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10/2(週一)~10/7(週六)，內容為『以西結書結晶讀經晨興聖言（四）』第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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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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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9/24)  

日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讀經含註解 
太十八 

1-6 

太十八 

7-9 

太十八 

10-14 

太十八 

15-20 

太十八 

21-27 

太十八 

28-35 

參讀生命讀經                        第四十九~五十篇 

         項目 

 地方 主日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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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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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排

聚會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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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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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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8 5 5 -- -- 5 6 -- -- -- -- 12 

礁溪鄉召會 30 12 22 31 21 -- 29 -- 2 -- -- -- 42 

壯圍鄉召會 8 3 5 -- -- -- -- 5 2 -- -- -- 20 

員山鄉召會 52 9 10 21 8 -- 14 13 8 14 -- -- 74 

蘇澳鎮召會 15 7 6 8 11 -- -- 8 -- 1 --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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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52 -- 2 35 26 -- 7 7 -- -- -- -- 72 

延平區 34 -- 9 20 7 -- -- -- 13 12 -- -- 39 

進士區 55 2 6 20 16 -- -- -- -- -- -- -- 57 

青少年區 17 8 4 30 15 -- 5 9 -- -- 17 30 31 

合  計 283 50 78 185 112 0 69 60 25 27 17 30 390 



                      使徒向神的讚美(二)          2017/10/1 第九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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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以弗所三章二至二十一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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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不僅說到『所求的』，還加上『所

想的』，『所求的』不包括一切，『所想的』可能包括

一切。很多時候，神不僅成就我們所求的，也成就我

們所想的。 

照着運行在我們裏面的大能 

這裏的『所求所想』，不是指外面的事物，乃是

指神在我們裏面所作的工；是指神使我們得以加強

的裏面的人裏的大能。這大能也就是神向着我們這

信的人所顯的能力。 

神兩面的能力 

神的能力有兩面，一面是稱無為有之創造的能

力；另一面是叫死人復活之生命的能力。以弗所書裏

所講的，乃是復活的能力，就是生命的能力。神使我

們加強到裏面的人裏，使基督藉着信安家在我們心

裏，使我們被充滿，成為神一切的豐滿，乃是復活的

能力作的。 

我們要對真理有認識，並對屬靈的事有分辨的

能力。神創造的能力是為我們創造環境，祂生命的能

力是在我們的生命中作工。我們若為環境禱告，祂是

用創造的能力管理環境，安排一切；我們若為着生命

禱告，祂乃是用復活的大能在我們裏面運行。我們必

須清楚神這兩面的能力，纔能懂得保羅在書信裏所

題到的能力是指甚麼。在三章二十節，使徒不說這能

力是復活的能力，是生命的能力，乃說這能力是『運

行』的能力。『運行』原文有用力推動的意思。在我

們裏面之復活的大能，正在我們裏面用力推動我們，

神就照着這能力為我們成就一切。這能力不是客觀

的在我們身外，乃是主觀的在我們裏面。神外面的能

力作在輭弱、幼稚的人身上，主要都是正面的，而在

剛強的人身上主要都是反面的；但也不是說一點正

面的都不作，而是作得剛剛好。外面的能力作在蒙恩

更深的人身上，反而大多是反面的；神給認識祂更深

的人不亨通的時候多。在保羅三次求主的事上，我們

看見他身上神兩面的能力，一面是在他肉體上加刺，

一面是在他裏面供應；這兩面都需要。一個活的經歷

必定有這兩面的能力，一面是外面環境的配合，另一

面是裏頭需要的供應；一是神創造的手作的，一是神

復活的手作的。 

極其充盈的 

神不僅能成就我們『所求所想的』，還『超過』，

並且是『極其充盈的』。『超過』是指垂直的一面，『充

盈』是指水平的一面；『超過』是往上去，『充盈』是

往兩旁去。 

需要藉着『求』和『想』讓神作工 

你曾否有一個屬靈的想望，而神沒有替你成

就？不僅我們所求的，連我們所想的，神都成全。我

們在神面前真有價值的想望，神必成就。所有在主面

前有真實奉獻而跟隨主的人，不僅有求，也有想；他

們天天都在想屬靈的事，想到主來，想到召會，想到

屬靈的光景，想到事奉主的前途等等。我們的想望，

神都垂聽。我們如果肯這樣求，這樣想，神必能成就，

並且是超過，極其充盈的成就一切。 

末了，使徒加上『阿們』，因為神的榮耀已經作

到召會裏，並且範圍擴大到神所創造的各家族範圍

裏，不僅在地上，也在諸天裏，『直到世世代代，永

永遠遠，』。就是直到永世。我們不要輕看保羅這願

望的讚美；這讚美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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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與否定------------------------------------------------------

---------神永遠的經綸           
聖經給我們看見，神為著成就其永遠的經綸，在時間裏祂來創造天地萬物，並且照著自己的形像和樣式

來造人，好使人能接受神作生命，來彰顯神，為神掌權。因著撒但的引誘，人犯罪墮落了，但神沒有因此而

放棄祂自己永世的計畫。神一再的呼召人，來為著祂自己的旨意。經過列祖、以色列等的失敗。末了，神親

自來成為人，就是耶穌基督。藉著祂的成為肉體，就把神帶到人裏面，成為第一個神而人者，好作為神眾子

的模型(參羅八 29)。這位基督在地上過一種生活，在祂人性美德中彰顯神聖屬性。末了，祂親自上十字架，

解決神與人，以及人與人之間一切的難處。祂在十架上毀壞撒但—那掌死權的魔鬼(來二 14)；在祂的肉體裏

定罪了罪(羅八 3)；祂作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約一 29)；祂也使信徒的舊人與祂同釘十字架(羅六 6)；祂

藉著十字架除滅了猶太人和外邦人之間的仇恨，廢掉了那使人隔斷的規條，將兩下在祂自己裏面創造成為一

個團體的宇宙新人，使人與神和好(弗二 13~16)；祂還藉著死釋放出神聖的生命，正如一粒麥子，落在地裏死

了，就結出許多的子粒(約十二 24)。因此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乃是一包羅萬有的死：祂的死了結了一切墮

落的舊造，救贖了神所創造卻墮落的人，釋放出神聖的生命，並孕育了新造中的新人。 

再者，從聖經表面的字句看，神有兩班子民。教會是屬天的，以色列是屬地的。但在神經綸的內在意義

上，至終在永世裏，這兩班人要成為一個實體，就是聖城新耶路撒冷。因為事實上神只有一個經綸，只有一

個終極的目的。以色列人因著誤用神的律法，想要建立自己的義，棄絕了耶穌基督，在神的主宰下絆跌了，

使神的救恩可以臨到外邦人(羅九 30~33，十一 11,25~30)。但是當耶穌基督再來時，以色列全家要悔改，接受

祂作救主，經過千年國的訓練，至終在永世裏，得救的以色列人也要成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這可由新耶

路撒冷的門上寫著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看見(啟二一 12)。表明以色列十二支派是聖城的入門，福音是藉著

他們而臨到外邦人，為著引導人進入三一神的豐富，享受其中的供應。這也表明新耶路撒冷的組成，包含舊

約所有蒙救贖的聖徒。由此看來，時代論學者看見聖經中不同的時代，他們卻沒有看到聖經末了兩章的啟示。

聖經最後兩章的啟示是全本聖經最重要的結論，這兩章給我們看見神永遠經綸的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 

（摘錄自/肯定與否定/聖經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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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需要強調這事實，恩典乃是神作我們的享受。神成為我們的分，給我們享受，那就是恩典。不要認

為恩典是少於神的甚麼。恩典一點不差就是三一神實際給我們享受，作我們的分。關於恩典的這個定義，詩

歌三百七十六首第一節說：「神所賜恩典，最高的定義，是神在子裏所給的自己；不重在事物，賜於古或今，

乃是神自己作我的永分。」 

恩典不是道理上的神，乃是我們經歷中的神，因為恩典就是神在基督裏帶著祂的一切所是，作我們的享

受。這包括生命、力量、安慰、安息、亮光、公義、聖別、能力和其他神聖的屬性。我們享受神並有分於祂，

那就是恩典。 

我們曾指出，在以弗所二章七節保羅指明，神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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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神恩典的豐富，就是將這些豐富向全宇宙公開展示。神恩典的豐富，超越

各樣的限制，因為這是神自己的豐富，作了我們的享受。神恩典的豐富要公開顯示出來，直到永遠。 

在以弗所二章八節保羅接著說，我們得救是靠著恩典，在以弗所書，恩典乃指分賜到我們裏面的神。因

此，靠著恩典得救，意思就是靠著在基督裏分賜到我們裏面的神得救。然而，大多數的基督徒認為恩典是事

物，不是人位。對他們而言，恩典僅僅是白給的恩賜。按這種對恩典的觀念，我們原是不配得神救恩的罪人，



但神賜給我們不配得的恩惠，藉此白白拯救我們。然而，這是對靠著恩典得救膚淺的領會。以弗所書啟示，

拯救的恩典乃是神自己在基督裡作到我們這人裏面。因此，靠著恩典得救，實際的意思就是靠著三一神分賜

到我們裏面而得救。（摘錄自新約總論第一冊/神/第十篇/神-祂的屬性三） 

身體交通--------------------------------------------------------
----德國行動代禱事項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謝謝您們這些年來在代禱、財物及聖徒配搭上對主在德國行動的扶持。我們在這裏所蒙的祝福都見證了

聖徒們代禱的果效。 

    以下是關於德國行動並各地召會及華語聖徒的代禱事項，還請您們繼續在代禱中記念： 

一、請為十月五到七日在萊比錫舉行的秋季同工長老訓練代禱。目前全球約有二千位弟兄報名，而德國本地

有一百多位報名。願主藉著祂的說話並身體的扶持，使所有與會的德國弟兄們看見神經綸的異象並被帶進主

恢復的流裏。 

二、請為十月九到十二日、十六到二十日兩梯次，在德國各地聖經發送行動代禱。十萬本聖經已陸續寄到各

地，目前聖徒們正在包裝聖經和小冊子，屆時超過三百位的海外聖徒也會一同有分這個行動。願主藉此機會

讓德國各處聖徒們一同配搭，並在各校園中得著祂今日的得勝者。 

三、請為十月十四到十五日在斯圖嘎的相調特會代禱。目前已經超過一千一百位的聖徒報名。願主祝福並膏

抹所有的豫備，並藉著祂在特會的說話把德國眾聖徒更深的帶進祂的心意並基督身體的流裏。 

四、請為德國聖徒報名 2018 在台灣的國際華語特會代禱。目前各處弟兄們正鼓勵當地聖徒預訂去台灣的機

票。願主使用這個機會擴大德國眾聖徒享受基督身體交通的度量。 

五、請為在德國找工作並豫備搬遷的聖徒們代禱，願主帶領他們找到適合於為神經綸效力的工作，並使他們

成為當地召會的祝福。 

六、請為要來移民到德國的聖徒們的簽證與搬遷代禱。 

    詩篇四十五篇的標題，『可拉子孫的訓誨詩，又是愛的歌，交與歌詠長，調用百合花。』認真說，即便

大概二、三十年前，若有人聽說台灣有些基督徒要去德國開展，恐怕這些人都會覺得說，「這是甚麼笑話？」

因為，二十世紀，整個全球化的方向，一向是從歐美到所謂的東方來，一向是從政治、經濟、文化較高的地

方開展到較低的地方。但是今天很顯然，我們並不是一個盲目的、一種衝動的要去德國開展。而是主在這裡

把一切都預備好了。其實我們是有一點被祂推著去的。認真說，我們還不是很有眼光事先看見了，但是我知

道有一批是在訓練中心，當時聽見了歐洲開展的負擔，答應主的呼召到那裏去讀書，他們去的時候發現，他

們是很孤單的，是人數很少的，在德國、在歐洲的一個一個的角落。他們裏面當時一定有一種感覺，為什麼

這麼分散呢？ 

    不只他們有這種感覺，連我們在台灣的弟兄們也有這種感覺，為什麼他們不可以聚在一起，有一個強的

見證不是更好嗎？這是我們人在這個點上有點跟不上。但是今天很顯然回頭看，這是主主宰的安排。把這一

切預備好了。等到難民行動來了，等到主在這裏要有一個重新的起頭了，他們的分散今天成了祝福。所以今

天可以在這幾個城市，我們開始有主的行動。為什麼今天會是我們去開展呢？到底我們有甚麼更大的 power？

今天我們不是盲目的、不是愚昧的，一股氣的衝過去。 

    今天主的確給我們更大的 power，那個更大的 power，就是解開的話，那個更大的 power，就是高峰真理。 

德國是一個認識聖經的國家，所以你去了，如果你傳的福音，你所講的內容，比他所認識的高明不到哪裡去，

德國青年人不會跟你讀聖經的。但是如果他發現，也許你的語言沒有那麼好，但是你所擺出來的真理…恢復

本聖經的註解帶他讀，帶他珍賞，他就被征服了。因為這裡有一個最大的 power，宇宙中最大的 power，是高

峰真理。 

    另外一個最大的 power，就是基督身體能夠被建造的秘訣。基督身體的被建造，在以弗所四章，早就啟



示了。但是似乎二千年來，沒有一群人，認認真真的把它實行出來。我們不得不說，主實在憐憫我們，我們

不得不說，我們正走在這條路上。那個更大的能力，不是一個外在的能力，是因為我們帶著高峰真理去，是

因為我們帶者基督身體能以被建造，那個神命定之路的實行裡去，盼望我們抓住這一個，我們去我們就會有

膽量。（出處/好東西集散地/德國華語弟兄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