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9/25(週一)~9/30(週六)，內容為『以西結書結晶讀經晨興聖言（四）』第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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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榮基金會訂於 11/4（六）上午 8:30~12:00，在信基大樓 B2 禮堂，舉辦『生命教育論壇及成果展』，

宜蘭志工團今年有參加展出，歡迎聖徒前往扶持。 

六、新春華語特會將於 2018 年 2/16〜2/18 在臺灣舉行，已開放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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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基督身體的豐富。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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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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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9/17)  

日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讀經含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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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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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太十七 

9-13 

太十七 

14-21 

太十七 

22-23 

太十七 

24-27 

參讀生命讀經                        第四十九~五十篇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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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2 11 -- 5 -- -- 4 7 -- -- -- -- 14 

礁溪鄉召會 33 11 26 26 11 -- 28 -- 2 -- -- -- 37 

壯圍鄉召會 18 8 5 -- 6 -- -- 5 7 -- -- -- 29 

員山鄉召會 44 -- 11 15 6 -- 5 20 2 5 -- -- 56 

蘇澳鎮召會 17 7 6 9 13 -- 9 12 -- -- --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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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60 3 6 30 14 -- 7 8 -- -- -- -- 73 

延平區 33 -- 11 15 -- -- -- -- -- 12 -- -- 33 

進士區 61 10 5 22 20 -- -- -- -- -- -- -- 70 

青少年區 15 1 3 29 7 -- -- -- -- -- 15 29 34 

合  計 303 52 82 166 85 0 62 64 11 17 15 29 382 



                       使徒向神的讚美（⼀）       2017/9/24 第九十五期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以弗所三章以弗所三章以弗所三章以弗所三章 20202020〜〜〜〜21212121 節節節節    

讚美的話說出使徒的願望和信心 

    使徒求父，使聖徒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使基

督藉着信，安家在他們心裏，叫他們在愛裏生根立

基，使他們滿有力量，能和眾聖徒一同領畧何為那

闊、長、高、深，並認識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使他

們被充滿，成為神一切的豐滿。從二十節起，使徒就

有一個讚美，這個讚美也是他的願望；在這願望的讚

美裏，使徒對他在父面前屈膝的禱告滿有信心。使徒

禱告以後，就接着有讚美的話；這向神讚美的話，一

面給人看見他的願望，一面給人看見他的信心。在這

讚美裏，我們看見使徒的願望是何等的高，也看見他

的信心是何等堅定，何等堅強。這讚美雖短，但所包

括的相當多。 

    『然而神能照着運行在我們裏面的大能，極其

充盈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願在召會

中，並在基督耶穌裏，榮耀歸與祂，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遠遠。阿們。』使徒在這裏用了『然而』這轉折

語開頭，這意思是，他求父使聖徒得加強到裏面的人

裏，最終使他們被充滿，成為神一切的豐滿，這禱告

雖是為着他們，然而他是願意在召會中，並在基督耶

穌裏，榮耀歸與神。雖然他所求的，是要使聖徒得以

加強到裏面的人裏，使聖徒得着基督安家在他們心

裏，使聖徒領畧基督的無限量，並認識基督那超越知

識的愛，使聖徒被充滿，成為神一切的豐滿。但他的

願望卻是榮耀歸與神。 

使徒願榮耀歸與神 

    使徒說，『願…榮耀歸與祂。』榮耀是指神彰顯

出來了；神一彰顯出來，就是榮耀。願榮耀歸與祂，

乃是指榮耀歸與上文所說的父或神。為此，我們需要

回到使徒禱告的開頭：他求父照着祂榮耀的豐富，藉

着祂的靈，用大能使聖徒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使

基督安家在他們心裏，叫他們在愛裏生根立基，使他

們滿有力量，能和眾聖徒一同領畧何為那闊、長、高、

深，並認識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使他們被充滿，成

為神一切的豐滿。這樣禱告之後他說，然而願榮耀歸

與『祂』。我們讀經，不能猜想，每句都要準確領會；

讀經第一，要從經文的本文讀；第二，要從前後文讀；

第三，要從全卷書讀；第四，要從全本聖經讀，然後

纔能很穩妥的斷定它的意思。一節經文甚至需要全

本聖經來解釋和證明，纔能準確領會它的意思。對

『願…榮耀歸與祂』這句話，使徒的禱告是求父在聖

徒身上作工，作工的結果，再把榮耀歸與祂。 

    在這裏我們要看見，榮耀是神的，祂照着祂榮耀

的豐富，使我們被充滿，最終成為神一切的豐滿，而

與神聯合為一；這樣纔有可能將神的榮耀歸回給祂。

以撒的僕人從以撒家裏帶來許多禮物，這些東西戴

在利百加身上，利百加嫁給以撒以後，那些禮物還是

歸給以撒。以撒在利百加的眼中有榮耀，是藉着僕人

所帶來的禮物，那些禮物就是以撒的榮耀，那些榮耀

顯在利百加跟前；她看見那些東西，就是看見以撒。

但戴在利百加身上的那些東西是屬於她自己的麼？

我們若問利百加這些東西是否屬於她的？她會說，

不僅這些東西是屬於以撒的，連她自己也是屬以撒

的。我們就是這班與神聯合的人；我們與神一聯合，

不僅我們得了神一切的豐滿，並且這一切的豐滿也

是歸與神的。這就是這節經文最基本的觀念。 

    假設神實在聽了保羅的禱告，真叫一位弟兄得

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使基督安家在他心裏，管理、

供應他，他也活在基督的愛裏，並且認識基督那超越

知識的愛，他就必定被神充滿。這時，他周圍所有的

弟兄姊妹感覺到的是神的榮耀；他們會覺得神從他

彰顯出來。他們不是稱讚他，乃是稱讚那位在他裏面

充滿他，並從他活出來的神。不僅別人這樣稱讚，連

他自己也會這樣讚美說，『神阿，我低頭敬拜你，是

你安家在我心裏，從我身上彰顯出你自己來。』這就

叫作榮耀歸與神。將榮耀歸與神的讚美很簡單，然而

裏面所含的真義，乃是神調在我們裏面並與我們同

在。因此，『榮耀歸與神』所包含的意義，就是我們

與主調和，與主成為一；當主在我們身上彰顯出來，

人就在我們身上看見主的自己。 

 (摘錄自/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福分與地位/第三十一篇) 



經文選讀-------------------------------------------------------

--------------召會的建造          馬太福音 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

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她。 

馬太福音 16:19  我要把諸天之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捆綁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捆綁的； 

                   凡你在地上釋放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釋放的。 

藉著基督藉著基督藉著基督藉著基督 

    主建造祂的召會，開始於五旬節那天。然而，主在這裏的豫言，甚至到了二十世紀，還沒有完全應驗。

真正召會的建造是在主的恢復裏纔得以完成。召會，希臘文，ekklesia，艾克利西亞，意即召出來，用以指召

出來的會眾。『我的召會』指明召會是屬於主的，不屬於任何人事物；召會不像宗派那樣，以某人或照某事

來命名。 

在磐石上在磐石上在磐石上在磐石上 

    主告訴彼得說，祂要把祂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這磐石不僅指基督，也指彼得從父所領受關於基督的

啟示。召會乃是建造在基督和這關於基督的啟示上。建造在關於基督之啟示上的召會，纔是真正的召會，召

會必須建造在『這磐石』上，也就是建造在基督的啟示上。 

用石頭用石頭用石頭用石頭 

    『彼得』希臘字也可譯作『石頭』，是神建造的材料。所有的信徒都需要像彼得一樣，被變化成為石頭，

以建造召會。陰間的門乃是指撒但黑暗的權勢或能力。基督啟示祂自己，並以這啟示為磐石，又以彼得這樣

經過變化的人為石頭，建造真正的召會，這樣的召會是陰間的門不能勝過的。主這話也指明，撒但黑暗的權

勢要攻擊召會；因此，召會（神的國）和撒但的權勢（撒但的國），二者之間進行著屬靈的爭戰。 

召會就是諸天之國召會就是諸天之國召會就是諸天之國召會就是諸天之國 

    真正的召會就是今世的諸天之國。主對彼得說，『我要把諸天之國的鑰匙給你。』根據歷史，這裏的鑰

匙共有兩把：在五旬節那天，彼得用了一把，為猶太信徒開了進諸天之國的門；在哥尼流家裏，他用了另一

把，為外邦信徒開了進諸天之國的門。 

捆綁和釋放的權柄捆綁和釋放的權柄捆綁和釋放的權柄捆綁和釋放的權柄 

    捆綁和釋放的權柄，不僅在這裏給了召會的使徒彼得，並且給了召會本身。凡召會的人在地上捆綁或釋

放的，都該是在諸天之上已經捆綁或已經釋放的。（摘錄自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四十七篇） 

 

神豐富全備的屬性----------------------------------------------
----------恩典（上） 

以弗所二章 7 節說，「好在要來的諸世代中，顯示祂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恩慈中恩典超越的豐富。」

在林前十五章 10 節保羅見證：「然而因著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這個人，並且神的恩臨到我，不是徒然的；

反而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但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神的恩是極其重大的事。我們要找出新約

裏神的恩真實、正確的意義，這是很重要的。我們若要領會新約裏所啟示神的恩是甚麼，需要清楚看見全本

新約。 

我年輕時受教導，恩典的意思是我們不作甚麼，讓神為我們作一切。按這教導，我們所作的任何事都是

工作，不是恩典；而神為我們所作的，都是恩典。然而，按新約看，恩典實際上是神之於我們的所是，作我

們的享受（約一 16-17，林後十二 9）。恩典實際上是神在基督裏分賜到我們這人裏面，在我們的經歷中作我

們的享受。恩典主要不是神為我們作的工作；恩典乃是三ㄧ神自己分賜到我們這人裏面，給我們經歷，作我

們的享受。簡單地說，恩典就是三一神給我們經歷並享受。新約啟示，恩典一點不差就是神在基督裏分賜我

們這人裏面，作我們的享受。 

約翰一章 17 節說，恩典是藉著耶穌基督來的。這指明恩典多少像一個人位。恩典的人位化就是神自己。

保羅領悟這點，他說，「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林前十五 10），對保羅而言，恩典是活的人位。



在保羅身上，這人位成了他藉以勞苦的恩典。因此，恩典就是神自己；是神之於我們的所是作我們的享受。

神給我們享受時，那就是恩典。恩典就是這位神在他的兒子耶穌基督裏，成為我們的分，使我們享受祂的一

切所是。（摘錄自新約總論第一冊/神/第十篇/神-祂的屬性三） 

東馬壯年成全班蒙恩見證----------------------------為己無所求，
為主求⼀切 
   

『『『『還有還有還有還有，，，，我我我我們曉得萬有都互相效力們曉得萬有都互相效力們曉得萬有都互相效力們曉得萬有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羅馬書八羅馬書八羅馬書八羅馬書八 28)28)28)28)    

    這次何等有福於 2017 年 9 月 5 日至 15 日偕同六位宜蘭市召會的弟兄姊妹，到東馬參加壯年班成全訓練

及由李光弘弟兄講說『美里壯年班訓練專題－認識主恢復主中近代史的關鍵人物』專題，對我與我的姊妹一

同受浸僅百餘日的小羊，是何等有福能蒙主恩澆灌，能看見主為著祂的恢復，祂的手臨到了中國，興起了讓

我們眾聖徒可以看見，一條完全依照聖經啟示通往新耶路冷的新路的兩位近代關鍵人物〜倪柝聲弟兄及李常

受弟兄，以及得著、造就兩位弟兄並在主恢復道路上作為同工的四位極其愛主的姊妹〜余慈度姊妹、和受恩

教士、李淵如姊妹及汪佩真姊妹。因著他們的愛主，才能讓我們不必費盡千辛萬苦，解開二千多年來聖經奧

秘，輕鬆領略主的闊長高深。倪弟兄在和受恩教士的聖經上最得著的一句註解：『為己無所求，為主求一切』 

更是我們愛主到極點的榜樣，深深刻刻地震撼我。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溢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溢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溢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溢，，，，並並並並且按著那靈所賜的發表且按著那靈所賜的發表且按著那靈所賜的發表且按著那靈所賜的發表，，，，用別種不同的語言說起話來用別種不同的語言說起話來用別種不同的語言說起話來用別種不同的語言說起話來。』。』。』。』((((使徒行傳二使徒行傳二使徒行傳二使徒行傳二 4)4)4)4)    

    馬魯帝在主的呼召，在眾多使徒前仆後繼開展八年之久，終於在 2017 年九月十日設置主的金燈臺，有

著講述不盡的感人故事，是兩週訓練期間主恩滿溢的見證。光弘弟兄率東馬眾召會壯年班、及數百位聖徒於

九月九日水陸兩路併進，前往馬魯帝見證主的大能與祝福，降臨這個多數說方言的叢林野地。馬魯帝有著號

稱世界最爛的馬路，有三十公里路程滿了寬以公尺計的坑洞，能使人彈起來撞到車頂，一位年過半百從未暈

車的弟兄也禁不起劇烈的搖晃而嘔吐；另滿載聖徒的快艇竟沒有一件救生衣，令久居文明世界的聖徒不寒而

慓，行前最擔心的天候問題，在眾聖徒不住禱告下，在正值東馬的雨季時節，豪雨都降在他處，只有微微細

雨，一路都有主的保守及平安的護持。 

    同時間宜蘭市召會的六位聖徒，因著姊妹身體狀況微恙，經交通後留駐美里珠巴會所，安排參與美里社

區小排與擘餅聚會，並與同樣留駐會所，來自詩巫的聖徒相調。在朝夕相處的三天一同外出行動中，有深入

且親密的交通，完全體會在身體裏同心合意為一的感受。每個聖徒都有深刻蒙恩的經歷，住在我們裹面這位

又真又活的神，讓我覺得聖靈的愛充滿我，老舊的珠巴會所及未曾到達的國度，不適應所帶來的環境，沒有

讓我覺得一絲不適的攬擾，反像初生的嬰兒被主攬在懷中般溫暖及喜樂。 

 

『『『『所以你們要服從神所以你們要服從神所以你們要服從神所以你們要服從神，，，，抵擋魔鬼抵擋魔鬼抵擋魔鬼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各書四雅各書四雅各書四雅各書四 7)7)7)7)    

    耶穌是主，我們信靠主，蒙主在創世以前揀選我們，有分於建造基督的身體。撒但也沒有放過我們，到

東馬第一天，我的母親及岳父母都重感冒送醫院急診住院，若是在未得救前的我當是撇下未完課程立馬飛奔

回國。感謝主，讓我信入祢，成為神的兒女，讓耶穌作為我的長兄，並我一下多了數不盡的弟兄姊妹，在他

們向阿爸父代禱代求後，一切都平安了，讓我可以盡享基督之豐富，只管倒空自己喫喝享受主。 

 



    兩週的時間眨眼就過，在這邊有過許多召會生活的第一次，全人被主的話泡

透浸透，字字句句光照我，眾弟兄姊妹如雲彩圍繞，一舉一動都是我的榜樣，讓

我在屬靈的操練下大有長進。雖為初信，聖經的話雖有不懂，但沒有不信的。也

不敢忘記倪弟兄教導我們的話：『聖經是我們獨一無二的標準。若是聖經純正的

道，我們絕不因人反對之故，而怕傳；若不是聖經的道，就是有了眾是，我們也

不敢贊同。』感謝讚美主的奇妙恩典！（陳亮宏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