:一班注重

會幕，一班注重祭壇，一班注重約櫃。然而，注重約

櫃的人並不多。我們必須看見，召會中正常的光景，

該是會幕、祭壇、約櫃三者並重。特別是為著約櫃的

緣故，要打開你們的心，敞開你們的靈。我們不輕看

主的福音，也覺得應該高舉主的救贖，把銅祭壇擦

亮；我們更不輕看召會的問題，如配搭事奉，一同聚

會，一同敬拜等，但我們更要注意基督作中心和實

際，沒有偏頗。(摘錄自認識生命與召會第十篇) 



召會生活------------------------------------------------------------------------------------------------------------------------------------------------------------------------------------------------------------------------東馬之旅見聞與啟示東馬之旅見聞與啟示東馬之旅見聞與啟示東馬之旅見聞與啟示    
                
            東馬之行所見所聞，讓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及啟示，就是良好的生態環境，自然能使其中生物繁殖

擴增。這個自然的律，不僅是大自然界的道理，同時也適用於基督的身體—召會中。    
    身為領隊需要聯絡台灣東岸四處召會與東馬的幾處召會，在籌備半年期間內，我便開始與眾肢體多

有交通。交通的過程中，我領會到已與弟兄姊妹們在相調與建造。於是，在這異象的管制之下，帶領我

不斷地憑信往前。並且也將此感覺分享給團員們，在出團之前的每個環節讓大家必須多有禱告。原本計

畫只訪問三處召會：美里、明都魯及詩巫三處大召會；後來詩巫召會又安排本團訪問－1940 年間倪柝聲

弟兄訪問過的古魯僕，以及附近的泗里街二處小召會。在訪問行程的頭一天，為著兒童與福音朋友之需

要考量，安排整日的大自然探索行程。乘著小遊艇去尋覓婆羅洲特有的長鼻猴，以及在夜晚中令人驚豔

的螢火蟲。發現這樣的世界奇觀能在此看到，在於這兩樣生物有著適合牠們生長的良好生態環境：長鼻

猴只吃島上紅樹林的葉子；而螢火蟲只會出現在沒有汙染及光駭之處。    
            東馬眾召會的蒙恩，外面有大的會所與上千人的聖徒，以及眾召會專項上能夠彼此配搭，環環相扣

顧到每個年齡層的成全。裏面看到的則是他們愛主與彼此相愛的心。舉例：雖是個富豪弟兄，卻願意流

著汗水到果園中找芒果，給遠從台灣來的聖徒享用。這樣謙卑服事的靈，自然感動眾聖徒的心。這許多

的條件構成一個良好的生態，而使得召會能繁殖擴增。為此，我們這趟豐盛的東馬之旅，早已是恩典重

重。(胡敏越弟兄)    

   

    

晨興拾穗------------------------------------------------------------------------------------------------------------------------------------------------------------------------------------------------------------------------基督的擴增基督的擴增基督的擴增基督的擴增，，，，爲着神的建造爲着神的建造爲着神的建造爲着神的建造    

整個宇宙都是神所造作並安排，爲使人類得以存活，好讓基督能來成爲肉體，成爲一個人，將祂自

己分賜到人類裏面，使一部分人類成爲祂自己的新婦，作祂的擴增。現在我們能看見召會在這宇宙中所佔

的中心地位。宇宙是爲着人類，人類是爲着召會，召會乃是基督的擴增。 

   要爲着神的建造得着基督的擴增，我們就必須在實行上採取四個步驟：傳福音以得着擴增，有家聚會

以維持擴增，有排聚會以教導並成全擴增，並有召會聚會，讓眾聖徒在其中申言以盡功用，使基督的身體

得着建造。『神命定的路』這辭是我們發明的；我們看見聖經中所啓示，這條神命定的路有四步：生產、

餧養、成全、建造。我們需要生產，產生信徒。然後我們需要餧養他們，使他們能長大。然後我們需要成

全他們，不是藉着一位教師施教，乃是藉着在排裏互相的教導。在排裏，每一個人都是教師，每一位教師

也都是學生。藉着排裏彼此的教導，新人就被成全，爲着職事的工作，如以弗所四章十二節所指明的。這

使他們彀資格申言，爲主說話，好建造召會。 

主耶穌正在祂的復活裏建造更大的殿，就是父的家，使其成爲團體的殿，就是基督奧祕的身體。父的

家乃是三一神—藉着成爲肉體、釘十字架、復活—將自己作到信徒裏面，爲要完全與他們調和，把他們建

造成爲一個生機體，作爲祂的居所和彰顯，也作爲他們的居所。因此，父的家這個表記是針對三一神與祂

的贖民調和，爲要產生一個相互的居所，就是神和祂所揀選並救贖之人的居所。神的兒子主耶穌基督，憑

着那靈並藉着祂的死與復活，正在建造一個生機體，召會，就是祂的身體和父的家，是由三一神與蒙祂揀

選並救贖之人調和而產生的，作祂團體的彰顯；這就是基督的擴增，爲着召會的建造。 



東馬親子訪問團蒙恩見證東馬親子訪問團蒙恩見證東馬親子訪問團蒙恩見證東馬親子訪問團蒙恩見證    

      這次訪問東馬，讓我很深的感受到林前十 17：因

著只有一個餅，我們雖多，還是一個身體，因我們都

分受這一個餅。在屬地的範圍裏知道東馬的聖徒與

我們分屬不同的國家，但很奇妙地，一看見他們時，

一點也不陌生，一點也沒有不自在的感覺，我想這是

因為在屬靈的生命上，我們同生長在一棵宇宙大葡

萄樹上，我們都是這棵葡萄樹上的枝子，一同住在這

棵葡萄樹上，大家身上都流著相同的汁漿(生命)，接

受同一位阿爸父的栽培。瞬間國家、種族、地域的分

別全被移除，當下心中有股莫名的悸動，身上的血液

似乎跳耀的在說，我們都是一家人，是生命共同體，

這些聖徒都是我親愛的弟兄姊妹，一種意外獲得的

喜悅湧上心頭。羅馬書十二 5：我們這許多人，在基

督裡是一個身體，並且各個互相作肢體…。我想保羅

因有這樣的看見，才能寶愛、珍賞每一位肢體。 

  這次的相調，不僅擴大自己看待身體的肚量，也

非常享受相調過程中當地聖徒給予的生命供應，更

看見他們為著召會的建造、為著基督的擴增，在兒童

和青少年的服事上以一環扣一環的方式，用心的播

種、深耕、澆灌，透過不同階段的訓練，使這些青少

年們不論到何處就學或就業，都不受屬世的影響，依

舊能穩固地住在基督裡，並成為福音的出口，成為所

在地的祝福。願這樣的見證，也能成為宜蘭眾召會往

前的目標。（楊玉華姊妹） 

 

   看見東馬弟兄姊妹在同心合意裏，同一個心

思，同一個意念裏，說同一的話，作同一個工，他們

的召會生活，很實際；成全兒童、青少年、大專、青

職、壯年的成全訓練，是東馬眾召會一同拿起來，各

地召會各拿一項作成全訓練，最長期六個月(壯年

班)，最短期兒童小六升國中三週，國中升高中一個

月，高中升大學三個月，使人人被成全，人人被建構

作基督合用的器皿，各環節節節相扣，他們的生活以

此為目的，以此為榮耀。所以無論接機，無論愛筵、

陪聚會，他們都願意全然擺上，尤其對九位福音朋

友，更是熱切的款待，迫切向他們見證福音。有些聖

徒是大企業家，也都陪同我們，一同愛筵我們，對我

們的熱切，顯出基督的謙讓宜人，來服事我們，也很

激勵我們，在基督裏是一，感謝主。（林樓麗環姊妹） 

 

    行前，未信主同行的家人，看到每天都安排聚

會，原本有些擔心，感謝主！感謝主的愛是沒有條件

的，謝謝弟兄姊妹特別顧惜我的家人，總是給我們上

好的接待，讓我的家人深受感動；在民都魯時，弟兄

姊妹放膽為我家人傳福音，情詞雖懇切卻沒有強逼

的感覺，我的家人漸漸地更多認識主也不再害怕了；

爾後，詩巫的姊妹在車上為我的家人講說人生的奧

祕，講得生動有趣、順勢就帶著我們全家呼求主名，

感謝主！全家一起呼求主名的感覺真是太美妙了！

感謝主加強我的信心，叫我看見我和我全家都必得

救！ 

    看見在東馬不止是一個家信主，且三、四代的人

都信主，很多更是全家族都得救都事奉主，接待我和

姊姊一家的，就是同家族的親人，叫我心中非常的羡

慕，也很受激勵。（蔡孟芬姊妹） 

 

  感謝召會給我全家到東馬旅行，雖然我們第一

次參加，但弟兄姊妹們把我們當家人一樣款待，而令

我印象深刻的是尼亞石洞，不但可以欣賞大自然的

景色，還可以看到古人生活的點點滴滴，和觀賞螢火

蟲的奇景等，螢火蟲就像聖誕樹一樣閃閃動人。在東

馬的接待家庭都很熱情招待我們，讓我們卸下疲憊

的心，有機會來台也讓我們招待。 

（福音朋友：林瑞泓、蔡孟芳夫婦） 

 

    去馬來西亞我覺得很開心，跟著弟兄姊妹一起嘻

笑玩樂，帶給我很大的快樂。每天都吃到很多好吃的，

弟兄姊妹煮的愛筵和餐廳裏的飯，到現在我還回味無

窮呢！每一個接待家庭也都很熱心、早餐也都很豐盛，

害我胖了一公斤！弟弟學會『基督耶穌來作伴』這首

歌，在洗澡的時候，也一直唱一直唱。感謝弟兄姊妹

帶我們去東馬，讓我留下深刻的回憶，感謝主！ 

（小六兒童：卓筱軒） 

 

     信主之後，我是個有福氣的人，感謝主，一路平

安的帶領我們到東馬。東馬弟兄姊妹的熱情，永生難

忘。感謝主！天天同心合意，堅定持續以和平的聯

索，竭力保守那靈的一。我永遠要跟主的腳步走，謝

謝主耶穌，阿門！（林惠琴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