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10/23(週一)~10/27(週六)，內容為『召會的恢復』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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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福音月曆，每份定價 160 元，11/30 前訂購，優惠價 120 元。信徒日誌優惠價 65 元。 

請向吳呂琪峰姊妹登記購買。（0980-124-286） 

五、新春華語特會將於 2018 年 2/16〜2/18 在臺灣舉行，已開放報名；所有與會聖徒皆需報名，報名截止

日 11/23。報名請洽各區服事弟兄報名請洽各區服事弟兄報名請洽各區服事弟兄報名請洽各區服事弟兄。特會前與特會後皆有接待，請弟兄姊妹聖別時間一同接待。 

六、二○一七年冬季結晶讀經訓練，訂於 12 月 25 至 12 月 30 日，於美國加州安那翰舉行。訓練費用： 

    每人新臺幣 6,250 元。報名截止日期：2017 年 10 月 25 日。報名請洽邱淑眞姊妹。（0919-91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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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共有宜蘭、育才，壯
圍三所小學，十三個班級，加入生命教育課程。請為生命教育課程的進行及服事志工代禱，願生命的
種子遍撒在校園之中，得着兒童、老師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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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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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區: 谷

蕾。九月/延平區：張哲維、王瀚翔；進士區：蕭美雪；員山召會：林沛緹、林予新等弟兄姊妹，並穩
定在召會生活中代禱。 

四.為楊鴻章先生（蘇楊麗珠姊妹父親）因肺炎住進加護病房代禱，在病痛中經歷主的大能和恩典。 

 

人數統計 (10/9~10/15) 

日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讀經含 

註解 

太二十一 

1-11 

太二十一 

12-17 

太二十一 

18-22 

太二十一 

23-27 

太二十一 

28-32 

太二十一 

33-46 

生命讀經                          第五十六~五十七篇 

         項目 

 地方 主日 

集中 

主

日 

申

言 

禱

告

聚

會 

小排

聚會 

家

聚

會 

受

浸

人

數 

晨興 兒童 青少年 

召會

生活 
個

人 

團

體 

主

日 

小

排 

主

日 

小

排 

頭城鎮召會 13 11 4 5 -- -- 3 9 -- -- -- -- 13 

礁溪鄉召會 30 14 16 25 13 -- 31 -- 2 -- -- -- 45 

壯圍鄉召會 9 6 5 6 -- -- 5 5 2 7 -- -- 19 

員山鄉召會 44 17 6 25 8 -- 8 15 5 8 -- -- 66 

蘇澳鎮召會 18 8 9 7 12 -- -- 8 1 -- --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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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56 -- 1 43 23 -- 9 8 -- -- -- -- 77 

延平區 34 -- 4 19 8 -- 2 -- 12 11 -- -- 40 

進士區 69 9 7 32 22 -- -- -- -- -- -- -- 72 

青少年區 30 -- 9 40 6 -- 2 6 -- -- 40 30 43 

合  計 313 66 70 217 100 0 69 63 22 26 40 30 419 



           恩賜的盡功⽤，與基督⾝體的⻑⼤並建造   2017/10/22 第九十九期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以弗所書四章七到十以弗所書四章七到十以弗所書四章七到十以弗所書四章七到十節節節節    

恩典賜給人，是照着基督恩賜的度量 

    七節說，『但恩典賜給我們各人，是照着基督恩

賜的度量。』一至六節給我們看見在召會中的一：一

個身體，一位靈，一個盼望，一主，一信，一浸，一

位神與父。但從七節起我們看見召中的恩賜不是一

種或一樣，乃是多種多樣。正如我們的身體各個肢體

大小不同，我們在基督身體裏所得恩賜的度量，也各

有不同。 

兩類的恩賜 

    恩典是神進到我們裏面作了我們的生命，也就

是神自己給我們得着。恩典的恩賜是神的生命在我

們裏面所顯出之屬靈的本能。聖經中所說的恩賜分

為兩類，一類是神奇的，就是不平常的恩賜；另一類

聖經不稱之為平常的恩賜，乃稱之為恩典的恩賜。恩

典的恩賜乃是以弗所書和羅馬書十二章所題到的，

這恩賜和生命發生絕對的關係；這恩賜乃是神的生

命在我們裏面所顯出的本能。 

恩賜的度量各有不同 

    以弗所四章七節說，恩典賜給我們各人，是照着

基督恩賜的度量?這裏所說的恩典，乃是指我們得救

以後，恩典還一直供應我們更多的生命。當你得救

時，你和眾聖徒同有一位主，經過了一信和一浸。你

和眾聖徒也同有一位神。但在你身上有一樣東西和

別人有分別，就是基督恩賜的度量。生命的供應所以

不同，是因為我們的度量不同。得着恩典是恩典在

先，恩賜在後；供應恩典是恩賜在先，恩典在後。神

給保羅的生命和給我們的生命並沒有分別，但這生

命進到保羅裏面，就使他成為大的肢體。我們得救以

後，神的生命在我們裏面顯出一種屬靈的本能；這屬

靈的本能就是我們作為肢體的本能，因此恩賜的度

量也就是肢體的度量。七節所說恩典的賜給是照着

恩賜的度量，不是重在生命的得着，乃是重在生命的

供應。恩賜的度量長了，生命的供應也長。恩賜乃是

神的生命在我們裏面所顯出的本能，這本能有一個

尺寸，就是這本能的度量，也就是恩賜的度量。恩典

是照着這尺寸，這度量賜給我們的。 

基督升上高處，勝過仇敵，將恩賜賜給人 

    七節是說恩賜的度量，八節是說基督升上高處，

將恩賜賜給人。然而，恩賜既是我們裏面的生命所顯

出的本能，為甚麼說恩賜是基督賜給的?並且為甚麼

題到恩賜，要題到基督的升天以及勝過仇敵?我們需

要看，基督的生命進到我們裏面是有過程的。這生命

必須經過過程，就是神成了肉體，經過死，復活，升

上高處，纔能進到我們裏面。不僅如此，每經過一個

過程，這生命就加上一種成分。當神成為肉體穿上人

性時，神聖的生命就加上了人性的成分。現今進到你

我裏面的生命，是包括了多種成分的生命：第一，永

遠的成分，第二，人性的成分，第三，死的成分，第

四，復活的成分，第五，升天的成分。這生命乃是帶

着這些成分進到我們裏面。 

    然而，我們原是肉體，神的生命不能進到人的肉

體裏顯出功用。因此，基督成為肉體，在十字架上把

肉體解決了。不僅如此，人的肉體裏還有死亡，使這

生命在人裏面不能顯出功用；所以基督必須從死裏

復活。一面，恩賜是神的生命在我們裏面顯出的本

能，另一面，恩賜乃是基督賜給我們的。祂經過了死

而復活升上高處時，纔完全進到榮耀裏，神的豐滿完

全彰顯出來。 

基督曾降到地的低下之處，然後升上，為要充滿萬有 

    九至十節說，『（若非祂也曾降到地的低下之處，

「祂升上」是甚麼意思?那降下的，也是那升上，遠

超過諸天之上，為要充滿萬有的。）』這話的意思是，

祂曾死過，然後升到高天。祂曾降到低下之處，意思

就是祂曾死過；而升天到天上包括了祂的復活以及

祂勝過撒但。不僅如此，祂升上是為要充滿萬有。在

消極方面，人身上所有的難處都解決了；在積極方

面，祂能進到所有屬神的人裏面，毫無攔阻的把神的

豐滿分給人，在人裏面顯出恩賜。 

(摘錄自/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生活與職責/第三篇) 



經文選讀-------------------------------------------------------
--------瞎眼需要得醫治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馬太馬太馬太馬太福音二十福音二十福音二十福音二十章章章章 29292929〜〜〜〜34343434 節節節節    

 

    二十章二十九至三十四節有二瞎得醫的記載。這件事緊接著雅各和約翰母親的記載，指明雅各和約翰是

瞎眼的。他們也許以為他們在跟從基督，事實上，他們卻在路旁，因為他們還沒有看見路。他們對主的釘死

與復活沒有正確的領會，反而仍在尋求地位。因著他們是瞎眼的，他們就需要得醫治。 

    根據舊約，瞎眼得醫治與千年國有關。在新約裏原則也是一樣。行傳二十六章十八節說，『叫他們的眼

睛得開，從黑暗轉入光中，從撒但權下轉向神。』這指明瞎眼得醫治是為著國度。沒有一個瞎眼的人是在通

往國度的路上。表面看來，雅各和約翰在路上；事實上，他們是瞎眼的，並且在路旁。他們的眼睛還沒有得

開啟，看見十字架的路。 

    在二十章十七至三十四節，我們看見三件事：十字架與復活的揭示十字架與復活的揭示十字架與復活的揭示十字架與復活的揭示；；；；門徒因著對地位的野心而有的可憐門徒因著對地位的野心而有的可憐門徒因著對地位的野心而有的可憐門徒因著對地位的野心而有的可憐

反應反應反應反應；；；；以及二瞎得醫以及二瞎得醫以及二瞎得醫以及二瞎得醫。凡有野心的人都是瞎眼的。只要我們有野心，我們就在路旁，需要醫治。 

    兩個瞎子一復明，就在路上跟從主。這指明我們看見十字架與復活，就在跟從主的路上。兩個得醫治的

瞎子開始跟從主耶穌時，他們就在路上，不再在路旁。從這兩個瞎子得醫治的時候，雅各和約翰就開始跟從

主。主曾問他們，祂將要喝的杯，他們能喝麼，他們說能。喝十架苦杯，意思就是成為殉道者。雅各是十二

個門徒中第一個殉道的，約翰是最後一個。 

    十字架與復活對我們含意豐富，但對地位的野心必須除去。我們若有野心，就仍是瞎眼的，並且在路旁；

我們就不在跟從基督的路上。我們在這裏是要跟從祂上十字架。我們不談論寶座，卻寧願喝十架苦杯，豫備

好要殉道。（摘錄自/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五十五篇） 

 
 

神豐富全備的屬性------------------------------------喜樂、盼望、
鼓勵（安慰） 

 

喜樂 

    羅馬十五章十三節說：「那賜盼望的神，⋯將一切喜樂平安充滿你們，」指明喜樂是神的一個屬性。神是

喜樂的神，在我們的經歷中，我們若享受神作恩典，就會有平安；我們若有平安，就會有喜樂。 

盼望 

    羅馬十五章十三節兩次說到盼望，這也是神的一個屬性。「那賜盼望的神，因信將一切喜樂平安充滿你

們，使你們靠聖靈的能力，充盈滿溢的有盼望。」神是賜盼望的神。祂將喜樂平安充滿我們，我們就充盈滿

溢的有盼望。沒有喜樂平安的人，無法有盼望。我們若享受神作恩典，因而有平安喜樂，就會滿了盼望。 

鼓勵（安慰） 

    在羅馬十五章五節，神稱為賜鼓勵的神，林後一章三節說，「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就是那憐恤人

的父，和賜諸般安慰的神，是當受頌讚的。」這節的安慰，含鼓舞意，亦可繙作鼓勵。鼓勵也是神的一個屬

性。鼓勵與盼望有關。若有盼望，就有鼓勵， 

    保羅經歷神是那賜諸般鼓勵的神。在林後一章 4 節，他見證那賜鼓勵的神，「在我們一切的患難中安慰

我們，叫我們能用自己從神所受的安慰，安慰那些在各樣患難中的人。」首先我們需要經歷神的鼓勵，然後



纔能用所經歷於神的這鼓勵，去鼓勵別人。因此，我們受鼓勵，使我們能鼓勵別人。這需要經歷。 

（摘錄自新約總論第一冊/神/第十、十一篇/神－祂的屬性） 

壯圍兒童排蒙恩見證-----------------------------------------讓小
孩子到主這裏來 
 

    今年五月，壯圍鄉弟兄姊妹參加召會舉辦的阿里山相調，被接待在朴子召會。朴子召會的張弟兄交通到，

三十年前，朴子召會人數不多，因着開始成立兒童排，而帶進人數繁增，與壯圍鄉召會目前的現況相似。於

是闕弟兄夫婦心中對成立兒童排有了負擔。回到壯圍後，就開始積極交通。壯圍鄉召會本身就有六個兒童，

所以成立兒童排，可說是當務之急。但是配搭的人位，還有開家的地點，都還沒有確定。於是闕弟兄夫婦在

與康弟兄夫婦交通之後，決定在每週六下午，在壯圍鄉召會的會所舉行兒童排。 

    這些孩子，從一開始的退縮到逐漸敞開，甚至連阿嬤和爸爸媽媽，每週都風雨無阻陪伴孩子前來聚會，

在聚會的時候，康姊妹都會以活潑的方式，帶著孩子操練詩歌以及背經節。看起來好像在玩，沒想到孩子卻

把經節都背下來了。幾次之後，只要一講出出處，孩子就能立刻背出來。甚至每一首詩歌都能夠琅琅上口。

連六十七歲不識字的阿嬤，都能陪著孫子一起唱詩讀經。康姊妹還會利用字卡，教孩子認字。來到聚會之後，

原本不能融入團體，對自己沒自信的孩子，也能在聚會中，單獨操練說話唱詩，讓阿嬤非常的驚訝。甚至連

阿嬤自己都能背出經節。 

    其中邱弟兄夫婦的工作地點在花蓮，因着兒童排的成立，每週都盡量排假回到宜蘭，陪伴孩子參加。自

從參加兒童排之後，他們夫婦開始尋找合適的教材，也會配搭說故事，教導孩子經節。邱姊妹說起故事生動

有趣，甚至自己在聚會前先將故事內容畫成繪本。除了孩子有進步，父母也開始學着操練，在兒童排時候帶

領孩子，並且花時間事先豫備課程。父母都表示，看到孩子這麼開心，而且投入聚會中，自己也不能隨便。

所以在家也會先練習。在聚會的時候，對詩歌和經節有一定的熟悉度，並且能夠和孩子互動。看到爸爸媽媽

帶著孩子一家人前來兒童排，在小排中盡功用，覺得召會真是有願景。 

    召會未來十年的負擔是兒童，聖靈的工作是不分你我，人人都可以有分。就如頭城召會陳姊妹所說，自

己雖然還沒有孫子，但也有分於這樣的服事。原本只是單純來看望，卻看到兒童如此單純可愛，自己也被感

動，於是週週都來到壯圍鄉召會，配搭兒童服事。她說現在的服事就是實習，以後當阿嬤就可以用在自己孫

子身上。壯圍鄉召會的陳姊妹也分享，自己從小就很渴慕主，也是在召會中長大的孩子，所以更希望自己的

孩子，能夠生活在召會中，她的兩個女兒，自從參加兒童排之後，個性都有明顯的改變，尤其是妹妹，原本

害羞怕生的個性，也因為兒童排的操練而變得落落大方。有一次外地聖徒來訪，弟兄請兒童們起來展覽。她

們姐妹二話不說就站起來唱詩背經，非常有自信。媽媽覺得，孩子來到召會中，開始明顯與外邦人有別。回

家也會操練詩歌，甚至睡前還會督促媽媽禱告，孩子變成父母最好的屬靈同伴。 

    在聚會當中，邱弟兄夫婦帶領孩子們禱告，原本蹦蹦跳跳的孩子都閉起眼睛，非常專心的跟著一起禱告。

孩子們敬虔的模樣，讓人非常的感動，因為他們平均年齡只有三到五歲。有些孩子連字都不認識，卻能夠專

心跟著禱告，而且對經文非常熟悉。原來除了在聚會中有操練，兒童排的群組每天都有進度，大人有大人的

追求，小孩也有自己要完成功課。父母帶領著孩子每天一同操練，將這樣的成果，錄音傳上群組，讓群組中

的弟兄姐妹可以用貼圖鼓勵他們。孩子受到鼓勵之後就更加用心的學習。從六月成立到現在，短短三個月的

時間，孩子愛上了聚會，每週都很期待來到兒童排。週間服事者也會到家中去探望，讓未得救的家人感受弟

兄姊妹的愛與關懷。 

    康弟兄夫婦說，兒童排最吸引人的不是活動，而是靈的運行，以及聖徒們的同心合意帶進神的愛；邱弟

兄說自從孩子來到兒童排，在性格的操練上，有明顯的進步，平常父母不在家中，他們由爺爺奶奶照顧，哥

哥會盡照顧妹妹的責任，妹妹也會禮讓哥哥。兄妹之間變得友愛，也乖巧懂事多了。康弟兄說，這就是神的

話已經構成在他們心裏，等到他們長大遇到環境，神的話就會教導孩子越過難處。康姊妹也說，之後會教導

他們讀聖經，練習看綱要。這樣的操練能幫助他們有邏輯，有思考的能力，對他們將來的學習非常有益處。 

    闕弟兄夫婦表示，兒童是最大的福音，現在兒童排當中，有的孩子的爸爸未得救，孩子對爸爸的得救有

負擔，在聚會中會為自己的爸爸還有親人禱告。等他們再大一點，也要開始為自己找同伴，讓自己的同學和



鄰居能一起加入兒童排。康弟兄夫婦表示，那裡有兒童，他們就往那裏去，學齡前的孩子就像一張白紙，我

們給予他們什麼樣的屬靈餵養，他們就能長成什麼樣子。將來成為主可用的器皿。召會的未來都在這群孩子

身上，願主紀念壯圍鄉召會，經由兒童排漸漸繁殖擴增，為主預備合適的下一代。 

（蘭訊編輯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