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 晨興聖言追求：本週進度『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七)』，晨興聖言第六週：帳幕所豫表在三一神裏的一。 
二.進士會所球場等工程：需經費 80萬，目前所收奉獻 298,15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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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弟兄姊妹自備教材、

彼此邀約，一同被真理構成。 
四. 08/27~08/29韓國晉州召會 20位聖徒來訪，我們在主裡熱切接待他們。 
五. 宜花東日間班成全，時間:9/8~12/15，每週四上午 8:25-12:20，地點宜蘭市進士會所，欲參加者請向

林王美子姊妹報名並繳交訓練費 1000元，報名截止日 9/4(主日)。 
六. 2016年全台姊妹事奉相調特會：地點：中部相調中心；鼓勵姊妹們報名第三梯次：10/27（週四）

至 10/29（週六），欲參加者請向邱淑真姊妹報名(0919-912-646)並繳交報名費 1,200，報名截止日
9/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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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並記念。 

三.新受浸聖徒：七月/許庭瑄、許麗琇、鍾宛馨，八月/謝耀霆、林禹丞等弟兄姊妹，得救後繼續受餵

養，並穩定在召會生活中代禱。 

四.大專期初特會：9/1(四)~9/3(六)宜蘭本地有六位大專生參加，願主得著他們，贏得並經歷基督。 

 人數統計 (8/1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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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9 6 -- 6 6 -- 5 6 -- -- -- -- 14 

礁溪鄉召會 32 6 18 21 2 -- 30 19 3 -- -- -- 45 

壯圍鄉召會 7 3 3 -- -- -- -- 6 2 -- -- -- 9 

員山鄉召會 49 -- 10 -- 7 -- -- -- -- -- -- -- 49 

蘇澳鎮召會 16 4 8 2 12 -- -- 6 -- -- -- -- 21 

大同鄉召會 5 -- 7 13 6 -- 10 11 -- -- -- -- 15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53 -- 16 14 -- -- -- -- -- -- -- -- 56 

延平區 29 7 4 6 -- -- -- -- -- -- -- -- 6 

進士區 58 5 7 24 9 -- -- -- -- -- -- -- 67 

青少年區 33 -- 5 29 -- -- 5 -- -- -- 33 29 35 

合  計 291 31 78 115 42 0 45 48 5 0 0 0 317 



               召會的實際與十字架的經歷（上）     2016/8/28 第三十九期

    以弗所二章十五至十六節清楚給我們看見，主藉

著祂身體的受死，把猶太和外邦兩下，在祂自己裏面，

創造成一個新人。祂乃是藉著十字架的死，使猶太、

外邦兩下信祂的人，成為一個身體。這裏最少有兩個

意思。第一，主在十字架上的死，或者說主的十字架，

不僅為我們成功了救贖，解決了我們的罪，並且把猶

太和外邦兩下，造成了一個新人。其次，主藉著十字

架所造成的新人，乃是祂自己的身體。在第一章，保

羅說，召會是祂的身體。接著第二章，保羅就指明這

身體，乃是主在十字架上所產生的新人，是祂的十字

架為祂造成功的。召會是基督的身體，乃是一個新人，

一個新的創造，是基督藉著十字架所成功的。基督藉

著十字架所成功的新人，乃是一個團體的人；是許許

多多的信徒。這個新人就是基督的身體，也就是祂的

召會。 

    歌羅西三章九至十一節給我們看見，這個新人和

創造他的主，是同樣的形像。十一節說，『在此並沒有

希利尼人和猶太人....』『在此』是指在哪裡呢？就是在

『新人』裏。在這新人裏，『並沒有希利尼人和猶太人、

受割禮的和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

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這是一

節非常重要的經節。九節說到我們這些得救的人，就

是屬基督的人，也就是召會裏的人，已經脫去舊人。

十節接著說，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著創造他

者的形像漸漸更新的。換句話說，這新人和主是同樣

的形像。 

    十一節說，在這新人裏，沒有希利尼人、猶太人、

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

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換句話說，

在這新人裏，不是『不分這些不同的人，乃是『沒有』

這些不同的人。在召會這個新人裏，只有基督是一切，

又在一切的裏面。 

我們一再的指出，召會定規是合於聖經的，也是合於

我們裏面的生命的。在正當立場上的召會，從外面來

說，定規是合乎聖經明文教訓的；從裏面來說，定規

是合乎聖徒裏面之生命的感覺的。當我們察驗一個召

會，審斷一個召會如何時，我們都必須在外面照著聖

經，在裏面照著生命。 

召會的本質就是基督 

    召會是基督的身體，是與基督同一個生命，和基

督聯調為一，所以就是基督自己。召會是用基督形成

的，其本質就是基督。召會是基督徒的集大成，但重

要的是，基督徒是甚麼。『基督徒』這個名稱，乃是指

一班人，有基督調在他們裏面。所以，甚麼叫做基督

徒？基督徒就是有基督調在裏面的人。信耶穌的人被

稱為基督徒，也是這原則。雖然我們是人，但現在加

到我們裏面的乃是基督。所以，我們這個人成了次要

的，基督纔是主要的；我們是附屬的，不是主體的。

召會乃是許多人裏面的基督，集其大成而產生的。 

召會是團體奧祕的新人 

    歌羅西三章告訴我們，召會是一個新人。在這新

人裏，只有基督是一切。每一個蒙恩得救的人，都應

該是一個基督人，是有基督調在裏面的人，是被基督

充滿的人。這麼多基督人的集大成，其名稱就是召會。

這個召會就是基督的身體，是一個奧祕的團體新人。

現在我們都清楚看見，召會的本質就是基督。基督藉

著十字架的死，把祂的生命釋放出來，產生了祂這奧

祕的身體；這奧祕的身體，是一個團體奧祕的新人。

在這新人裏，沒有這樣的人，沒有那樣的人，只有基

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召會就是這樣一種光景，

其性質、本質就是基督。 

(摘錄自認識生命與召會第十四篇) 



召會生活----------------------------------------------2016 夏季

錄影訓練礁溪蒙恩

    此次在礁溪會所舉辦的『夏季出埃及記結晶讀經（四）錄影訓練』非常蒙恩。除了礁溪鄉召會聖徒，

也有頭城鎮召會和壯圍鄉召會的聖徒一同進入，共有二十九人報名繳費參加。 

    十二篇訓練期間，平均出席率九成以上，全勤的聖徒有十三位，配搭服事鳥瞰和總結話語的弟兄有九

位。每場聚會後，聖徒申言踴躍，靈裏火熱新鮮，滿了啟示與亮光。感謝主！讓眾聖徒跟上祂在今時代即

時豐富的說話。（礁溪鄉召會李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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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正正正因任職公司於礁溪龍潭，本次錄影訓練便就

近至礁溪召會參加。雖然下班後常是呈現精神、體

力消耗殆盡的狀態，我還是拖著疲憊的身軀，提早

到會所準備享用屬靈大餐，每當神的話語發出亮光，

就加強到我裏面的人裏，全人經聖靈洗滌更新而重

新得復甦。感謝主！ 

    第一篇摸着要「禱告」成為「神的同伴」；第二

篇摸着惟有藉着神的「憐憫」和「恩典」才能讓我們

接受神的道路和法則；第三篇彷彿被帶到三層天，

得着無法言表的喜樂和感動，神之所是成為我全備

的供應和享受，何等有福! 如補充本詩歌 850 首「不

願自由外出」，第二節末「愛中作祂奴僕」訴說因着

愛主，使我心甘情願消失在身體裏，別無所求。感 

謝神無條件的愛臨到我，有主真好！ 

    接下來又摸着「我所認識最糟糕的信徒就是我

自己」，但我也是胸牌上的寶石，需要烏陵、土明在

我裏面照耀焚燒，讓基督在我裏面書寫，成為我的

經歷，禱告召會成為決斷的胸牌。第十篇第伍大點

說到我們只是半個單位，需要別人的配合才能成為

完整的；正如我們需要婚姻，永遠不能單獨，在身

體的原則裏，我們總是需要另一個肢體。 

    末了，更是摸着「神心頭的願望要成為我們心

頭的願望」，鮮活三一的神聖異象讓我有很深的負擔

要建造神的家，願意更新奉獻自己的一生為主使用。

阿利路亞〜榮耀歸神！(何宜貞姊妹) 

 

晨興拾穗-----------------------------------------------帳幕所豫
表在三⼀神裏的⼀ 
     

    以弗所四 2~3：「凡事卑微、溫柔、恆忍，在愛裏彼此擔就，以和平的聯索，竭力保守那靈的一。」

「一」是一件深深浸潤在三一神裏，直到我們完全被金子包裹的事；我們的問題在於我們缺少神，我們的

需要乃是更多得著祂。 

    我們需要更多的神作為金。帳幕的豎板給我們看見帳幕所豫表在三一神裏面的一。一塊豎板比兩個成

年人垂直疊在一起還高、寬度比成年人還寬。這樣一塊巨大的豎板包裹了金，而且還需要連結在一起，需

要被足量且厚重的金包裹，好叫豎板能在金裏成為一；這說出我們需要大量的神作為金。神精金的性情絕

不能包裹我們墮落的性情，只包裹我們由皂莢木所表徵之重生並變化的過的性情。事實上，金子的包裹與

這變化是同時發生；那裡有變化，那裡也就有金子的包裹。變化，在於我們愛主，接觸祂，聽祂的話，向

祂禱告，以及照著靈而行。惟有我們都被變化，都被金子包裹了，我們中間纔可能不再有異議；惟一的保

護乃是被金子包裹。 

   許多時候，我們只是鍍了金，還沒有被金包裹。鍍金也許已經是令人稱讚，但是這還遠遠不彀。因為



我們還無法與別人合在一起。當有難處發生，我們鍍的金就不彀應付，那靈的一就受了破壞。我們都需要

禱告：「主啊，為著一，讓我被足量的金包裹。」 

 
馨香的見證-----------------------------------林天德弟兄夫婦為劉

喜光弟兄之見證 

【豪邁、得勝的光明雲彩】─ 紀念劉喜光弟兄 

    喜光弟兄的一家，與我們全家有甜美、深入，生機的聯結與建造！當我們全家於 1983 年受差到臺中市

召會服事之時，喜光弟兄正是四年級的大學生；與鄭英麟、江顯智、蔡力強、吳烈弘、汪世德、沈紹文、沈

瑞良、陳振德、林俊萍等弟兄們在各校服事。當時全時間不多，只有我們與張志強弟兄一同服事大專校園。

當這些弟兄們與我們週週一同屈膝禱告時，聲音之大，足可震動天地！特別是喜光弟兄，他的奉獻是絕對的，

他的服事是忠心的，幾乎天天都騎著腳踏車，在校園傳福音、接觸人；在召會中也配搭服事兒童、青少年，

並多項事務的服事！那段時間，我們家中的三個孩子，也受過他的服事，直到如今，印象深刻！ 

 

    喜光弟兄大學畢業後，因家中的需要，延役兩年。

退伍後，因主的呼召，他脫下軍服，穿上基督的軍裝，

投身加入加畧聖軍，進入全時間訓練。回到臺中市召

會後，全家一同有分於大學校園的服事。於 1999 年，

他們一家被打發到泰國服事，約三年半之久，不只照

顧泰國眾召會，還服事了那裏的全時間訓練中心；雖

然當時只有十幾位本地的訓練學員，但個個靈裏釋

放，對真理的裝備也極為渴慕。 

    後來因著臺島工作的需要，他們全家回臺服事，

在新北市及嘉義民雄服事大學校園。然而因著東南

亞的開展，於 2010 年，他們全家又赴泰國服事，主

把大批從限制地區的學員加給他們。我與姊妹多次

受邀前去幫助，發現前來參訓的學員一直增多，而且

一年之後，就能用泰文申言並傳福音。訓練後，許多

學員一對一對成家，並留在泰國各地開展！因著喜

光夫婦多年勞苦的服事，真顯出弟兄相愛、同心合意

的祝福；不只泰國的金燈臺在各地陸續出現，連周圍

的寮國、柬埔寨也順利開展！ 

    這六年多來。我們多次前去泰國，與趙弟兄、喜

光夫婦，及服事的弟兄們一同配搭；除了姊妹聚會、

全國特會之外，還一同有分於青年班、以及壯年班的

上課，人數是越來越多；然而教師只有六位，連年逾

九十的趙弟兄都得有分；許多在臺灣畢業的壯年班

學員一到那裏，就自動投入並留下長期服事。喜光弟

兄更是不停的在曼谷的兩處訓練中心奔波；而且因

著用傾倒的魂、釋放的靈，不顧一切的付出，每次釋

放完信息，就全身汗如雨下，因著全人耗盡，於今年

六月中回臺欲參加二兒子的全時間畢業聚會時，纔

發現身體已嚴重出狀況！ 

    從六月十二日回臺，到十四日入住臺北榮總病

房，直到八月十二日被主接去，這將近兩個月的期

間，我與姊妹一有空，就開車從桃園到榮總，與他們

的家人一同陪伴著喜光。麗秋姊妹，連同兩個兒子、

兩個媳婦，以及小女兒，所活出基督的香氣，叫我們

深受感動和敬拜！尤其是喜光弟兄，他不只沒有一

句怨言，還經常微笑感謝主，叫所有前去探望的聖徒

都受激勵！他在禱告中常說：「主阿，感謝祢正在寶

座前豫備祢的得勝者！」他常記念主在臺灣以及泰

國的開展，甚至祂在全地的需要。他從未為自己流出

一滴眼淚；只有一次，當泰國負責弟兄及全時間輔訓

們，把泰國所有學員對他問候的詩歌和錄影放在他

面前，不只唱詩歌「錫安大道」，還一直豪邁宣告：

「劉弟兄，我們從來沒有後悔，從來沒有後悔…」他

再也含忍不住，眼淚奪眶而出！我們陪他一同哭泣，

主的大愛和憐憫充滿整個病房！我們實在看見這裏

有一位弟兄，是為主今日的恢復，全然澆奠上去！ 

    喜光弟兄走了，如同珍寶被主取去了！他的離

去，對所有愛他的人，比喪失親人更痛！藉著這件事 



，提醒我們：主來的日子越來越緊近了！我們要愛主

趁今天，事奉主趁現在！正如詩歌 349 首所說：『但

那誠實愛主的人，禍福都不問；就是他們寶貴心血，

也願為主捨；求主給我這樣心志，赤忠忘生死！』喜

光弟兄的一生，就是豪邁、得勝，光明的雲彩！願我

們以殉道者的靈，接續弟兄的腳蹤剛強開拓，直到主

得勝歸回！深信不久的將來，我們就要看見：喜光弟

兄穿上榮耀的身體，與基督同來。那時，我們就要不

禁的歡呼：『主阿，願愛你的人，如日頭出現，光輝

烈烈！』（林天德弟兄、林林淑慧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