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8/28(週一)〜9/2(週六)，內容為『以西結書結晶讀經晨興聖言（三）』第五篇。 
二二二二、、、、晨禱時間：每日上午 7：00~8：00，地點為各召會或各區會所。 
三、宜蘭市召會讀經追求進度表： 

四、全台姊妹集調：地點為中部相調中心，僅有第二梯次可報名：10/22(主日)至 10/24(週二)。各召會 

請向負責弟兄報名，宜蘭市請向邱淑眞姊妹報名，8/278/278/278/27 報名截止報名截止報名截止報名截止，請姊妹們彼此邀約，費用 1500 

元整。 

五、基宜花青職特會：9/15(五)晚上八點至 9/17(日)下午一點，於花蓮秀林鄉召會會所舉行，費用： 

1400(住立霧客棧)。需同住者請註明，帶兒童者另外計費；交通自理。報名請洽沈國偉弟兄 0970- 

307-517。報名截止報名截止報名截止報名截止：：：：8/27(8/27(8/27(8/27(日日日日))))。 

 

 禱告事項 
一.繁殖擴增：兒童是大的福音，這十年內，宜蘭縣眾召會全體全力作兒童。請聖徒代禱：下學期各小

學仍願意繼續實施生命教育；並能有其他班級加入，也呼召弟兄姊妹投入生命志工行列。 

二. 原有福音車使用年限已超過 15 年，基於服事各面考量預定購買新車，請衆聖徒多有代禱記念。 
三. 新受浸聖徒：七月/文化區：張雅馨、賴鴻昌。八月/宜蘭市延平區：張瑞涵，林宛頻，李榮杰；進士

區：鄭麗玲、吳詠綺等弟兄姊妹，並穩定在召會生活中代禱。 
四. 為黃坤塘先生(崔黃春紅姊妹的父親)肺炎及攝護腺癌住院治療代禱，在病痛中經歷主的大能和恩典。 

 

 人數統計 (8/14~8/20)  

日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讀經含註解 太十三 

33-35 
太十三 
36-43 

太十三 
44-46 

太十三 
47-50 

太十三 
51-52 

太十三 
53-58 

參讀生命讀經                        第三十九~四十一篇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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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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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4 7 5 4 5 -- 3 8 -- -- -- -- 14 

礁溪鄉召會 32 15 18 24 17 -- 21 -- 4 -- -- -- 40 

壯圍鄉召會 13 7 10 -- -- -- 8 7 6 -- -- -- 17 

員山鄉召會 44 10 9 17 8 -- 6 8 5 14 -- -- 67 

蘇澳鎮召會 17 2 10 5 10 -- -- 7 -- -- -- -- 26 

大同鄉召會 10 1 9 15 8 -- 9 12 -- -- -- -- 18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60 15 8 25 13 -- 4 5 -- -- -- -- 68 

延平區 38 9 11 18 8 2 -- -- -- 9 -- -- 45 

進士區 75 8 5 33 23 -- -- -- -- -- -- -- 81 

青少年區 19 -- 5 29 5 -- 5 1 -- -- 19 29 34 

合  計 322 74 90 170 97 2 56 48 15 23 19 29 410 



                   要聖徒得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2017/8/27 第九十⼀期   

照着父榮耀的豐富 

    在以弗所三章十六節，使徒求父，第一，照着祂

榮耀的豐富，第二，藉着祂的靈，第三，用大能使聖

徒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父有榮耀，祂的榮耀是豐

富的，所以使徒首先求父照着祂榮耀的豐富來作工；

這就是說，神榮耀的豐富乃是祂在我們身上作工，使

我們有屬靈的根據。 

藉着祂的靈 

    第二，僅僅有神的豐富，還不能達到我們身上；

要達到我們身上，還必須藉着祂的靈。神一切的豐富

能通到我們身上，乃是藉着聖靈；祂在我們身上所作

一切的工作，使我們有一切屬靈的經歷，乃是藉着聖

靈。所以，一章裏求啟示的禱告，是求神賜智慧和啟

示的靈；三章裏求經歷的禱告，是求神藉着能力的靈

加強聖徒。啟示是給我們看見，能力是叫我們經歷。 

用大能 

    第三，用大能。這大能是顯在基督身上的能力，

也是顯在聖徒身上的能力。按原文，能力或大能這辭

也可繙作動力；它不僅是能力，也是動力，是自動的。

一個死的能力不會自己動，一個活的能力纔會自己

動，所以這能力就是復活的大能 也就是神在基督裏

的生命。聖靈在我們裏面所作的一切的工作，都是用

這復活的大能。僅僅有聖靈，沒有復活的大能，我們

仍不能有屬靈的經歷；要有屬靈的經歷，必須憑着或

用復活的大能，使我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裏面的人與外面的人 

    我們的天然生命，乃是外面的人；我們重生的

靈，屬靈的生命，纔是裏面的人。我們得重生時，得

着了神的生命；神的靈把神的生命帶到我們靈裏，我

們的靈就活過來。從那時起，我們就有神的生命，這

生命不是天然的，乃是屬靈的。這生命在我們的靈

裏，我們就成了一個新人。我們得救的人外面有體

殼，體殼裏面有兩個人。在最裏面的，是裏面的人，

就是我們重生的靈；在比較外面的，是外面的人，就

是我們的魂生命。 

要全人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使徒的禱告，是要使我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

裏。我們整個人，不僅我們的魂，連我們的身體都要

到裏面，全人都要集中在裏面的人裏而剛強起來。 

核對我們的生活 

    我們得救以前，是憑天然生命生命活著，不管是

好是壞，都是活在人外面的部分裏。現今我們得救

了，聖靈把神的生命帶到我們靈裏，叫我們裏面有了

一個新人。神的意思是叫我們憑這新人活著，好叫我

們為人、生活、行事都在這新人裏。然而，我們很多

得救的人，卻不一定憑這新人活著，反而憑外面的人

活著。 

不在善惡，乃在活在靈或魂裏 

    全本聖經，神的思想不在善惡，乃在活在靈裏或

魂裏。靈就是生命，魂就是死亡。善惡不在靈裏，乃

在魂裏，二者都不是生命。 

    人自從墮落以後，人的靈死了，人纔活在魂裏，

有了行善拒惡的思想，卻忽略了生命。所以，我們得

救以後，神的救法不是叫我們去惡行善，乃是叫我們

裏面的人活過來得生命。從那時起，神就要我們整個

人都活在靈裏，而不活在魂裏。我們活在外面的人

裏，即使活得相當好，既溫柔又謙卑，裏面敬畏神，

外面又有敬虔的生活;但這些都是從外面的人出來

的。神救我們，是要我們脫離外面的人，而憑裏面的

人活着。 

    我們活在外面的人裏多，活在裏面的人裏少，因

此使徒纔禱告，求神使我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使徒的禱告包括兩個意思，一面是叫我們回到裏面

的人裏，另一面是叫我們裏面的人裏剛強起來。使徒

的禱告是針對我們實際的光景而有的。我們裏面剛

強到一個地步，凡我們覺得出於神的我們都能跟從。 

(摘錄自/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福分與地位/第二十六篇下) 



生命讀經-------------------------------------------------------

-------國度奧祕的揭示 

 

撒種者的比喻撒種者的比喻撒種者的比喻撒種者的比喻－－－－王為著國度初步的工作王為著國度初步的工作王為著國度初步的工作王為著國度初步的工作 

    三節說，那撒種的出去撒種。那撒種的乃是主自己。在這比喻裏，我們看見基督建立諸天的國不是藉

著爭戰或施教，乃是藉著把祂自己當作生命的種子撒在相信的人裏面，好叫諸天的國可以長大。諸天之國

的建立完全是在生命裏長大的事。國度的建立不是藉著外面的工作，乃是藉著裏面的長大。許多基督教工

人沒有看見這事，他們仍然以為召會是藉著工作與勞苦建造的。但召會的產生只能藉著把基督當作種子撒

在人性裏。這種子要在人裏面生長，並且產生召會。生命的種子－在話裏的基督自己－撒在人性裏，就會

長出召會。 

國度的建立及假冒的成分國度的建立及假冒的成分國度的建立及假冒的成分國度的建立及假冒的成分 

    二十四、二十五節說，『諸天的國好比人撒好種在他的田裏；及至人們睡覺的時候，他的仇敵來了，將

稗子撒在麥子中間，就走了。』從那時，稗子（假信徒）便撒在真信徒（麥子）中間，成為諸天之國的外

表。這比喻揭示，藉著召會的建造，國度得著建立後不久，諸天之國的情形就起了變化。國度是由國度之

子，麥子，建立起來的，但惡者之子，稗子，長起來改變了情形。於是，諸天的國及其外表就產生了差異。

當王的奴僕想要薅集稗子時，祂說，『不，免得薅集稗子，連麥子也一齊薅出來。』稗子和麥子一齊長在田

裏，田乃是世界。假信徒和真信徒都活在世界裏。從田裏薅集裨子，意思是將假信徒從世上除去。主不要

祂的奴僕這樣作，免得將假信徒從世上除去的時候，也將真信徒從世上除去。天主教就是作了不少這樣的

事，殺害了許多真信徒。 

收割的時候收割的時候收割的時候收割的時候－－－－這世代的終結這世代的終結這世代的終結這世代的終結 

    三十節說，『讓這兩樣一齊長，直到收割。在收割的時候，我要對收割的人說，先薅集稗子，捆成捆，

好把牠們燒了，麥子卻要收到我的倉裏。』收割的時候就是這世代的終結，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在這世代

的終結，主要差遣使者，先薅集一切的稗子，就是一切行不法的人，將他們捆成捆，用火湖的火焚燒。然

後麥子，義人，要一齊收到王的倉裏，就是他們父的國裏。（摘錄自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三十六、三十七篇） 

 

神豐富全備的屬性----------------------------------------------

---------憐憫（上） 

 

    羅馬九章 16 節說。「這樣看來，這不於在那定意的，也不在於那奔跑的，只在於那施憐憫的神。」憐

憫是神的屬性中搆得最遠的。憐憫比恩典搆的更遠。神的愛沒有祂的恩典搆的遠，祂的恩典又沒有祂的憐

憫搆得遠。我的光景若很好，地位也與你相配，你送我禮物，那是恩典。但我的光景若很可憐，地位也與

你懸殊，你送我東西，那是憐憫。我若是你親愛的朋友，到你這裡來，你送我禮物，那是恩典。然而，我

若是可憐、不潔的乞丐，無法為自己作什麼，而你送我禮物，那是憐憫。這說明神的憐憫比祂的恩典搆得

更遠的事實。恩典只會延及相稱的情況。但憐憫搆得更遠，達到可憐且不配得恩典的情況。按我們天然的

光景，我們離神太遠，完全不配得祂的恩典，我們只適合接受祂的憐憫。 

    神的憐憫不在於人美好的光景。神的憐憫反而顯於人可憐的光景。牠比恩典夠的更遠。臨到我們的是

神的憐憫。我們沒有一人在符合祂恩典的光景裏。我們這樣貧窮又可憐，需要神的憐憫延及我們墮落的光

景。神的憐憫把我們帶到祂的恩典裏。我們何等需要領悟這點，並為著神的憐憫敬拜祂！即使現在，我們



得救並有分於神生命的豐富之後，在有些方面，我們的光景仍需要神的憐憫臨到我們。因這緣故，希伯來

四章 16 節說，我們首先需要受憐憫，然後纔能得恩典，作應時的幫助。哦，我們何等需要神的憐憫！我們

該寶貴祂的憐憫，像我們珍賞祂的恩典一樣。使我們彀資格有與分於神恩典的，總是祂的憐憫。 

（摘錄自新約總論第一冊/神/第十篇/神-祂的屬性三） 

         2017 亞州大專特會蒙恩見證〜建造基督的身體 

 

    在訓練中我最摸著的是神帶領以西結並要他對骸骨申言，骸骨就成了一支極大的軍隊。這樣的 

異象也同樣在我們身處的環境中，我們所在的校園就像遍滿骸骨的平原，那些骸骨相當於我們身邊還

未得救的同學。能讓這些骸骨活過來的，只有主耶和華，我們要看見異象成為今日的以西結，申言為

主說話，將主說到人的裡面，如此神才有辦法讓骸骨接受氣息，並且成為軍隊，也就是建造召會，建

造神的家。 

    訓練地點是在馬來西亞的古晉會所，相調地點是吉隆坡和麻六甲。麻六甲是與神聖的歷史有很大

關係的地方，因為 1823 年馬禮遜弟兄曾在麻六甲完成中文聖經的印刷工作，他是第一個翻譯全本中

文聖經的人。13 歲就能背誦詩篇第 119 篇，常閱讀一些殉道者的著作，關注海外福音工作，所以年幼

時就把自己奉獻給主。他對數量龐大的中國人非常有負擔，願意到福音最難傳的地方。他遇到的難處

有許多，像是中國禁止英國人居住和傳教，連澳門的天主教傳教士也敵對他。還有語言的難處，當時

中國禁止外國人學中文，馬禮遜沒有放棄，私下翻譯中文聖經和編輯第一部漢英辭典〈華英字典〉跨

越了東西方語言的障礙，甚至跟中國人一樣拿筷子吃中國菜，穿著跟中國人一樣，融入當地的生活方

式。這位弟兄是我們的榜樣，為主的緣故願意放下自己的文化，儘管遭遇很多逼迫，至終靠著主將福

音的種子帶到了中國。 

    在訓練中，有來自不同國家的聖徒來在一起，大家的母語都不是英文，也都操練用英文申言、分

享，與外國聖徒同桌吃飯交通，他們對主的經歷使我受激勵，也使我們相調在一裡。讓我明白學習英 

  文等外語是為著主的需要，為著建造基督的身體。（林怡芬姊妹） 

 

 

信息分享-------------------------------------------------------
-------------喫主的晚餐 

  林前十一章二十四至二十五節說，『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要如此

行，為的是記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

此行，為的是記念我。』在『為的是記念我』這句話裡，『為的是』按原文可譯為『以至於』。因此，這句

話可譯為『以至於記念我』。這辭不僅含示目的，也含示結果。有分於主的晚餐，必定產生一個結果，就

是繼續不斷的記念主，使祂得著滿足。 

    喫主的晚餐，為的是記念主，意思是我們喫晚餐，目的為著記念祂。但喫主的晚餐，以至於記念主，

意思是我們喫晚餐，結果使我們記念主。我們也許帶著記念主的目的來有分於主的晚餐，但我們喫晚餐的

結果也許沒有記念主；結果沒有正確的記念主，反而使我們被定罪。假如哥林多的信徒聚在一起要記念主，

但結果卻全然不是這樣。他們的喫喝就不是以至於記念主，反而是以至於自己被定罪。很可能我們喫主的

晚餐，結果也是定罪，而不是對主的記念。 

    在這兩節裡，『以至於』一辭所包含的思想很深奧。這裡使用這辭，其意義不僅是目的，也是結果。

你喫主的晚餐，結果會是甚麼？是記念主，還是因著錯誤而被定罪？這是保羅對哥林多人嚴肅的話。喫主

的晚餐是要滿足主。但哥林多人沒有聚在一起滿足主，卻尋求滿足自己。有些人甚至酒醉，這事實證明他

們顧到自己的滿足。帶著為自己得滿足的存心來赴主的晚餐，就違反祂晚餐的原則。我們不應當帶著這樣

的存心來赴主的晚餐。反之，我們應當帶著滿足主的存心而來。 



    僅僅給主某種膚淺的記念，並不能使祂滿足。我們的喫晚餐若有一個結果，使祂得著記念，祂就會得

著滿足。單單記念主乃是膚淺的。但有分於主的晚餐，結果使我們有對祂的記念，這是很深的。記念主是

暫時的，只在我們喫祂的晚餐時纔持續。我們喫主的晚餐時，就記念祂。但若說喫主晚餐的結果是記念主，

就含示這記念是隨之而來的，也含示我們喫過之後，這記念仍要繼續。因此，這記念是我們喫的延續。我

們喫的結果是記念，而這記念乃是喫的延續。（摘錄自/哥林多前書生命讀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