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1/2(週一)〜1/7(週六)，內容為『主今日行動的方向』第三篇：豫備新婦作新郎的

配偶（一）新婦的豫備。 
二.晨禱時間晨禱時間晨禱時間晨禱時間：每日 7：00~8：00，地點為各召會或各區會所。人要健康就需要每天專一的時間來作深

呼吸。定時禱告就是有專一的時間進到神面前去作屬靈的深呼吸。我們一天裡面最上算的時間，就
是呼吸神、禱告神。鼓勵弟兄姐妹用每天最上好的時間作最上算的事，就是每天早上來禱告，來親
近神並吸取神。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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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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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青少年本週晨興追求材料：聖經之旅第七冊：第六課(受浸、受膏與受試驗)。 

 禱告事項 
一. 繁殖擴增：兒童是最大的福音，也是宜蘭縣眾召會在要來十年內工作重點，願聖徒人人擺上，得兒

童也得著兒童的家，使召會年輕化並帶進活力。 
二. 建立家排：求主七倍的加強青職這一環，在生活中經營基督，有自己的聚集，此外各排各區需要在

家中養育，在排聚集中彼此餵養成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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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奉獻款 125萬

元，請聖徒們繼續代禱並記念。 
四. 新受浸聖徒： 11 月/康林潛 12/月藍黃彩珠、吳俊明、謝璧如、周哲諄、張薇芳、陳奕慈、林郁

閔、吳政龍、吳趙悅梅、羅君驊、羅君騏、羅施珊珊、劉馮阿勸等弟兄姊妹，得救後繼續受餵養，

並穩定在召會生活中代禱。 
五. 為參加學測學生代禱：李傳承、康奕鈞、李沛羚等學生，經歷基督作生機救恩。 
六.為病痛中聖徒代禱：林禹丞弟兄(手術後恢復)、吳振昌弟兄(車禍受傷)、劉東魁(劉佑伊姊妹父

親)、沈朝陽弟兄(中風恢復)，周經宬、周經閎(周哲諄弟兄的兒子)。 

 

 人數統計 (12/19~12/25)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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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20 16 -- 15 10 -- 5 8 -- -- -- -- 21 

礁溪鄉召會 30 11 12 29 9 -- 24 -- 1 -- -- -- 35 

壯圍鄉召會 7 5 6 8 -- -- 6 5 -- -- -- － 9 

員山鄉召會 41 20 9 13 12 -- -- 7 -- -- -- － 46 

蘇澳鎮召會 19 6 5 7 7 -- 1 5 1 -- -- － 23 

大同鄉召會 8 5 7 12 5 -- 8 10 1 -- -- -- 15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44 16 16 13 3 -- -- -- -- -- -- -- 48 

延平區 32 9 5 12 5 -- 3 1 -- -- -- -- 40 

進士區 52 8 5 23 10 -- -- -- -- -- -- -- 58 

學生區 32 12 7 30 3 -- 6 6 -- -- -- -- 39 

合  計 285 108 72 162 64 0 53 42 3 0 0 0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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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兒女缺少建造的觀念 

    我們可以看到，神在這個時代的工作，完全是以

建造爲目標。不光特別的恩賜是爲着神的建造，就連

頂平常的屬靈生活，勸勉、分授、憐憫、幫助人等，

也都是爲着身體的建造。神要他們傳福音，乃是爲要

豫備建造的材料，以建造祂兒子的身體。當我們把人

救來時，就非叫人成爲召會中被建造的材料不可，在

召會中和眾聖徒同被建造。盼望屬肉體的人能認識十

字架，接受十字架的破碎，好被建造到召會中。每一

個肢體都必須建造在身體裏，和別人配搭在一起。 

    神賜下各種職事和恩賜，也都是爲着建造祂兒子的

身體。我們該有神的觀念：一切都是爲着祂的建造，

就是建造祂兒子的身體。 

事奉必須受建造的觀念支配 

   我們若是一個有建造異象的人，這個異象的大光

會一直隨着我們；支配我們的生活行動和一切的工作，

結果就能帶進神的建造。一個真被建造的人，必然以

被建造爲重。我們今天必須要有建造的觀念，也要真

實的被建造。我們的事奉若受建造的觀念支配，我們

屬靈的經歷和事奉必定不同。所以，一個人若真看見

建造的需要，就很容易接受十字架的破碎，很容易倒

下來。因此我們不是要爭一個說法，堅持一個論點，

而是要知道，建造的異象必須像大光一直照着我們，

也像釘子一樣把我們釘在那裏，以致我們無論作甚麼，

都沒有辦法不以建造爲目標。 

建造與祝福 

  我們都需要受建造的觀念支配，並經歷建造的好處。

因爲只有真實經歷建造的人，纔會有持久的熱心。有

了同被建造，神就來居住；有神來居住，我們就甚麼

都不缺。所以在神的兒女當中，事情怎樣對沒有用，

怎樣好也沒有用，主的同在若隨着我們，就甚麼都好。

我們若有神的同在，就證明我們是同被建造的，成了

神藉着聖靈居住的所在。神的同在，就在這個建造裏。

用建造衡量屬靈經歷 

     只有被建造的人，他的愛主，他的爲主活着，他

的屬靈和破碎，纔是真實的。一切屬靈的經歷，都要

用建造衡量。凡能帶進建造的，纔是正確的。凡不能

帶進建造的，再好也不正確。神願意把體面和俊美加

給那些不俊美、有缺欠的肢體。如果你是被建造的，

不管人體面不體面，你對他們都會一視同仁。無論如

何，我們無法單獨，不要只和那些合我們口味的一同

禱告，乃要和任何弟兄姊妹都能一同禱告。 

神祝福的對象 

    神的祝福在於神的同在；而神的同在又在於召

會的建造。神並不祝福我們個人的屬靈，神只祝福祂

所建造的身體。每一個事奉神的人，都該學習活在神

面前，在靈裏跟隨主，與主有交通。不管弟兄們怎樣，

我總得和他們建造在一起。不管弟兄們是否跟得上，

我總得和他們配搭在一起。 

   我們不建造，光景就會如神在哈該書一章所說

的：『這殿仍然荒涼，這時候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的

房屋麼？…你們撒的種多，收的卻少；你們喫，卻不

得飽；喝，卻不得足；穿衣服，卻不得暖；得工錢的，

將工錢裝在破漏的囊中。』我們的事奉多有勞苦，卻

少有收穫，有時甚至全無果效。然而當我們有建造

時，祝福就要湧到我們中間，傾倒在我們中間。弟兄

姊妹同被建造，祝福就來到。 

聖靈工作的性質與目的 

    凡聖靈所作的，其性質是建造，其目的也是建

造。人只要一得救，聖靈就把他和別的基督徒聯起

來。你越交通，就越明亮。無論十字架的破碎，復活

的認識，或是聖靈的澆灌，任何屬靈的經歷，聖靈都

催促你、逼着你聯於弟兄姊妹，要你和他們交通。這

是一個定律。 

更新奉獻的必要 

    我們要向主說，『主，我再一次把自己獻給你。

爲着你建造的工作，我將自己獻上。從前獻給你是爲

着別的，現在獻給你是爲着讓你在我身上作建造的

工作。我願意在召會中，和眾聖徒同被建造。』但願

神的靈在我們裏面作建造的工作，引導我們在建造

的事上有更新的奉獻。 

(摘錄自建造召會的異象、豫表與實行 第二篇) 



百日復興---------------------------------------------要認識神在
隱藏中實際的工作 

    弟兄姊妹，神是自隱的神，祂的工作常是隱藏的。你不要一直盼望一個大的感動、一個大的異象、一

個大的看見；這些不一定是出乎神的。我願意告訴神的兒女：神最真實的工作，就是祂在我們裡面隱藏著

所作的。就是那樣一點點的聲音、一點點的感覺、一點點的念頭，好像是神的感動，又好像是我們自己的

感想；並且常是那麼微弱，微弱到一個地步，好像沒有一樣。請你記得，這就是神最寶貴、最真實的工作。

有時你會覺得，在你裡面最深處，隱隱約約有一個很小的意念，或者是一個感覺，或者是一個聲音，又好

像是一句話語，在裡面對你說，這個是血氣，這個沒有經過十字架，這個不是從主出來的。請你記得，這

就是神在你裡面所作最厲害的工作。神在我們裡面，是沒有一天、沒有一時不作工的。祂雖然是住在永遠

的裡面，卻與我們這些卑微的人同住。這一個同住，許多時候是我們察覺不出的，但在我們裡面卻是一個

實際；這個實際是不改變的。就是我們最冷淡、最退後，甚至到一個地步，都不來聚會了，或者還作了最

不討神喜悅的事，這時在我們裡面還有這一個實際跟著我們。我們蒙恩的一個鐵證，就在這裡。 

    你越跟隨神，你越事奉主，你就越學習活在祂裡面，你也就越知道神是一位太靜默的神。祂靜默到一

個地步，是常把自己隱藏起來的。祂所給你的那些最寶貝的引導，都不是突如其來的，都是很自然、很微

弱、很隱約的；好像有，又好像沒有；雖然好像沒有，但又有一個故事在那裡。神許多重大的引導，都是

這樣來的。（摘錄/自隱的神/李常受弟兄） 

 
晨興拾穗---------------------------------------------基督生機身
體內在的建造（二） 

                                        在以弗所書中基督身體的啟示與建造
以弗所書論到召會的七方面 
一、身體：召會是基督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一個活的人若要完整，就必須有身體作 

他的彰顯。 

二、新人： 新人是基督把猶太和外邦這兩班人，創造成為一個團體的新人。我們若看見今天召會不僅是身 

體，也是一個有人位的新人，我們對召會生活的認識將會大大的提高。 

三、國度：『這樣，你們不再是外人和寄居的，乃是聖徒同國之民。』(弗二 19)這一節啟示出召會是神的國，

我們是這國的公民，具有某些公民權。當我們享受這些權利時，我們也必須分擔一些責任。我們必須兩

者兼顧，既享受權利，也擔負責任。 

四、神的家：召會是神的家。家不是公民權的事，而是生命和享受的事。在家中不太說到權利，因為在家 

    裡有父親的生命並對他生命的享受。因此，召會作為神的家或家庭，乃是指著生命和享受說的。 

五、神的居所： 『全房…長成在主裡的聖殿。』(弗二 21)這是指宇宙的建造說的。二十二節說，以弗所的 

    聖徒同被建造，成為神在靈裡的居所，這是地方上的建造。就宇宙一面說，召會是在主裡的聖殿；就 

    地方一面說，召會是神在我們靈裡的居所。 

六、基督的新婦〜妻子： 亞當還是單身的時候，聖經說，『那人獨居不好。』（創二 18）這話指明，亞當單 

    身的時候，沒有快樂或滿足；亞當需要一個妻子。亞當得著妻子時，就有了安息和滿足。新婦和妻子 

    是為著安息和滿足的。 

七、戰士：召會是新人，這個新人是個團體的戰士，乃為對付神的仇敵，並且擊敗他。 

 

    我們若將召會這七面擺在一起，就會看見一幅美妙的圖畫：召會是身體，彰顯基督；是新人，接受基



督作人位；是國度，有權利和責任；是家，有生命和享受；是神的居所，給神居住；是新婦，使基督得著

滿足；是戰士，為著爭戰並擊敗仇敵，使神能完成祂永遠的定旨。這就是召會。 

奉獻見證------------------------------------------------------
--------路滴脂油恩重重
    

十⼀奉獻 

    『十一奉獻』在我們家中不是秘密，是一件應

該做的事，也是我們的『家風』。 

我們這個家，曾經有很大的缺乏。窮到全家打

地鋪；窮到一個月收入只剩三千塊；窮到怨天尤人，

甚至不想活了……。 

      然而，主耶穌卻在這時臨到我〜有人來傳福

音，還陪我讀經。只記得當時，我是以桀驁不遜的

態度，反駁聖經的話，想讓這位弟兄知難而退。就

這樣唇槍舌劍了半年，我被聖經折服了。甘心樂意

受浸，歸入主名！ 

     不久之後，弟兄帶我讀了瑪拉基書三章十節：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

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

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於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當時我很為難，也去找弟兄交通說：我現在收入很

不穩定，最多不過三萬塊、最少三千塊，生活都不

夠用了，哪還有錢奉獻？弟兄回答說：你省下這些

奉獻的錢，生活就夠用了嗎？我說：不夠！他就說：

那麼，你為什麼不試試我們這位神？我愣了一下，

決定要試試看！就這樣，開始『十一奉獻』。 

     果真！我們所信的神，真是傾福於我，一路走

來，路滴脂油恩重重。感謝主，神的話是誠實可信

的，願我們一同蒙恩，榮耀歸神！(宜蘭縣眾召會聖徒) 

 

香草山上的蒙福 

    每個月第一個主日最期待的是集中聚會，因為

我又可以拿到『香草山上』月刊，這分月刊讓我愛

不釋手，裏面充滿供應人生命的話，有信息分享，

福音故事，心情便利貼應時的話，好聽的詩歌，還

有兒童，青少年，青職他們的排生活，相調生活，

不但色彩鮮明，排版有條理，是一分讓人看了會感

覺很享受的美好刊物。 

    同時，它也是傳福音的一個好幫手，當我去探

望福音朋友時，『香草山上』是我與福音朋友的見面

禮，是很好的憑藉，我在醫院照顧母親時，香草山

上陪伴我，使我不感力窮，裏面的經節，內容豐富

了我的生活，使我能保持喜樂的靈照顧母親並與兄

嫂分享供應他們神的話和召會生活的甜美，當我和

同病房的病患一起享受『香草山上』的詩歌和福音

故事時，他們喜樂洋溢而忘記了病痛，在香草山上

享受主的同在，實在是太寶貝了。 

   當我聽聞『香草山上』這樣精美又有意義的月

刊因為面臨經費的不足而面臨停刊，心裡很著急，

期盼弟兄姊妹能共襄盛舉，為福音的緣故能個個拿

起負擔，為這分刊物盡一點心力，奉獻一點錢財為

『香草山上』效力，主必將繁增之福賜給我們宜蘭

縣眾召會。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

通與我們眾人同在，阿們！(宜蘭縣眾召會聖徒)  

 

  

晨禱見證------------------------------------------------------
起來！過金香壇的生活
 

    兩個月前聽到弟兄的呼召時，意識到很久沒有晨興了，我就找我的同伴蘇文聖弟兄，每天早上六點到

七點，開始晨禱與團體晨興。 

    為了過這樣的生活，我必須比平常早半小時起床，走路到文化會所，過程中最大的困難是持之以恆，

或許是昨天的功課寫太晚；或許是身體軟弱了，這時，親愛的文聖弟兄就會來按家裡的門鈴，使我們的晨

興生活繼續下去。 



    藉著過禱告的生活，使我對身旁的同學更有福音的負擔，如以弗所書五章十節所說：『要贖回光陰，因

為日子邪惡。』兩個月中，總是有一位中年弟兄，在我踏進文化會所之前，

就已經開始唱詩讚美神了，看在眼裡，實在感動。 

    只願更多人投入禱告的水流中～（林耀主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