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9/118(週一)~9/23(週六)，內容為『以西結書結晶讀經晨興聖言（四）』第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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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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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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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參加壯年班的聖徒代禱: 蕭金煜，李清風，陳藍欽，謝世華，陳黃誠華，李李淑華，賈張淑芬，林樓

麗環，黃以琳。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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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9/10)  

日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讀經含註解 太十六 

1-4 
太十六 

5-12 
太十六 
13-17 

太十六 
18-20 

太十六 
21-25 

太十六 
26-28 

參讀生命讀經                        第四十七~四十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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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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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9 14 20 12 -- 10 25 3 15 -- --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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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6 12 35 18 -- 10 13 -- -- -- -- 65 

延平區 28 9 10 -- -- -- -- -- 11 10 -- -- 38 

進士區 74 13 1 30 22 -- -- -- -- -- -- -- 53 

青少年區 26 -- 5 29 9 -- 6 10 - -- -- -- 40 

合  計 325 75 88 169 99 -- 76 84 23 25 -- -- 386 



           要聖徒在愛裏生根立基，以領略基督的量度（續）  
                                                  2017/9/17 第九十四期         

領略基督的量度     

    基督安家在我們心裏，結果我們就在愛裏生根

立基，而這樣在愛裏生根立基，就能領畧一件事：就

是闊、長、高、深。這闊、長、高、深所指的，就是

基督自己。我們和基督交通，基督安家在我們心裏，

我們在愛裏生根立基時，就知道甚麼叫作闊、長、高、

深。就着我們屬靈的經歷來說，闊、長必定是在前面。

人起初經歷的時候，不是高和深的問題，乃是闊和長

的問題，再往前去，就加高、加深了。闊、長是平面

的；高、深是立體的。基督徒經歷的進展，總是先闊、

長，而後高、深。我們經歷基督時，總是先平面後立

體。平面是先闊而後長，立體是先高而後深。 

    不僅我們個人的經歷是這樣的次序，召會的經

歷也是如此。召會的經歷也是先闊而後長，再高最後

深。我們在召會裏，就能和眾聖徒一同領畧基督的

闊、長、高、深。基督是無限量的，我們越經歷祂，

就越覺得基督是一切，祂能充滿我們一切的容量。領

略基督的闊、長、高、深，乃是要和眾聖徒一同纔作

得到。『和眾聖徒一同領略』，這句話包含三個意思：

第一，基督徒的經歷不能單獨；沒有一個單獨的基督

徒能對基督有充分的經歷。第二，基督徒要領畧這位

無限量的基督，非和眾聖徒一同不可。第三，召會是

基督的身體，我們基督徒是身體上的肢體，無法離開

身體，因此必須和眾聖徒一同。 

要聖徒認識基督的愛 

    除了領畧基督的闊、長、高、深，還要認識一件

事，就是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基督自己是闊、長、

高、深，而基督的愛是超越知識的，就是超過人所能

領會的。基督是人所測不透的，而基督的愛是超越知

識的。我們認識基督的愛，但這愛超越了我們知識所

能認識的。我們的知識是有限的，但基督的愛是無限

量的。我們經歷基督時，還要認識這愛。 

要聖徒被充滿，成為神的豐滿 

    以弗所三章十九節下半：『使你們被充滿，成為

神一切的豐滿。』一章說召會是基督的身體，是那萬

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二章說，召會成為神在靈裏

的居所。三章這裏說，召會成為神一切的豐滿。神使

我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使基督藉着信，安家在

我們心裏，叫我們在愛裏生根立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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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使我們被充滿，成為神一切的豐滿；這都

指明，使神一切所有的都調在我們裏面。 

    在使徒保羅求經歷的禱告裏，他向父求，求父藉

着祂的靈，使我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使基督藉

着信，安家在我們心裏，這一切的結果，是使我們被

充滿，成為神一切的豐滿。父是源頭，所以保羅向源

頭求，靈是父作工的憑藉、能力，是工作者；而子基

督是顯出者，子是父和靈所發起之工作的中心，這工

作都集中在祂身上。所以父答應這禱告，藉着靈作

工，結果是子安家在人心裏。當子安家在人心裏，結

果就使人被充滿，成為神一切的豐滿。 

    保羅在以弗所三章裏的禱告，包括父、靈、子，

也包括神。求父照着祂榮耀的豐富，藉着祂的靈，用

大能使我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使基督藉着信，

安家在我們心裏，叫我們在愛裏生根立基，就能和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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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了說，使我們被充滿，成為神一切

豐滿。我們都必須在這些內容上花功夫，默想這些

話，並將所默想的化作禱告，化作讚美。 

 (摘錄自/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福分與地位/第二十八篇) 



屬天嗎哪-------------------------------------------------------

你有神與你同在麼？ 

★★★★馬太一馬太一馬太一馬太一 23232323：：：：『『『『看哪看哪看哪看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必有童女懷孕生子必有童女懷孕生子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祂的名為以馬內利人要稱祂的名為以馬內利人要稱祂的名為以馬內利人要稱祂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繙出來以馬內利繙出來以馬內利繙出來以馬內利繙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就是神與我們同在就是神與我們同在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羅馬九羅馬九羅馬九羅馬九 5555：：：：列祖是他們的列祖是他們的列祖是他們的列祖是他們的，，，，按肉體說按肉體說按肉體說按肉體說，，，，基督也是出於他們的基督也是出於他們的基督也是出於他們的基督也是出於他們的，，，，祂是在萬有之上祂是在萬有之上祂是在萬有之上祂是在萬有之上，，，，永遠受頌讚的神永遠受頌讚的神永遠受頌讚的神永遠受頌讚的神。。。。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馬太一章後半，是論到耶穌和以馬內利的名字。現在我們來到第二個名，以馬內利。每當你對

耶穌有一些經歷，你就能說祂是神與你同在。耶穌一點不差就是神自己。祂不僅是神的兒子，也是

神自己。有些優秀的作者曾說，在耶穌以外，我們絕不能找到神。神與耶穌同在，神就是耶穌。太

初有話，話不僅與神同在，話也就是神。（約一 1。）這話成為肉體，稱為耶穌。 

我們經歷耶穌時，祂就是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我們聽過耶穌是我們的安慰、我們的安息、

我們的平安、和我們的生命。耶穌對我們是如此豐富。我們若經歷祂，立刻會說，『這是神！這不

是遠離我的神，或在諸天之上的神，乃是與我同在的神。』每當我們在某一面經歷耶穌，我們就領

悟耶穌是神與我們同在。耶穌是我們的救恩。我們經歷這救恩之後，我們說，『這是神與我們同在，

成了我們的救恩。』耶穌是我們的忍耐。但我們經歷祂作我們的忍耐時，我們說，『這忍耐是神與

我同在。』耶穌是道路和真理，但我們經歷祂作道路和真理時，我們說，『這道路和這真理就是神

與我同在。』阿利路亞，耶穌是神與我們同在！在我們的經歷中，祂是以馬內利。 

 （摘錄自/李常受弟兄/馬太福音生命讀經 77 頁、P89〜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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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九章 15 節題到神的憐憫和祂的憐恤 ：「祂對摩西說，「我要向誰施憐憫，就向誰施憐憫；要對誰

動憐恤，就對誰動憐恤。」」不僅如此，林後ㄧ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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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憫與憐恤有何不同？要區別二者有點困難。憐恤與憐憫相近，不

過憐恤比憐憫更深、更細、也更豐富。憐憫有點是外面的，但憐恤是裏面的。不僅如此，憐恤比憐憫持續

得更長久。因此，憐恤比憐憫更深，也持續得更久。 

    憐憫的希臘文，eleos，指由可憐ㄧ方的可憐光景所促起的ㄧ種反應。憐憫多指回應可憐光景的行動或

顯明。在羅馬九章 15 節和林後ㄧ章 3 節，憐恤的希臘文是 oiktirmos。這字的基本字根乃指人裏面的器官，

ㄧ般相信是人裏面柔細情愛的中心。因此，憐恤的希臘文，乃指愛人的ㄧ方心裏所產生的內在感覺。這感

覺不是輕淡的，乃是深摯的。因此，憐恤乃指人觀察別人可憐的光景，所起內在的感覺。這是最深刻的辭，

顯示神對可憐光景中的人內在的情愛。 

    看過這些定義，為著充分的對照，我們可以再看羅馬九章 15 節，將經文這樣繙譯：「我要向誰顯示我

憐憫的恩慈行動，就向誰顯示我憐憫的恩慈行動；我要對誰動憐恤的最深感覺，就對誰動憐恤的最深感覺。」



前者指神由我們可憐光景所促起的外在作為；後者指祂在愛的素質裏所產生的內在情愛。我們都該珍賞神

這種更甜美之情愛的屬性。 

（摘錄自新約總論第一冊/神/第十篇/神-祂的屬性三） 

開展蒙恩見證--------------------------------------------------
---------人人都是祭司 

  九月 6 日到 12 日，為期七天的彰化師大福音開展隊訓練，弟兄的負擔是：『祭司、申言者、開展隊長』。 

『祭司』〜新約信徒每位都該是祭司，祭司每天的事奉最主要的就是燒香，就是禱告。 

『申言者』〜我們都該為神發言，成為神的申言者，講說神、為神說話、說出神，並將神說到人的心裏面。 

『開展隊長』〜基督藉著開展自己，將自己分賜到人裏，藉著操練使我們每個人也成為開展隊長。 

    除了這三個負擔，弟兄交通到，我們該有個『轉』。主耶穌基督在世上的為人生活，是滿了人性的，除

了傳道、醫病、趕鬼外，祂最常做的事就是與人『吃飯』！傳福音不需有定規的模式，而是在生活中能活出

基督，自然而然的講說神的話。而福音開展最大成功的因素：第一是禱告，第二是性格，第三是同心合意。 

    我們都需要認識主的話，並將這話轉為靈。約翰福音 6：63：『賜人生命的乃是靈。』接受話作為靈唯一

的路就是『禱告』。在傳福音時不管人多明白信息，我們還必須幫助他們禱告，包含我們自己的閱讀也是，

如果用十分鐘閱讀，至少要花十五分鐘禱告。我們的禱告要真實，不要只是直禱直讀，要化禱！將經節與我

們的真實情況化作禱告，化禱不要快要慢，要特別注意裏面聖靈的聲音，與同伴彼此堆加，就會有光啦！一

天就用這經節作即時的供應，應用在生活上，把所享受的供應出來，這就是傳福音啦！福音的生活就是申言

的生活，我們說話就是申言，將活水的泉源－就是基督－湧流出來。 

    其次，要操練我們的性格。做人要真、性格要穩，時候還沒到要忍住，等候時間到、機會來就要說話。

我們常常是時機沒到自己先說話，這就是不穩。性格要操練穩，要等主的時間、照著主的時間餵養，穩有時

候需要忍耐，也要學會抓住時間。在人性顧惜裏、在愛裏真實敞開的幫助他人，要與聖靈配合。所以學習服

事的過程就是要操練，建立自己的性格，進而也幫助別人。 

    弟兄更勸勉我們不只需要有個人的一面與基督同在，在團體的一面更是要大家的同心合意。希伯來書 10：

24 說：『且當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提摩太後書 2：22 也說：『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慾，同那清

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義、信、愛、和平。』在交通的時候，要與對方的心思合拍，即使自己的點子再

好，但沒有同心合意就是不好的。要進到同伴的感覺裏面。我們時常沒有顧到別人的感受，良心沒有感覺，

也就是不操練靈。良心是靈主要的部分，不操練靈，性格就會有問題，生命也會有問題。所以必須操練對付

良心，學習珍賞配搭裏頭的基督。 

    在這七天的訓練裡分成三小組，弟兄不斷的操練學員們禱告，放下以往習慣的『人生的奧秘』傳福音，

用日常生活最簡單的方式：『吃飯、聊天』去接觸人、去講說神的話。開始，學員們很不能適應，甚至不能

使用『人生的奧秘』後，竟然發現原來自己連說話都不會。但就是要如此倒空自己，放下以往所熟悉的那一

套，學習不斷的仰望基督，用靈交通；去聽聖靈的聲音，讓聖靈作工引導我們該如何說、如何做。漸漸的，

從第一天的不知所措，到後來大家愈來愈釋放，一同禱告唱詩歌，滿了喜樂與淚水。這就是召會生活！ 

    這段時間跟著彰師大開展隊，早上一同晨興吃早餐，記得一天禱讀帖前 5：16〜22，這經節大家都很熟

悉，但藉著化禱，姊妹們一個接著一個堆加禱告，感受完全不同，使我心跳加速不自覺的進入這樣的流中，

靈裏有種被話充滿的感覺。雖然至終沒接上禱告，看著 19 節『不要消滅那靈』，心裏向著主說：『主啊，我

又軟弱了，消滅了那靈，拜託祢下次讓我有勇氣接上吧！』感謝主，在後面的書報信息禱讀時，就能夠與姊

妹們一同禱告。結束晨興後，內心是滿有喜樂與平安！開始出去接觸人、認識人時，本來覺得這有什麼難，

我的工作是業務，接觸人本來就是每天在做的事，只不過是換成傳福音而已。但祂是自隱的神啊，一直在我

們身邊作工。當我到人群時，以往的業務才幹消失了，突然腦中一片空白！感謝主，這樣的經歷再一次暴露

自己實在是太天然，需要更多的禱告操練靈、仰望依靠主，在靈裡與主接觸交通！ 

    最後，也是讓我印象深刻的。一位姊妹在聚會中聽到青青姊妹們分享召會生活，甚至感動到流淚。當下



我很震驚也很感動，這對青青們是再平常不過的生活，卻對她造成這樣大的震撼。一面我感謝主，給我這樣

的同伴與召會生活，讓我更珍惜青青；另一面，也體會自己的言行對他人是有影響力，讓我有更多的學習，

並能安靜回到靈裡。我們不必作神的謀士，只要遵守祂的旨意。主啊，謝謝你！願主的恩典與我們眾人同在，

也祝福彰師大學員們。阿們！（鐘宛馨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