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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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聖言第三週：基督的擴增是為着召

會的擴增，這乃是藉著按照擴增的律供應生命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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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向事先邱淑真姊妹登記，工本費請自行投入奉獻箱。 

三. 2016夏季訓練教材，請向各召會書報組訂購，截止日期：6/28（二）。 

四. 生命成全訓練：6/26(主日) 19:00-21:00，地點/進士會所。各組彼此提醒繳交作業。 
五.進士會所球場等工程：需經費 80萬，目前所收奉獻 228,600。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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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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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宜蘭眾召會集中主日(7/3)在進士會所，交通主題：『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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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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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的東馬之旅、印度遊學訪問，所有的行程與團員平安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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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惠君等弟兄姊妹，得救後繼續受餵養，並穩定

在召會生活中代禱。 

 人數統計 (6/06~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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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3 10 -- 9 9 -- 6 65 -- -- -- -- 15 

礁溪鄉召會 37 16 19 27 -- -- 20 18 2 -- -- -- 43 

壯圍鄉召會 4 -- 5 -- -- -- 5 4 -- -- -- -- 5 

員山鄉召會 53 17 14 17 27 2 -- -- -- -- -- -- 58 

蘇澳鎮召會 18 8 10 9 4 -- 1 4 1 -- -- -- 21 

大同鄉召會 10 8 5 21 37 -- 8 10 -- -- -- -- 44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53 16 19 8 5 -- 5 8 -- -- -- -- 60 

延平區 31 1 11 13 10 -- 10 5 4 14 -- -- 40 

進士區 49 6 6 18 2 -- -- -- 5 7 -- -- 53 

青少年區 -- -- 6 32 3 -- 6 4 -- -- -- -- 31 

合  計 268 82 105 154 97 2 61 118 12 21 0 0 370 



 

                認識召會並審察召會的根據（上）   2016/6/26 第三十期 
召會是基督的身體 

     聖經清楚的告訴我們，召會乃是基督的身體。

(弗一 23。)這話雖然很難領會，但我們若把這話引用

到人的身體上，用人的身體想想看，必能有所領會。

好比這裏有位弟兄，我們看見他身體上有一個頭，是

這位弟兄的頭；還有身子，就是這位弟兄的身體。我

們若這樣把看見的身體擺在這裏，多少就能領會『召

會是基督身體』這話的意思。 

召會的生活就是基督 

    在正常的情形裏，一個頭加上一個身體，二者合

在一起，纔是一個完整的生命。基督是召會的頭，召

會是基督的身體，二者是一個完整的生命。召會和基

督，不僅有一個相同的生命，乃是同有一個生命。二

者的生命，不僅是相同的，並且就是一個。基督的生

命就在召會裏，召會的生活就是基督的生命。二者是

一個生命，就是基督自己。 

召會和基督是相連的，召會就是基督 

    一個人，他的身體和頭是相連的，二者是一個，

並不是兩個。同樣的，召會是基督的身體，說出召會

和基督是相連的，二者就是一個。比方，我們看見一

位弟兄，我們拍拍他的身體，我們會說這是某弟兄，

而不會說這是某弟兄的身體。同樣的，召會是基督的

身體，意思是說，召會是基督的一部分，召會就是基

督；因為召會和基督二者是一命，是一體，所以召會

就是基督。 

召會出於基督，歸於基督，與基督是一 

    神當初並沒有造兩個人，神只造了一個人，神所

造的這人名叫亞當，然後神從亞當肋旁裂開一個口，

取出一條肋骨，這條肋旁的骨頭就變作夏娃，然後再

把這夏娃配給亞當，兩個還是一個，這就是聖經裏基

督與召會的豫表。神的生命進到那位耶穌裏面，祂就

稱為基督；神的生命進到我們這麼多蒙恩的人裏面， 

我們就稱為召會。召會裏面的內容，和基督裏面的

內容，絕對是一個，毫無二樣。所以，召會是出於

基督，歸於基督，是在基督裏面，召會與基督乃是

一個。 

審察召會的根據 

    今天我們要審察一個基督徒團體，是召會或不

是召會，最厲害的一個根據，就是召會乃是基督的

身體。召會是基督的身體，是從基督出來的，又是

歸到基督裏的。這就是最厲害的根據。人對這一個

若沒有認識，他對召會的認識就不準確，他對召會

的認識定規是外面的，不是裏面的。 

宇宙中只有一個召會 

    沒有一個人是有兩個身體，若是有，那就是怪

物。基督只有一個身體，這表明在整個宇宙中，沒

有兩個召會，只有一個。以聖經的豫表來說，太陽

豫表基督，月亮豫表召會，許許多多的星宿豫表聖

徒，太陽如何是一個，月亮也如何是一個；基督如

何是一位，召會也如何是一個。召會是基督的身體，

不能是兩個，只能是一個。 

召會在地方上乃是一地一地的出現 

    在宇宙中只有一個召會，然而，召會的出現，

乃是一地一地的。在臺北有一個出現，在臺南有一

個出現，在臺中有一個出現，在高雄有一個出現。

然而，無論大或小，那個出現的性質乃是一樣的。

換句話說，召會是一個，無論她的出現有多少，或

大或小，總歸是一個召會。 

召會的分裂是因基督之外的東西被帶進來 

    今天的基督教所以分作這麼多派別，這麼多公

會，都是因為基督之外的東西被帶進來了，基督只

有一個，基督是不能分開的；然而，因著人把基督

以外的事物，把許多人的攙雜帶進來，以致有這麼

多的分裂和紊亂。(摘錄自認識生命與召會第八篇) 



屬靈餧養----------------------------------------------------------------------------------------------------------彼此洗腳

約翰十三 14：我是主，是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 

約翰十三 15：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作的去作。 

腓利門一 7：因為弟兄阿，我因你的愛，大大喜樂，滿受鼓勵，因為眾聖徒的心腸藉著你得了舒暢。 

 

    主耶穌替門徒洗完了腳之後，又命令說，『你們也當彼此洗腳。』這給我們看見，洗腳的工作，

是教會繼續要作的。洗腳，是我們彼此要作的。 

    你有沒有這種經歷﹕有一天，你覺得你屬靈的精神好像衰敗了，你覺得你屬靈的精神好像低落了。

你自問並沒有甚麼特別的不好，也沒有甚麼特別的罪，就是覺得累得很，一點精神都沒有。讀聖經，覺

得沒有多大意思﹔禱告，也覺得沒有多大意思。就是這樣的時候，也許你到聚會裡來，也許你回到家裡

去，你碰著了認識主的弟兄，你和他一碰，你覺得有精神了，你覺得碰著神了。他用生命供應了你，他

洗了你的腳。就是當你與生命接觸的時候，你屬靈的精神恢復了，你好像又亮了。這就叫作彼此洗腳。 

    在基督徒互相的幫助中，沒有一件事比彼此洗腳更寶貴，沒有一件事比以生命供應別的肢體更要

緊。如果有一個基督徒，有屬靈的疲倦，有屬靈的軟弱，他到聚會裡來，來的時候是那樣的累，回去的

時候仍是那樣的累，這個聚會就失敗了。所以，我們每次來聚會的時候，必須將生命帶來﹔不然，就是

增加聚會的重擔。每一個人來的時候，都要將生命帶來，好叫弟兄姊妹們能摸著生命，叫他們一碰到生

命，那一個屬靈的黯淡就過去了，他就發亮了，他就新鮮了。 

（摘自倪柝聲文集『一般的信息』(卷一)，第 139 至 140 頁。） 

 

 晨興拾穗---------基督的擴增是爲着召會的擴增，這乃是藉着按照擴增的律供應生命給人 
    主耶穌是人子顧惜我們，也是神子餧養我們；我們需要跟隨祂的榜

樣，經歷並呈現基督作吸引人的因素，好供應生命給人，並以正常的方

式得着他們。我們要供應生命給人，並恢復我們中間久不聚會的聖徒，

就必須有我們父神愛和赦免的心，以及我們救主基督牧養和尋找的靈：

我們都要以主的心腸爲心腸，寶愛失落的羊；我們必須信賴聖靈的工作；

我們必須以父的愛來愛人，並帶着喜樂的面容到人那裏去。 

    爲使我們能將生命供應給人，我們至少必須作四件事：我們需要與主有彀多的接觸，單單花時間與

祂同在，在主的對付中聽主說話，使我們能 說應時的話，扶助疲乏的人。我們必須學習在主的光底下，

在主面前被祂對付；我們要結果子，就必須與主辦交涉，成爲葡萄樹嶄新的、新鮮的、柔嫩的枝子；我

們必須對付一切的阻礙，過結果子的生活，也必須對付我們天然的個性，在照顧人的事上變得有彈性 。

我們必須拿起負擔去照顧人—不信者、年幼的信徒、初信者和較輭弱的信徒；我們必須是乳養的母親

和勸勉的父親照顧他們，好作得人的漁夫和餧養小羊的人。我們必須學習對人有興趣；主的子民必須

天天作我們的『食物』；在召會中，有許多人需要我們將他們擔在肩上，並在愛裏懷抱在胸間。 

    結果子的定律就是我們要住在主裏面，與三一神有聯結；結果子是出於生命的定律，而不是出於神

蹟；生命的定律，就是結果子的定律，擴增的定律，包含四點： 我們要住在主裏面，如同枝子住在葡

萄樹上，吸取主生命的供應。我們要住在主裏面，吸取父神作我們養分之源頭的供應，和聖靈作我們滋

潤和復甦的供應。我們要住在主裏面，吸取神作我們光的供應，和那靈作我們空氣的供應。我們要住在

主裏面，並活在召會中，如同葡萄樹必須留在園子裏，纔能得蒙保護並得着照顧。 



生命成全蒙恩見證 
 
 成為⼀個按時分糧的人 
    整本聖經有兩次提到「按時分糧」，都是主耶

穌親口說的。一處是在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45 節

『這樣，誰是那忠信又精明的奴僕，為主人所派，

管理他的家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另一處是記載

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42 節『主說，誰是那忠信又

精明的管家，為主人所派，管理他的僕從，按時分

糧給他們？』這兩處經節都說到，凡「按時分糧」

的人，在主眼中都是忠信又精明的，並且要蒙神賜

福。 

    「按時分糧」，意指： 

（一）時間上：在適當的時間，包括「定時」和「不

定時」的分配。喫是屬於生理基本的需要，孩子必

須定時得到食物，方能維持生存，並生命成長。然

而，在某些時候或機會，他們會有特殊的需求，就

必須伺機加添額外或特殊的供應。 

（二）份量上：將屬於他們的那一分食物分賜給他

們，按著他們需要的度量分配食物。 

    回來宜蘭已將近二年，這一路走來謝謝我的

姐妹天天陪著我禱告、讀經、晨興。我們一同學習

在生活中豫備申言，在聚會中操練申言，成為一個

「有」的人，正如保羅提醒哥林多人『弟兄們，這

卻怎麼樣？每逢你們聚在一起的時候，各人或有

詩歌，或有教訓，或有啟示，或有方言，或有繙出

來的話，凡事都當為建造。』(林前十四 26) 

    今年初我向主禱告「賜給我一個明確的對象，

使我有機會來餧養他。」新春之際，有一位久不聚

會的姊妹，在

『水深之處』

網站上留言：

「請問員山鄉召會在那裡？」經過轉介，我的姐妹

與她聯絡，得知是一對年輕、住在員山的家。爾後，

我們兩個家常利用週末，或主日下午到宜蘭近郊生

活相調，在相調的過程中，我們學習『傾聽』他們

在職業轉換過程中遇到的瓶頸；並『領會』、『觀察』

他們的需要，好為他們豫備屬靈的食物。 

    隨後，我與弟兄每天早上建立晨興生活，正常 

的喫喝享受主。在晨興中我們彼此代禱身體康健有

活力能應付工作上的需要；並在新的工作轉換學習

上，叫我們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復活的神

(林後一 9)，重新築起祭壇更新的奉獻給神，賜給我

們積極、認真、謙卑的態度。在職場上照亮我們的

一隅（詩歌 652 首），要作鹽作光（太五 13~16），讓

人看見我們的好行為，就將榮耀歸與父神。 

    現在每週六晚上 19：30 至 21：30 在我的家裏，

我們一同學習追求真理，從創世記（聖經與生命讀

經）開始，因著享受、沐浴在神的話裏，主加添了

一位初信者、一位福音朋友給我們。這不過纔剛開

始，我們還有許多要學習並經歷的，求主賜給我們

對祂的話語如鹿切慕溪水有長久的渴慕。 

    末了，使徒彼得期待我們都要操練在神的家中

作管家：『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將這恩賜彼此供應，

作神諸般恩典的好管家。』（彼前四 10） 

（冉冠群弟兄） 

 

 屬靈的七項操練 
     在成全訓練中，教師給我們一段陳實弟兄負擔的話，說到主興起祂的恢復，至今已超過九十年，主

的恢復到美國已超過半世紀，高峰真理的釋放也經過二十餘年，我們個人或召會，都沒有達到一種光景，

是我們應該有的。膚淺使我們停滯，我們許多事都太膚淺，所有的豐富，寶貴的話語，來了又去了，我

們淺淺的經過，卻沒有夠長的時間停留並深入其中，以致這些話語，我們無法吸收、運用，不久就蒸發

掉了。我們接受真理，卻沒有什麼改變。 

    弟兄提出七件事，幫助我們經歷並實行以弗所三章 16、17 節建造的路。這七件事都和駐留有關。

一、更深呼求主名。 二、更深的禱讀主話。三、駐留在基督的死裏。四、留在與主的對付裏。五、留在

神量給我們的環境裏。六、留在交通裏。七、留在成全裏。首先要操練深深呼求，甚至滿了嘆息；我們

需要極深的進入神的話，讓主的話在我裏面發光照耀，知罪自責。尋求者，蒙基督呼召駐留在陡巖的隱

密處，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之下。其次，需要許多屬靈的對付罪、世界；更深乃是我們意見、個性、性格，

最後，要讓我們裏面有足夠空間和自由留給主。我信萬有都互相效力，讓愛神的人得益處。所以只要安

心在一個地方，學習以上七項操練，時候一到神就作工，主必駐留我心間。（蕭金煜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