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 晨興聖言追求：本週進度『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七)』，晨興聖言第五週：帳幕與祭司體系。 
二.進士會所球場等工程：需經費 80萬，目前所收奉獻 29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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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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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經交通後改於宜蘭市進士會所，歡迎宜蘭縣眾召

會所有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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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相調特會與展覽』：8/26(五)晚上～8/28(日)，於宜蘭市進士會所舉行， 

 請弟兄姊妹彼此邀約，報名全程費用為 400 元，若僅參加主日者，自由奉獻 100 元(含中餐)請向各  
 召會負責弟兄報名，內容如下： 
 8/26(五) 1930~2100：小排聚會成全(小排信息追求及分享)。 

 8/27(六) 0830~0930：蒙恩展覽；0930~1030：主題小排；1100~1200主題聚會；1500~1730：展覽 

           1930~2100：特會信息(兩座壇－禱告的生活)。 

 8/28(日) 0830~0930：：：：擘餅聚會擘餅聚會擘餅聚會擘餅聚會；0930~1230：特會與負擔的話(正確小排生活－復興得勝生活的建立)。 

六. 08/27~08/29韓國晉州召會 20位聖徒來訪，08/27(六)一同在進士會所相調，8/27(六)及 8/28(日)需接待兩晚。

請聖徒打開家，同享身體恩典，接待總管：李建廷 0918-057-242、林世麟 0935-280-000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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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弟兄姊妹代禱並紀念。 

五.新受浸聖徒：六月/翁坤化、翁簡佳縈、陳春羽、周嘉垣、黃鈺淮、黃宥菁，七月/許庭瑄、許麗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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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14)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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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 兒童 青少年 

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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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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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8 5 -- 8 6 -- 5 5 -- -- -- -- 13 

礁溪鄉召會 43 6 25 25 -- -- 23 6 3 -- -- -- 43 

壯圍鄉召會 9 6 -- 3 -- -- 6 5 2 -- -- -- 10 

員山鄉召會 43 15 12 7 25 -- -- -- -- -- -- -- 46 

蘇澳鎮召會 19 7 8 9 10 -- -- 7 -- -- -- -- 25 

大同鄉召會 13 7 5 15 6 -- 9 9 1 -- -- -- 17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51 -- 12 -- -- -- -- -- -- -- -- -- 52 

延平區 29 8 5 -- -- -- -- -- -- -- -- -- 29 

進士區 51 8 7 27 8 -- -- -- -- -- -- -- 54 

青少年區 24 19 25 22 22 -- 25 25 -- -- 24 30 32 

合  計 290 81 99 116 77 0 68 57 6 0 24 30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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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生命要求的試驗 

    生命要求交通的試驗生命要求交通的試驗生命要求交通的試驗生命要求交通的試驗：我們要來看幾個生命要求

的試驗。第一點說到生命要求交通。但許多時候，當

我們進入到一個基督徒團體中，我們這個人是敞開的，

是巴望交通的。但我們所碰著的那些人，卻與我們格

格不入，沒有交通，也不能交通。這時我們應該有個

查問。這個查問分兩面，一面要查看我們這個人是不

是有問題，與別人不能交通；若是我們這個人沒有問

題，也沒有愛世界，沒有活在罪中，不體貼肉體，那

麼這個問題就不在我們，乃在於別人。雖然那個團體

裏的人都聲稱他們是基督徒，但我們要查看，他們是

否讓主掌權，是否活在主裏面，這是個很實際的問題。 

    我們裏面的生命，的確要求別人活在靈裏，那個

生命纔能得著交通。所以千萬不要以為當一個人在那

裏說他是基督徒，或者說他們是一個基督徒的團體時，   

我們就信以為真，認定那是合乎聖經的召會，這是不

一定的。我們要運用裏面生命的要求，那個要求是生

命交通的要求，要我們試一試，若是我們活在主面前，

愛主，棄絕世界，不要罪惡，卻仍然與他們格格不入，

無法交通；這就表明，他們失去召會的立場，失去了

基督，他們裏面沒有聖靈。我們憑著交通的要求，可

以斷定，那班基督徒是否在主喜悅的道路上。 

    生命要求基督徒服事人的試驗生命要求基督徒服事人的試驗生命要求基督徒服事人的試驗生命要求基督徒服事人的試驗：有時我們到了一

個基督徒團體，裏面的生命要我們在那個團體裏服事，

我們卻服事不出來。或者有時我們要服事，他們卻拒

絕我們，不接受我們的服事。這一面給我們看見，每

一個蒙恩的人，都有一個恩賜，有一個供應，要在生

命的要求裏，運用出去。另一面也給我們看見，有的

基督徒團體，想要把這生命要求的功用顯出來，卻適

得其反，使真正的功用受到攔阻。你要先查問自己，

你的服事是否有其他的目的？是不是貪求？是不是

憑著肉體、愛好、憑著自己？若是有這些光景，那個

地方的召會拒絕你就是對的。若是你的服事，沒有別

的目的，沒有任何貪求，沒有自己的喜好，不是出於

肉體，也不是出於自己，而那個地方的召會拒絕你，

不接受你的服事，這就可以斷定，那個召會不是在聖

靈裏，不過是基督教組織。 

    一個讓聖靈有主權一個讓聖靈有主權一個讓聖靈有主權一個讓聖靈有主權，，，，有基督同在的召會有基督同在的召會有基督同在的召會有基督同在的召會，，，，是巴不是巴不是巴不是巴不

得眾聖徒都顯出功用得眾聖徒都顯出功用得眾聖徒都顯出功用得眾聖徒都顯出功用，，，，都能服事都能服事都能服事都能服事。。。。這樣的召會這樣的召會這樣的召會這樣的召會，，，，會給會給會給會給

聖徒最大的機會聖徒最大的機會聖徒最大的機會聖徒最大的機會，，，，使他們所蒙的恩典使他們所蒙的恩典使他們所蒙的恩典使他們所蒙的恩典，，，，能完全服事出能完全服事出能完全服事出能完全服事出

來來來來，，，，使他們的功用能顯在召會中使他們的功用能顯在召會中使他們的功用能顯在召會中使他們的功用能顯在召會中，，，，成為召會的益處成為召會的益處成為召會的益處成為召會的益處。 

    若是我們活在生命裏，生命要求我們服事時，我

們在那地方一直碰壁，遇到難處，立刻我們就可以斷

定，那裏已經失去基督的同在。當你活在靈裏，活在

生命裏，你裏面生命的感覺，生命的要求，生命的口

味，會讓你知道，你所在的基督徒團體，其中的一切

活動是不是生命，是不是基督，是不是屬靈的實際。

你裏面的確會知道；這乃是一個原則。 

    生命要求基督徒得到服事的試驗生命要求基督徒得到服事的試驗生命要求基督徒得到服事的試驗生命要求基督徒得到服事的試驗：我們在某些聚

會中聽道，既得不着供應，也無法供應別人，一點也

摸不著其中屬靈的實際，我們就能斷定，那個地方不

是正確的召會。 

    生命要求其他的試驗生命要求其他的試驗生命要求其他的試驗生命要求其他的試驗：有些地方雖然稱之為基督

徒的團體，但我們一進去，摸不著基督，摸不著聖靈

的工作。這就說出，那個團體沒有基督的同在，並且

不在聖靈的主權之下。這樣，我們立即可以斷定，那

個不是合乎神生命的召會。 

    另一面，我們還得用聖經斷定。這樣，我們無論

到任何地方，都有一個指南針，一個標準，能準確的

知道，那裏的召會是否有主的同在，有聖靈的掌權，

是否是在召會的地位上，在召會的路程上。 

(摘錄自認識生命與召會第十三篇) 



召會生活------------------------------------------------------

----------------蒙恩見證
 生命成全 

學習過兩座壇與問『主阿，我當作什麼』的生

活（太 7:24）所以，凡聽見我這些話就實行的，好

比一個精明人，把他的房子蓋在磐石上。 

    經過生命成全訓練，禱告生活有徹底改變；每

早醒來呼求主操練靈，使心轉向主!心裏相信無論光

景如何主仍然作王掌權。主阿!今天以前我有得罪神

與人的，向你悔改認罪，取用寶血使我良心潔淨，

藉著心思置於靈，使我心思得更新。每天都有新心

能渴慕愛神，得著新靈有更大容量接觸享受神。每

天上班途中為主行動與職場福音代禱、下班途中為

員山召會每個家提名禱告、睡前為兒子及家人禱

告；能過為別人和主權益代求禱告的生活，真是喜

樂無比。 

    操練生活中大小事都先問主：『主阿，你是

誰？』『我當作什麼？』（徒 9:5；徒 22:10），活在與

主交通中，蒙光照才行動；這段時間三妹與弟弟家

經歷神豐滿救恩：(一)盈菽姊妹與未得救的先生全

家，參加了台中相調並打開家接受召會探望。(二)

弟弟的兒子忽然視網膜剝離，弟兄姐妹生機探望與

主配合，過程中持續關心陪伴，並買蛋糕為神的經

綸效力。不知道未得救的家人何時能進神的國，但

相信主必做成，問題在於我是否在日常生活中與主

配合行動，使每個轉彎、每個關口上都給主機會，

天天經歷主榮耀的顯現。(員山鄉召會游黃惠美姊妹） 

 

 家聚會 

讚美主，神是奮力活動的神，弟兄告訴我們，為

了神的家和神的國的益處，我們的召會生活需要被

調整，在傳福音在照顧人的事上變得有彈性，尤其看

重家聚會，祂是召會的根基和實際。 

    最近主在我們家似乎有一個復興的工作，主在

我們家族總共得著了 16 個果子，但我相信主在這個

家還要一直地往前，作兩個見證：三妹玉華得救多年

家住台北，一直沒過召會生活，偶爾回來跟著我們，

也供應她一下，最近很經歷主，我們就幫忙連絡她家

附近的聖徒，就這樣有了家聚會被恢復了。還有小妹

玉珮還沒得救，相信也是主的手，趕緊把握機會和聖

徒們配搭傳福音，和媽媽還有我孫女聆恩為她流淚

禱告，陪她讀主的話，和她一同唱詩，現在很敞開了，

會自己呼求，向主禱告。 

    弟兄一直鼓勵我們來到約翰福音十五章，要操

練常住在主裡面，過一種有信又有愛，又能湧流生命

的生活，最近的信息也

告訴我們，我們這些得

救的人，就是葡萄樹上

的枝子，都必須住在主

裡面與三一神有聯結，

好結果子，這是個生命

的定律。 

(蘇澳鎮召會林呂秀鳳姊妹）

晨興拾穗------------------------------------------------------
-------帳幕與祭司體系 
    今天召會生活所該注重的，乃是祭司體系的建造。…事奉的基本條件，就是被建造。如果我們沒有被

建造成為屬靈的殿的一部分，那是很危險的。我們的事奉有可能變成一種內在的危險，就是可能變為單獨、

個人主義。祭司體系與神的家是不能分開的。我們絕不能因為個人對主太有負擔，就單憑自己去事奉；那

不是在正確體系裏的事奉。在舊約和新約中，都找不到那樣單獨、生野的事奉；反之，每一次提到祭司體

系，都是指一種配搭的團體，是眾人建造起來成為一體的事奉。神要得著一個團體的祭司體系，一個祭司

團。…我們個人可以受引導做一些事，但到末了，我們必須領悟，我們仍是一個團體實體的一部分。 

出二五 8：他們當為我造聖所，使我可以住在他們中間。這裡說到神要住在帳幕，就是他的聖所裏；但我

們需要領會，神真正所要的，是住在以色列人中間，換句話說，以色列人應當是真正的帳幕，讓神住在他

們中間。 

    神所要得著的事奉與敬拜，其實行的憑藉乃是帳幕和祭司體系。若沒有這二者，神的子民就無法向神



守節並獻祭，也就無法事奉神。帳幕的建造以及祭司體系的構成，乃是以色列人事奉神的憑藉。今天，你

我若要正確的事奉主，就必須有帳幕和祭司體系的實際。這二者都是聯於建造，也都在於建造。主啊，使

我願意被建造到你的建造裏。 

 
學生聚會-------------------------------------------------------
--------高中排蒙恩見證 
    週三小排是很重要的，每次心情不好，靈下沉時，當天的詩歌、弟兄們的分享，都使我得著許多生命的

糧食，也讓我時時儆醒，過每天的生活。（林耀主弟兄） 

    每每每每週三的小排已成為一種習慣。每當來到小排時，我們都會一起交通、唱詩歌。因為大家平時沒有什麼

機會碰面，所以小排是一個管道，使我們可以彼此了解對方過得如何，很喜樂有這樣的小排。(崔溢恩弟兄) 

    我我我我覺得小排生活就像支柱、屬靈補給場。因為週間有許多原因，會讓我沒有讀主的話；周遭一些事務也

會讓我受到影響，但就在我乾渴及心裏五味雜陳時，小排聚會給了我供應。不僅有唱詩歌、讀信息，也有弟

兄們日常生活經歷，與聖經書報的摸著分享。除了靈得供應，我的胃也因為阿姨們辛苦煮的晚餐得飽足，感

謝主，阿們！(林耀新弟兄) 

    每每每每個週三我都過得很開心，因為有高中的小排。在小排中，我們一起聊在學校發生的事；一起吃飯、讀

屬靈書報，使我們身心都得飽足。(李傳承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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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在在在每週五的放學後，我總會帶著疲倦的靈，去尋找一個安息的處所-----高中姊妹排。每次去有愛筵、詩

歌和嗎哪(神的話)。聚會時，總會有歡笑聲的陪伴，每位臉上都是喜樂洋溢的笑臉，完全忘了屬世界的繁雜

事務。這小排成為我一個禮拜的宣洩桶，讓我可以只管一心向著主， 不被世界打擾，我很愛這個小排，更

愛那位愛我們的主。感謝主！使我們能在祂名裏一同聚集。(張育瑄姊妹) 

    每每每每次姊妹小排，最享受的就是同伴。每個星期五晚上的個人詩歌分享時間，常會由我們自己來挑選『有

感覺』的詩歌。同伴的近日負擔，服事姊妹應時的話語，讓我學習在唱詩上運用靈，能夠脫開應付，並進到

愛裏，彼此擔就。更令我喜樂的是，我們可以一同呼求主名。當我們轉向祂，呼求：『哦〜主耶穌！』感覺

我們更近了一點。這很提醒我，無論遇到什麼事情，應該在身體裏與弟兄姊妹一起，在一個身體裏有團體的

操練，在主裏同心合意，經歷團體的基督。（黃薇寧姊妹） 

   從從從從這學期開始配搭高中姊妹的小排聚會，每次來都很享受弟兄姊妹準備的愛筵，青少年、大專及服事者，

在其中有甜美的交通，也藉此彼此有相調與勉勵。飯後會有姊妹主動要點詩歌，也分享最摸着哪一節的詞， 

主要藉著話聖化我們，用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我們。這樣一週一週的敞開靈接受主的話，就成為我們應時的

幫助。（大專配搭：林怡芬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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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每每每週三的校園排，使孩子們能利用週中的時間，聚在一起用餐、唱詩、禱告，彼此慰問寒暄，這樣的生

活真是甜美，藉著開家也使我更認識及親近孩子們，聽他們分享對主的經歷及享受，雖然每位孩子屬靈光景

不同，但也都看見他們生命的變化，覺得安慰及喜樂。在飯食上也有秀玲姊妹、琪峰姊妹、美子姊妹一同配

搭，使孩子們吃得飽足且開心，尤其是期末時一定要吃 pizza 來作最後 ending。還沒入排的孩子們趕快來喔

～讚美神！願愛祢的人如日頭出現，光輝烈烈。（林謝幸育姊妹）     

在飯食服事上，我並沒有什麼負擔。因高中姊妹排當天，我都要代課。所以，時間非常的緊迫，只能利

用空堂，來回奔波、備料……，還好柔蓁姊妹、進義弟兄幫忙採購、配搭，否則我也是搆不上的。在沒有負

擔、時間切割、服事者沒有要求的情形之下，我為何還要服事呢？因為主的話，還有保羅的榜樣！叫我不可

累著召會，不可累著開家的家主。帖後 3 章 8 節也未嘗白吃任何人的飯，倒是勞碌辛苦，晝夜作工，免得叫

你們任何人受累。林後十一章 9 節下：我向來凡事自守，不累著你們，將來也必自守。像保羅這麼屬靈的人，

都這麼自守服事眾人，更何況我的女兒也在其中被服事。所以，我只是盡我的本份，談不上服事；盡基督徒

的本份，盡諸般的義而已。(黃劉凱芳姊妹) 



為為為為了有分於高中弟兄排的愛筵服事，需提早預備晚餐並趕在 6 點前完成，再送到幸育姊妹家。過程雖緊

張卻是喜樂。因看到弟兄們越來越長進，有一次國偉弟兄不在，他們也會自己帶聚會，在會中聽到他們生活

經歷的分享，發現他們對主是渴慕有經歷的。也藉由這樣的參與，了解自己兒子的屬靈光景，知道禱告的方

向。主，求你祝福這班高中弟兄，使他們愛你並對福音有負擔，成為校園中的福音種子。（李王秀玲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