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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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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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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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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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的奧秘－神調在人裡面 

論到召會，基本上是要聖徒們看見，召會乃是基

督自己，是基督自己在眾聖徒裏面；這是非常基本的

點。召會一點不差就是基督；凡搆不上基督的，都不

是召會。有人問，甚麼是基督？基督就是神的成為肉

體。甚麼叫作神成為肉體？神成為肉體，就是神與人

的調和。救恩的奧秘在於神與人二者成為一個；救恩

的中心在於神把祂自己作到人裏面，並且把人調到祂

裏面。 

召會的性質乃是神與人調和 

神與人調和的頭一步，是在一個人身上，就是

拿撒勒人耶穌；祂是基督。基督是甚麼？基督就是神

的成為肉體，神與人的調和。這位基督到了一個時候 

，就是到了祂死而復活之後，這基督的原則擴大了，

神與人調和這件事放大了，就在我們這班蒙恩的人身

上。這調和的結果，產生一個擴大的基督。這一個擴

大的基督，是奧秘的基督，是團體的基督；這一個基

督就是召會，也可以稱作基督的身體。召會乃是神與

人調在一起的實體。召會的性質，乃是神與人調在一

起，是神與人的調和。 

神人調和必須人順服神 

召會是神與人的調和，在這調和裏，有一個很大

的原則，就是人順服神。妻子順服丈夫，象徵召會順

服基督。基督是召會的頭，召會是祂的身體。召會怎

樣服在基督之下，妻子也怎樣服在丈夫之下，二者成

為一個。所以神與人二者調成一個，乃是人順服神，

人要服在神底下。在一個剛強、屬靈的召會中，是滿

有揀選，滿有愛，滿有主張的；只不過他們的主張是

神所主張的，他們的揀選是神所揀選的，他們的愛是

神的愛。表面看，好像是那個召會在那裏行動，其實，

是神調在他們裏面行動。 

召會必須通過合乎聖經的三點試驗 

      一個稱為召會的團體，其內在的光景、活動、甚

至一切的情形，定規是符合聖經的。照著聖經來看，

一個地方召會是沒有特別的名稱，沒有特別的信仰，

也沒有特別的交通。召會只有一個，召會就是召會的 

名稱，此外再沒有名稱。使徒們在地上至少有幾十

年之久，然而他們沒有一個人，給召會冠上一個名

稱。他們不敢給基督的身體隨便起一個名字。人總

以為召會有個名稱，沒有多大關係，只要是為主熱

心的，都不必吹毛求疵。這是不正確的，因為真理

都是不能遷就的；真理都是絕對的。 

召會必須要通過內裏成分－基督的試驗 

    當聖徒們聚在一起時，是人的成分多呢，是基

督的成分多？是人居首位呢，或者是基督居首位？

比方某召會的聖徒，表面上沒有特別的名稱，沒有

特別的信仰，也沒有特別的交通；但在那裏的人有

了特別的地位，抹煞了基督的地位。這樣，某召會

就是滿了獨立的主張，獨立的主義 。反之，若是你

們在那裏學習拒絕自己，沒有自己；而讓基督有地

位，讓基督作主；你們在那裏，就會渴慕和別地方

的聖徒有交通，這是鐵定的。人越活在自己裡面，

越不覺得需要和別人有交通；但越活在基督裏就越

覺得需要和別人有交通。這在個人是如此，在召會

也是如此。凡一個召會，表面看是合於聖經，卻不

喜歡和別地方的基督徒有交通，這就證明那裏的人

的成分多，基督的成分少。一個召會越在基督裡，

就越巴望要得著別人的交通。 

  召會需要通過聖靈的試驗 

    我們要認識，基督是召會的生命，聖靈是召會的

運行，是召會的執行，涉及召會的權柄。是聖靈在

其中掌權，是聖靈在其中運行，是聖靈在其中作一

切，執行一切。許多時候，我們看見一個地方召會，

可能其性質是屬基督的，但行動不一定屬聖靈，其

行動、行政、掌權，都還是出於人的手，不是出於

神的手，是人在那裏掌權；這與聖靈的掌權是非常

不同的。許多時候，即使是我們以為屬靈的人，也

都還是有手腕的。 

    召會要合乎聖經，人的看法，以及世界的方法，

和人的手腕、幹才都得停下來，這樣，聖靈纔能自

由的行使祂的權柄。所有出乎人的，所有出乎世界

的，在召會中都該打住。(摘錄自認識生命與召會第九篇) 



召會生活----------------------------------------------------------------------------------------------------------------------------------------------------------------------------------------------------------------------------蘇澳蘇澳蘇澳蘇澳鎮鎮鎮鎮召會家聚會蒙恩見證召會家聚會蒙恩見證召會家聚會蒙恩見證召會家聚會蒙恩見證    

• 我是在 103 年時，我錄取鐵路特考，分發至宜蘭運

務段。從小到大，我並非沒有離家過生活的經驗。

但一想到這次不知要待多久，心裡不免忐忑。尤其

我的工作『場站調度』，是我從未接觸過的領域，所

以滿了罣慮。首先就是擔心住的方面，在尚未來宜

蘭報到前，就已將自己交託給身體。經打聽，東澳

並無會所，最近的召會在蘇澳，經過交通後，便入

住蘇澳會所。開始因報到的倉促，所以同事三人尚

未去找房子，便託我詢問弟兄能否暫住會所？我本

怕弟兄們會不答應。沒想到身體的度量是大的，一

口便應允了。就這樣展開我在宜蘭的召會生活了。 

•     在工作方面，自小我的學習能力本就較慢，所

以心裏非常擔憂會無法結訓。並且竟然在實習即將

結束前，自己不小心將手指弄傷，傷勢不輕須開刀。

藉由蘇澳召會的代禱及細心的照料下，傷口癒合出

奇的好。臺鐵因屬服務業，輪班在所難免，於是無

法有正常的召會生活。感謝聖徒在主裏的包容與扶 

• 持，尤其是林弟兄一家的服事。只要是我時間彀的 

上，不管是上山下海，都帶著我一同配搭召會行動。

常常是在剛下班後，趕著要聚會，也為我準備餐點，

尤其是親手做的愛心便當，令我感動不已。甚至常

邀我至他們家用餐交通，順便關心我的生活及屬靈

情形。使我這異鄉遊子即便在外地，仍能感受到家

的溫暖。 

•     雖因輪班緣故，無法與弟兄們有晨興，但林弟

兄一遇機會，便按時分糧。我們也時常為聖徒代禱。

謝謝主引領我至宜蘭這塊美地。讓我看見許多愛主 

• 、事奉主的活榜樣。尤其寶貝師母們即使身體不舒

服，仍願意將時間分別出來聚集，並與我們分享最

近所經歷的基督。死在她們身上發動，生命卻在我

們身上發動。雖然蘇澳召會是小戶人家，但因着住

在基督裏，使我們能過一種滿了信與愛，並湧流基

督的生活。願我們都能像保羅宣告：『我極其喜歡為

你們花費，並且完全花上自己。』（邱述聖弟兄） 

 
 

晨興拾穗----------------------------------------------------------------------------------------在信徒裏面基督的在信徒裏面基督的在信徒裏面基督的在信徒裏面基督的擴擴擴擴增就是他們屬靈的長進和生命的長大增就是他們屬靈的長進和生命的長大增就是他們屬靈的長進和生命的長大增就是他們屬靈的長進和生命的長大    

 

    屬靈的長進屬靈的長進屬靈的長進屬靈的長進，就是神的成分在你裏頭加多，反過來說，也就是在神之外的東西從你裏頭被減除。你

不要以爲，你聚了一次會，道給你聽見了，你也甚麼都聽得懂，你就是長進了。不是。屬靈的長進，就你

而論，不是加進去，乃是被除掉。十篇八篇的道裝在你裏頭，不是長進，可能倒是一個阻擋。屬靈的長進，

就是增加了神的成分，而除去了神之外的東西。…你聽了道，道裝在你的頭腦裏，並不是長進…。如果在

你裏頭的東西被除掉了，這纔是長進；如果神的成分在你的裏頭加多了，這纔是長進。很多基督徒一蒙恩

得救，就把許多的罪中之樂除掉了。但是，單單除掉罪還是不彀的。乃是把佔有了神的地位的東西一件一

件除掉了，那纔是屬靈的長進。 

    生命的長生命的長生命的長生命的長大大大大乃是基督在我們裏面的擴增。基督已經在我們裏面，但祂需要在我們裏面生長。基督自

己不需要生長，因爲祂是完美又完全的。基督自己是完全成熟的，但在我們裏面的基督可能仍然非常小。

我們需要贏得更多的基督。當基督在我們裏面擴增時，我們就在祂裏面長大。按照以弗所四章十五節，我

們可以在一切事上長到基督裏面。在我們的思想、愛恨、好惡和一切的決定上，我們都可以長到基督裏面。

甚至我們理髮、買鞋、讀書或工作時，都能長到基督裏面。大多數弟兄姊妹在某些事上在基督裏面，但沒

有在一切事上在基督裏面。我們需要在一切事上，每時每刻藉着讓基督在我們裏面擴增，而長到基督裏面。 

    我們需要看見，在生命裏長大是爲着召會，並且在生命裏長大不是別的，乃是基督在我們裏面擴增。

我們需要啓示，看見在生命裏長大不是改良自己，乃是基督擴增基督擴增基督擴增基督擴增。宗教的工作是改良自己，而主的願望乃

是要我們向祂敞開自己，使祂在我們裏面擴增。我們都需要 將這事帶到主面前，使祂能光照我們，使我

們從自我改良轉到在生命裏長大，以建造召會。 



兒童排蒙恩見證-------------------------------------員山員山員山員山鄉鄉鄉鄉召會小神人排召會小神人排召會小神人排召會小神人排 

    感謝主！我們『小神人兒童排』開排至今已經

持續兩年。固定參加的約有七個家，一到十歲的小

神人約十二位。 

   第一次聚會的時間是 103 年的十月，最初開排

時，我們有三個家，一到六歲以下的幼兒（約五位

小孩）組成幼幼排，姊妹們也陸陸續續邀請兩個家

加入，感謝主！主成就這樣的聚會，我們的人數在

幾次聚集後，增加為五個家七位小神人。因為孩子

的年紀相當稚嫩與單純，我們顧惜孩子的專注力，

在短短的三十分鐘內，我們幾位媽媽帶著孩子學習

開口呼求主名、禱告、唱詩歌、說故事、玩遊戲，一

起認識主耶穌。一歲多啞啞學語的樂樂會開口呼求

『哦~主耶穌！』也可以清楚的說『感謝主！』。最

重要的是，這群孩子互為小小屬靈同伴。我們也外

出相調，最近在文化工場開放式聚集，邀請福音朋

友一起參加，最遠一起開車到三星一位師母家，看

孔雀開屏採野菜，在各個年齡層的肢體裏相當有建

造，小神人及媽媽們都很享受肢體的聯結，也期待

一週一次的聚集。 

    在 104 年二月，經過姊妹們主裏的交通，我們

知道有一個家剛搬回宜蘭，對兒童排相當渴慕有負

擔，就是奕玲姊妹家。在主的祝福下，姊妹的家打

開了。感謝主！我們有了一個新的聚會場所，不論

空間或人數，主都加倍祝福我們，我們七位媽媽姊

妹，對孩子的屬靈生活及同伴有共同的負擔。我們

經過主裡交通選屬靈故事書報、姊妹們一同輪流服

事唱詩歌、禱告、說故事及背誦主的話語。 

    堅定持續著這樣的聚集，無論颳風下雨，我們

付出主所喜愛的代價，共同希望在孩子小小年紀，

就把主放進他們的心裏，同時有屬靈的同伴一起享

受有主耶穌的生活。把孩子擺在召會裏，對孩子是

生命的建造，對姊妹們不僅可以陪伴孩子屬靈成長，

也能在主裡時常提醒我們，繁忙的生活要依靠主耶

穌。我們歡迎更多小神人加入我們喔！讚美主！榮

耀歸給主~~（洪吳旭吟姊妹） 

    雖然人在花蓮，每次留守和排假不一定，所以

很珍惜每次有機會能帶孩子參加幼幼排及與姊妹

們相調的時光，而且大家來在一起又能聊媽媽經、

彼此供應主話，還能揪團購物，真的很享受基督身

體的豐富！ （邱鄧妙凡姊妹） 

 

    感謝主，讓一群姊妹們同心地為主的權益開始

兒童服事，從最初的白天聚集，到之後姊妹們陸續

返回職場，時間固定於週五晚上，兩個家的打開、

姊妹們出相當的代價，各盡功用，並且每週輪流排

兒童詩歌、故事材料服事，看重孩子們在主裏的成

長，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主必賜福給每個小

神人。（李卓恩惠姊妹） 

 

    每次參與兒童排都使姿瑩充滿了元氣，有時我

工作很累時會想休息一次，可是姿瑩總是要求我帶

她與孩子們聚在一起。參加兒童排以後，姿瑩也改

變了以前怕生的性格，她喜歡在這裏交朋友、唱詩

歌、聽故事、學習說主的話。感謝主，孩子的轉變，

也是我更親近主的原動力。（林黃盈菽姊妹） 

 

    打開家聚集兒童排，一直是孩子們的渴慕，經

交通後，和旭吟姊妹配搭輪流開家。我們小神人年

齡大約從三到九歲，雖然年齡有些落差，但是小神

人們彼此相調的很和樂。在聚會過程中，小神人呼

求主、操練開口禱告、享受主的詩歌、從故事中學

習主的話及品格的培養。因著享受主及姊妹們的代

禱，使我也能享受每一次兒童排的過程。印象最深

刻的是，滂沱大雨中姊妹們仍帶著小神人來聚會，

使我感動姊妹們對兒童排的扶持、愛主、愛小神人

的心。看到小神人在兒童排有成長、有配搭、有喜

樂；生活上享受詩歌學習禱告，促使媽媽們也要剛

強壯膽，學習凡事交託，凡事倚靠神，彼此加油打

氣，與小神人一起奔跑屬天的賽程！感謝主！ 

（林吳奕玲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