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11/21(週一)~11/26(週六)，內容為『回歸召會的正統』：在撒狄的召會。 
二.百日復興百日復興百日復興百日復興：9/1~12/31日，於宜蘭縣操練晨禱與正確的小排實行。晨禱為 6：30~8：30，地點為各 

召會或各區會所；小排操練家打開，操練彼此互相顧惜。讚美神，願我們都有 分這復興！ 
三.排聚會實行成全排聚會實行成全排聚會實行成全排聚會實行成全：：：：11/26(六)、11/27(日)、12/3(六)、12/4(日)、12/10(六)、12/11(日)、12/18(日)。晚

上七點至九點於進士會所。參加者請自備”排聚會實行”一書，並先進入。 
四. 進士會所球場等工程：需經費 80萬，目前已收到奉獻款為 440,260元。 
五.每週一晚間 19:30~22:00在”文化會所”，有當週晨興進度內容之禱研背講，請弟兄姊妹自備教材、

彼此邀約，一同被真理構成。 
六.青年特會青年特會青年特會青年特會：12/3(六)上午八點至中午十二點；晚上七點至九點於進士會所；主題：轉、轉、轉。請

向吳周慧雯姊妹或陳昭伶姊妹(0912-927-650)報名，費用 200 元(含中，晚餐及點心)。 
七.壯年班展覽：12/10(六)上午十點至十一點半，地點：進士會所。會後請各家帶菜愛筵會後請各家帶菜愛筵會後請各家帶菜愛筵會後請各家帶菜愛筵。 
八. 青少年本週晨興追求材料：聖經之旅第七冊：第十七課。 

 禱告事項 
一. 聖徒的召會生活：各排各區彼此餵養牧養，邀約每個聖徒均入排，實行生養教建的生活。 
二. 蘇澳鎮召會舊會所整建：蘇澳鎮召會舊會所改建工程，預定 2017年元月動工，所需工程款約 380

萬元，目前已收到奉獻款 125萬元，請聖徒們繼續代禱並記念。 
三. 新受浸聖徒：10月/游胤傑，古夢涵，阮忠信，林寶琴，張純碧。11 月/康林潛等弟兄姊妹，得救後

繼續受餵養，並穩定在召會生活中代禱。 
四.為病痛中聖徒代禱：李弘文弟兄(李建廷父親)。 

 

 

 人數統計 (11/7~11/13)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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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6 11 -- 10 7 -- 5 8 -- -- -- -- 17 

礁溪鄉召會 31 -- 19 23 -- -- 19 7 1 -- -- -- 33 

壯圍鄉召會 11 5 7 7 -- -- 7 5 3 -- -- -- 13 

員山鄉召會 46 18 6 7 -- -- -- -- -- -- -- -- 47 

蘇澳鎮召會 13 -- 6 9 2 -- 2 8 1 -- -- -- 19 

大同鄉召會 7 6 4 11 8 -- 7 10 -- -- -- -- 16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50 23 14 21 5 -- 7 5 -- -- -- -- 57 

延平區 25 8 -- 13 -- -- -- -- -- -- -- -- 27 

進士區 51 -- 3 24 5 -- -- -- -- -- -- -- 58 

青少年區 27 10 2 33 6 -- 4 4 -- -- -- -- 38 

合  計 277 81 61 158 33 0 51 47 5 0 0 0 325 



                生命的路乃是神的拆毀而非涵養（中）   2016/11/20 第五十⼀期

雅各表徵人接受神的破碎為著變化 

    雅各的一生，指出一個生來天然的人，必須經過

破碎，才能成功為『以色列』，就是神的君王。一個

人要充滿神的成分，非經過拆毀的過程不可。這是雅

各在聖經裡所代表的地位。雅各是一個詭詐、狡猾、

詭計多端的人。他被起名叫雅各，意思就是抓腳跟的

人，是一個抓奪的人；（創二五 26）同時，他也是個

詭詐、滿了章程的人。然而，雅各被神破碎再破碎，

拆毀再拆毀，對付再對付，到一個地步，雅各的名字

改了，神稱他為『以色列』，（三二 28）意即神的君

王；雅各成了神的君王。這意思是，雅各經過神的拆

毀後，裡面滿了神的成分。 

    有一件事很希奇，從聖經的記載，我們可以看

見，雅各的老年和幼年截然不同。幼年的雅各，是有

章程、有眼光、有見地、有手腕的；他富有計謀，知

道怎樣對付母親，怎樣對付父親，怎樣對付母舅，怎

樣對付妻子，怎樣對付孩子，怎樣對付神，甚至與神

摔跤。這說出天然的雅各是何等的能；實在不是神不

放過他，乃是他不放過神，所以神沒有辦法，只好將

他的大腿窩摸了一把，他就瘸了。（三二 22～32）雅

各是最會對付人的人，但到他老年時，他整個人完全

改了樣，換了一個人，成了沒有章程的人。年老的雅

各沒有手腕，沒有章程，沒有詭計，只是滿了神。在

他身上，妙計沒有了，詭詐沒有了，只有神；主張沒

有了，眼光沒有了，只有神。他真是個以色列。 

    在他幼年、中年時，他是道道地地的雅各，有手

腕、有能力、有方法、有規矩；但到了他老年時，他

乃是以色列，沒有自己的方法、沒有自己的眼光、沒

有自己的主張，每一步都是神。至終，雅各在世人中

雖然好像沒有什麼，不過是個平常的人，然而，當他

進到法老跟前時，他並不在法老之下；他甚至伸出手

給法老祝福。（四七 1～10）這在神面前，說出他有地

位，他是大的。 

 

神的拆毀乃是為著神的建造 

    神在我們身上的拆毀，不是苦待我們，乃是恩待

我們。神所拿去的不過是糞土，是物質的；神所拆毀

的，不過是我們沒有價值的己。然而，神所建造的，

乃是將至寶、無限量的神自己賜給我們。到了聖經最

末了，給我們看見新耶路撒冷，其中有生命樹的果

子：然而，這生命樹不是在聖經最後才啟示的，乃是

在聖經一開頭，就啟示了我們。聖經最後所啟示的新

耶路撒冷，到底是什麼呢？是糞土、泥巴、木頭、還

是磚頭？全都不是。這新耶路撒冷乃是精金、珍珠、

寶石的構成；這些都是指著神自己說的。新耶路撒冷

在性質、形狀、性情、和榮耀上都是神自己。 

    神歷代的工作，就是要把這些糞土、泥巴、木、

草、禾稭都除掉，而把精金、珍珠、寶石建造進來。

試問我們是什麼樣的人？就著我們的被造來說，我

們是土人，就著我們的墮落來說，我們是草是木，是

屬肉體的人。所以，林前三章十二節說，我們作神工

作的人，不能用木、草、禾稭，要用金、銀、寶石建

造。祂要在我們身上把土去掉，把木、草、禾稭拆光；

然後把祂自己建造到我們裡面。我們若是在神面前

好好估算過，即使有再大的苦難，也會感覺喜樂，因

為苦難所帶來的，乃是精金、珍珠和寶石。 

(摘錄自認識生命與召會第二十篇) 

 



晨興拾穗------------------------------------------------------
-----在推雅推喇的召會 

    就表號說，在推雅推喇的召會豫表羅馬天主教，就是在第六世紀後期，因普世教皇制度的建立，所形

成的背道召會。而在背道召會有二種光景： 

一、容讓那自稱女申言者的耶洗別： 

    1、亞哈的異教妻子耶洗別，乃是背道召會的豫表；羅馬天主教變得和這婦人一樣，將許多異教作法帶 

       進召會。 

    2、馬太十三章，啟示錄二章，和啟示錄十七章三個女人乃是同一個人：在馬太十三章 33 節，一個婦 

       人把麵酵（表徵邪惡、異端、異教的事物）藏在三斗麵（表徵基督是滿足神和人的素祭）裏，這婦 

       人也是啟示錄十七章那將可憎之物與神聖事物混雜的大妓女，在二章 20 到 23 節，這同一婦女稱為 

       耶洗別。這三個婦人都是指羅馬天主教。 

    3、在啟示錄二章二十節，主指明背道的召會是一個自立自封的女申言者，教導並引誘主的奴僕：背道 

       的召會擅裝由神授權為神說話，按照新約的原則主從不准女人用權柄施教。同樣的，召會自己也不 

       可以施教，因為在主眼中，召會乃是處於女人的地位，背道的召會自己施教，使屬她的人聽從她過 

       於聽從神的聖言，歸附她的人都被她異端、宗教的教訓的教訓麻醉。 

二、背道的召會教導『撒但深奧之事』 

   『深奧之事』原文意深，如在以弗三章十八節者，背道的召會有許多奧秘或深奧的道理；這些乃是撒但

深奧之事，就是撒但奧秘的教訓，屬撒但的哲學：撒但深奧的思想，撒但的觀念，已浸透了背道的召會。

背道的召會成了撒但的化身。正確的召會是基督的身體，基督住在召會裏，撒但卻藉著撒但深奧之事的教

訓詭詐的住在背道的召會裏，成了會堂的宗教、撒但座位下的世界，以及屬撒但之奧秘的哲學，都被撒但

用來損害並腐化召會。 

    如此我們需聽『那眼目如火焰，腳像明亮之銅的神之子，這樣說』：背道的羅馬天主教極力強調基督是

馬利亞的兒子；因此，主在這裏鄭重的聲稱祂是神的兒子，以抗議這個背道的異端。基督是神的兒子，含

示神的彰顯，就是神的流出或出來。基督是神的具體化身，乃是與神的存在有關：而基督是神的兒子，乃

與神的彰顯有關。在對付背道的推雅推喇召會時，主稱自己是那眼目如火焰，腳像明亮之銅的：背道的召

會需要祂搜尋的眼目和踐踏的腳審判。叫眾召會都知道，主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腸的。 

    在啟示錄二章二十六至二十八節，我們更有主對得勝者的應許： 

    一、『我要賜給他權柄制伏列國；祂必用鐵杖轄管他們』在千年國裏與基督一同轄管列國乃是給得勝者

的獎賞，主這應許有力的含示，那些不答應祂呼召，勝過墮落基督教的人，不能有分於千年國的掌權。在

千年國掌權的人就是牧養的人。在詩篇二篇九節，神把轄管列國的權柄賜給基督；在啟示錄二章二十六節，

基督把同樣的權柄賜給祂的得勝者。 

    二、『我...要把晨星賜給他』： 

    聖經關於基督的豫表，開始於祂是光，結束於祂是明亮的晨星。晨星是在午夜之後，黎明前最黑暗的

時刻出現，這指明基督要在這世代臨近結束前，在最黑暗的時候，出現如明亮的晨星。基督作明亮的晨星，

是隱密的向著那些儆醒豫備，等候祂的得勝者出現，這會鼓勵他們切切尋求主的同在，並且儆醒，使他們

當主在祂來臨的隱密部分來到時，得以站立在主面前。我們豫備好自己，等候主如晨星隱密顯現。按照彼

後一章十九節，我們若留意申言者的話，我們裏面的天就會發亮，並且晨星要在我們的心裏升起。留意申

言者的話，就是注意活的話，進入這話，直到晨星在我們裏面升起。我們必須來到確定的話跟前，將我們



的全人向這話敞開，直到基督這晨星在我們裏面升起，並且照耀我們。 

信息分享------------------------------------------------------
--------召會禱告的職事
     

    神有許多事堆在天上，壓在天上，不能作，因為地上沒有神的出口。神不能作，因為教會沒有用她的

自由意志站在神一邊來達到神的目的。弟兄姊妹，你要記得，教會最高的工作、最大的工作，就是作神旨

意的出口。教會作神旨意的出口，乃是藉著禱告。這個禱告不是零碎的禱告，乃是一種作職事的禱告、工

作的禱告。神給人異象，神開人的眼睛，叫人看見神的旨意，所以人在這裡站住禱告。 

    弟兄姊妹，當我們真的起來站在教會的地位上，在神面前來負責作這一種職事的禱告的時候，你才看

見，神的旨意在你所在的那個教會是通行的。不然，你所在的那個教會一切都是空的。這一種的禱告，人

數少也好，人數多也好，總要有一個剛強的禱告。因為神今天作事作到什麼程度，是憑著教會的禱告來測

量的。在今天，『神的能力在地上顯出來多少，就看教會在地上的禱告有多少。』 

    因著教會的禱告，我們就能量出神所顯出來的能力。所以教會要學習『大的禱告，大的要求』。許多時

候，教會的禱告那麼小，一直是為著那些普通的問題，這不夠。今天教會需要有大的禱告，需要有大的要

求。教會到這麼豐富的神面前來，不能有小的禱告；教會到這麼豐富的神面前來，不能有小的要求；教會

到這麼大的神面前來，就要有大的事情發生。教會在神面前的度量如果只有這麼大，就不免限制了神的能

力的彰顯。我們要知道，得勝者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撒但還沒有被扔在無底坑裏，神必須得著器皿為著祂

的見證，神才能作出祂所要作的事情。需要教會有大的禱告把神顯出來。這是教會的職事。不是次數多少

的問題，是有沒有分量在裏頭。當你看見教會禱告的責任，你就看見你所禱告的不夠大，你是在那裡限制

了神，攔阻了神作祂所要作的！（摘錄自倪柝聲弟兄『教會禱告的職事』） 

 

姊妹集調-------------------------------------------------------
-------------召會的正統   
 

    全台姊妹事奉集調，自十月二十至十一月五日共有五個梯次，於中部相調中心舉行。讚美神，計有超

過四千四百位聖徒包括來自香港、斯里蘭卡的姊妹一同進入秋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之信息『回歸召

會的正統』，並關心神今日在召會中的行動。 

    本次訓練共有九篇信息，主要帶我們從啟示錄來看召會正當的光景。信息開頭就提醒我們，論到回歸

召會的正統，我們所強調的並非回歸一個教訓或一種實行，乃是回歸到一個人位，就是作神行政之中心的

基督自己。第一篇信息的主題，乃是說到榮耀的基督作為金燈臺中間之人子的異象。 

    從第二至第八篇，則依序根據啟示錄二、三章中，神給七個召會的七封書信，帶我們進入並認識一個

合神心意、使神喜悅的召會該有怎樣的光景。其中包含在以弗所的召會、在士每拿的召會、在別迦摩的召

會、在推雅推喇的召會、在撒狄的召會、在非拉鐵非的召會、以及在老底嘉的召會。在這七封書信中，開

頭都說到這位基督獨特的啟示，而末了則是那靈向著得勝者所發出的呼召。今天神乃是要藉著回歸召會正

統之得勝者，以達到神經綸中心的異象和神聖啟示高峰的終極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這也是第九篇信息

所給我們看見的。 

    弟兄題醒我們，盼望藉這次的聚會我們都能問自己三個問題：一、我是否對基督有真實、完整的啟示？

我們不僅需要認識在福音書中的基督，更需要認識在啟示錄中之榮耀基督的異象。二、我是否真正認識何

謂合神心意、使神喜悅的召會？三、我是否真正認識何謂得勝者？得勝者不僅是勝過某個時期召會的墮落，



更是要勝過一切頂替基督的事物。聚會中，有豐富話語的釋放，在每堂信息之後姊妹們立即分組進入職事

的信息，並踴躍上台分享，一再使我們得著那靈新鮮、即時的說話。聚會中也安排兩次的專題，分別交通

到建立福家架構、養成生養生活，得台島青年一萬人，與海外開展及歐洲難民福音的需要。 

    感謝神，願主祝福祂的召會，作非拉鐵非的召會，彼此相愛、愛基督、活基督。並答應神的呼召作得

勝者，擔負耶穌的見證，直到祂的回來。（轉載自臺灣眾召會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