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8/21(週一)〜8/25(週六)，內容為『以西結書結晶讀經晨興聖言（三）』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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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姊妹們報名第三梯次：10/26(週四)至 10/28(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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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青少年英語生活園：8/26(週六)中午十二點至 8/27(日)中午十二點，請弟兄姊妹彼此邀約， 

為著基督身體的交通，而在語言上一同受成全，費用 400 元整。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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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住青年旅舍)或 1400(住立霧客棧)。需同住者請註明，交通自理。帶兒童者另外計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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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8/278/278/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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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周子郁、許倖孟、黃俊皓、施碧雪、趙正蓉。七月/張雅馨、賴鴻昌。 

八月/張瑞涵、林宛頻等弟兄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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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13)  

日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讀經含註解 太十三 

1-4 
太十三 

5-9 
太十三 
10-16 

太十三 
17-23 

太十三 
24-30 

太十三 
31-32 

參讀生命讀經                        第三十四~三十八篇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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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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3 9 15 1 -- 21 6 -- -- -- -- 47 

延平區 25 -- 7 12 -- -- -- -- -- 9 -- -- 28 

進士區 52 1 6 33 20 -- -- -- -- -- -- -- 63 

青少年區 29 -- 3 22 19 -- 1 3 -- -- 29 22 35 

合  計 283 46 86 147 88 0 69 51 15 23 29 22 355 



                      使徒為召會求經歷的禱告      2017/8/20 第九十期   

要聖徒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以弗所三章十四節說，『因這緣故，我向父屈

膝。』因這緣故，是指因著一至十三節所說的那些事；

因著那些事，保羅向『父』屈膝，而不是向『神』屈

膝。聖經裏『父』的稱呼有兩個意思。第一個意思，

父乃是源頭，一切都是出於祂。根據路加福音記載基

督的家譜，結尾說，『亞當是神的兒子。』亞當是人，

而神是人的源頭，人的出處；所以神是受造之人的

父。父的第二個意思，是指我們蒙神救贖並得著神生

命的人，神是生我們的父。所以，在聖經裏，父的第

一個意思是指祂是源頭，第二個意思是指祂是祂所

生之人的父。人類是祂造的，不是祂生的。所以，第

一個意思是廣義的，第二個意思是狹義的。  

    在諸天裏以及在地上的各家族，都是從祂得名，

以弗所三章十四節裏的『父』，兩個意思都有，因為

十五節說，『在諸天裏以及在地上的各家族，都是從

祂得名。』從祂得名就是由祂命名。兒女是由父親命

名，被造的東西是由創造者命名。一個人研究或造出

一樣東西，就給這東西命名。在諸天裏以及在地上的

各家族，都是從祂得名，意思是說，無論是祂生的，

或是被祂造的，都是出於祂，所以都由祂命名。亞當

是神造的，天使是神造的，而我們這些蒙恩的人，乃

是神生的，就是信仰之家的人。在諸天裏以及在地上

的各家族，無論是神生的，或是神造的，都是出於神;

祂乃是父。 

以弗所一章與三章裏的禱告 

    在以弗所一章裏的第一個禱告，保羅是向我們

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求；而在三章裏的第二個

禱告，他是向在諸天裏以及在地上各家族的父求。 

    一章所說，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和受造

者是沒有直接的關係，卻有間接的關係。主耶穌基

督，就是神自己，在成為肉體時成了人。祂既是人，

就與神的造物有關；因此，創造者神是祂的神。『榮

耀』是彰顯出來的神，『父』這名稱含示重生。因此，

榮耀的父是指重生人的神，藉著許多兒子將祂自己

彰顯出來。所以，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召會的神

與父，不是受造者的神與父。因此，以弗所一章裏的

禱告，只講一家，就是召會這一家，信仰之家。為甚

麼到了三章要說到在諸天裏以及在地上各家族的

父?一章是講召會，三章也是講召會，為甚麼父的稱

呼改了?到了三章，保羅說，他受了神的託付，得了

使徒的職分，更把神的福音傳給外邦人，把外邦人帶

進來，得以與以色列人同為後嗣。因這緣故，他向父

屈膝；這位父不僅是猶太人的父，也是外邦人的父；

祂乃是在諸天裏以及在地上各家族的父。因為外邦

人被帶進來了，所以他向這一位作源頭的父禱告。保

羅求父使外邦人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叫他們比

以色列人更屬靈，更愛主；以色列人看見了，就無話

可說，承認他們的觀念錯了，這位父乃是各家族的

父。保羅的禱告不僅是要叫外邦人明白，更是要叫他

們活出實際，證明神也是外邦人的父。這經歷一旦有

了，就是鐵一般的證明，神施恩給外邦人，像施恩給

以色列人一樣，無需保羅再向以色列人證明甚麼。 

照着父榮耀的豐富 

     以弗所三章十六節說，『願祂照着祂榮耀的豐

富，......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神的恩典是豐富的。不僅神的恩典是豐富的，神的榮

耀也是豐富的；保羅禱告父，願我們得加強，好豐富

彰顯祂。祂是各家族的父，要藉着這麼多家族纔能得

着彰顯。就如神藉着萬有彰顯了祂的美麗和祂的權

能。神既恩待了外邦人，保羅就在神面前祈求，求神

照着祂榮耀的豐富作事，使祂的豐富不僅能藉着猶

太人得彰顯，也藉着外邦人得彰顯。因著在諸天界裏

以及地上的各家族對神的彰顯，就有祂『榮耀的豐

富』。所以使徒禱告，願外邦信徒照着神榮耀的豐富

得着加強，經歷神的豐滿，使神得着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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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讀經---------------------------------------------王的救恩從
猶太人轉向外邦人  

 

對王棄絕的因由對王棄絕的因由對王棄絕的因由對王棄絕的因由〜〜〜〜干犯安息日干犯安息日干犯安息日干犯安息日 

    馬太十二章一節說，『那時，耶穌在安息日從麥地經過，祂的門徒餓了，就掐起麥穗來喫。』 

正當主呼召人來得安息，不需努力遵守律法和宗教規條之時，祂在安息日從麥地經過，祂的門徒掐起麥

穗來喫，似乎干犯了安息日。主耶穌特意這樣作，祂曉得門徒餓了，就帶他們到麥地得安息，這是一個

表號。祂似乎說，『你們這些人一面遵守安息日，一面還在勞苦掙扎遵守律法，並擔負著所有律法、儀

文、形式和規條的重擔。儘管你們在外面遵守安息日，實際上你們沒有安息。』因此，主耶穌領頭不守

這些規條，把門徒從遵守規條的環境帶進麥地。主這麼作，用意是要釋放門徒脫離遵守安息日的規條。

當他們進入麥地時，人人都得了釋放，脫離這重擔，並且得著了滿足、進入了安息。這是在十二章主被

棄絕的背景。十四節說，『但法利賽人出去，商議怎樣抵擋祂，為要除滅他。』到這裏，宗教完全棄絕

了屬天的君王，並且圖謀要除滅祂。 

 

棄絕使王轉向外邦棄絕使王轉向外邦棄絕使王轉向外邦棄絕使王轉向外邦 

    這棄絕使王同王的救恩從猶太人轉向外邦人。十五節說，『耶穌知道了，就離開那裏。有許多人跟

著祂，祂把他們都治好了。』二十一節說，『外邦人都要仰望祂的名。』由於猶太宗教徒的棄絕，屬天

的君王連同祂的救恩就轉向外邦人。現在外邦人都寄望於祂的名，相信祂，並接受祂作他們君尊的救

主。 

    這段話啟示出主一面是勇敢的，另一面是憐憫的。一面，祂是剛強的；另一面，祂是憐憫、柔和的。

這就是建立諸天之國的王；這是祂建立祂國的路。不要以為在十二章主被擊敗了。祂沒有被擊敗；祂在

建立祂的國。今天的原則也是一樣。仇敵知道這是主的恢復，並且這恢復要擊敗他，且建立諸天的國。

絕不要認為主的恢復是普通的基督教工作。越有反對、逼迫、批評和攻擊，我們就越得著印證。 

    攻擊沒有叫我們失去甚麼，反而叫我們得著。這是建立諸天之國的路。 

（摘錄自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三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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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誠、良善  

 

    在林後一章 12 節，保羅不僅說到神的簡單，也說到神的純誠。純誠是隨著簡單，也是出自簡單。

純誠的人總是簡單的。我不信靠複雜的人，因為他們太聰明了。然而我能信靠簡單的人，因為我知道，

由於簡單他們是純誠的。我們有簡單、單一，就會有純誠。因為保羅憑著神的簡單行事為人，他確實

是純誠的，活在純誠的神聖屬性裏。 

在路加十八章 18 節，有一個官問主耶穌說，「良善的夫子，我該作什麼，才可以承受永遠的生

命？」耶穌對他說，「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沒有良善的。」（路十八 19）這節

啟示，神，只有神，是良善的。良善是神的另一個屬性。 



    就神而言，良善一辭是什麼意思？原文這辭乃是描述「由於在性格或構成上良善，其效果是有益

的。」因此良善是指在素質上絕對、完全對人有益。神是良善的，在素質上絕對完全對人有益。就這

面的意義說，祂的良善是祂屬性中美麗的一項。（新約總論第一冊神/第十篇神—祂的屬性三） 

生命教育志工訓練~在神的生命裏感動生命、在神的愛裏傳播愛 
     

    感謝風雨生信心的主辦單位：宜蘭市教會聚會所、台北市得榮社會服利基金會。 

    我真的很開心，終於等到宜蘭縣生命教育志工培訓班，在兩天的密集培訓課程中，讓我更加暸解志

工之權利及義務，體認從事生命教育的樂趣。 

    我從『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這堂課，知道取得志工服務證的資格、需要具備相關『基礎教育訓練』

與『特殊教育訓練』的重要。我也瞭解生命教育的確很重要，並且是現在最該做的。它真是人人都需要

的教育！參與生命教育的感想，就是我自己先受益、我自己變豐富了，然後將這份感動帶給孩子。 

    雖然這是一條辛苦的路，短時間也看不出果效；但我們仍要堅持去做，盼望在未來我的時間能夠更

釋放，繼續加入生命教育志工的行列，能夠用生命感動生命、用愛來傳播愛。（周哲諄弟兄） 

 

 

    第一堂課看到講師夫婦在主裏的勞苦，很得激勵，遇到特別吵鬧的學生，弟兄姊妹不但沒被打敗，

反而另外再去尋找適合孩子的教材，用真實人物的事例，讓他們能有收獲。姊妹本身就是特殊家庭裏的

老大，從小就要照顧弱智的媽媽和弟弟。因著親身的經歷，所以她對學校裏特殊的學生，總會多一分注

意和關懷，也在服事過程中，發現家庭有問題的孩子，幫助有狀況的學生度過難關。真是我的好榜樣。

（李王秀玲姊妹） 

 

 

    參加了生命教育志工培訓，瞭解『得榮基金會』的歷史與志工的內涵與精神，覺得要當一位燃燒生

命照亮他人的志願服務志工，是需要受過專業訓練課程的，這樣才能有好的服務品質，才能讓被服務的

對象，舒適、放心。 

    在訓練中，我也瞭解到生命教育的課程，在國小、國中、高中的階段，因為心智年齡、想法與情緒

反應都不盡相同，所以有不同課程的安排與引導。就如講師告訴我們的，我們要瞭解他們在每個年齡階

層上會遇到的困擾與問題，才能幫助他們，有正確的、正面的思考與想法，將他們的心變為好土。 

    這次的志工訓練課，從講師們豐富的經歷中使我體會到，生命是需要被呵護、照顧、關心、培養的，

同時也需要一班受過訓練的人，去提供這樣的教育。希望藉由生命教育的服務，使學童的成長環境更

好，生命得著成長，更能愛護自己與他人，使社會更好。（林芷君姊妹） 

 

 

    這是第二次參加得榮基金會的志工訓練，雖說去年已經參加過一次訓練，但總覺得若需要當專業

的生命教育教師，就必須要不斷精進，假使以為訓練一次就足夠，那就顯得自我眼光過於短淺，這世界

一直在進步，倘若停止學習，那麼將會缺少吸收新知的機會。 

    這次的訓練有別於去年，這是一種極大的代價，比起往年的訓練還要更大的毅力，因為訓練的時候



剛好巧遇颱風天，冒著大雨也要前往參加志工培訓，而且比上次培訓時間還要長，需要克服種種的困

難。我很喜歡教師們樂於分享自身的經驗之談，這對於我來說，是很大的幫忙，或許眼前的我， 

不曾遇到這些問題，但卻可以成為我往後面臨到相關問題的幫助。（林紫筠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