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1/16(週一)〜1/21(週六)，內容為『主今日行動的方向』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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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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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2016 年冬季錄影訓練年冬季錄影訓練年冬季錄影訓練年冬季錄影訓練：自 2017年 1/14日起至 1/25日止，地點：進士會所。 

內容為以西結結晶讀經(一)，時間如下： 

時間與日期 1/21 1/15、1/22 1/16、1/23 1/17、1/24 1/18、1/25 

08：30~10：20 第七篇  

10：30~12：20 第八篇 

19：30~21：20  第三、九篇 第四、十篇 第五、十一篇 第六、十二篇 

四. 安息聚會:劉東魁弟兄已於 1/13 安息主懷，安息聚會訂於 1/22(日)下午二點在福園 802 廳舉行。屆
時請眾聖徒在基督身體的愛裡前來扶持。 

五. 新春接待:韓國聖徒於 1/26~1/28來訪問宜蘭眾召會，請弟兄姊妹聖別時間在主裡接待我們親愛的家
人。可以接待請告知李建廷弟兄(0975-057-242)或林世麟弟兄(0935-280-000)。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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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青少年本週晨興追求材料：聖經之旅第七冊：第八課(主救恩的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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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著兒童就得著他們的一

生，也會得著他們的家長，家長都是年輕人。得著他們就會使召會年輕化，帶進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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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二月動工，所需工程款約 380

萬元，目前奉獻款 176萬元，請聖徒們繼續代禱並記念。 
三. 新受浸聖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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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為參加學測學生代禱：李傳承、康奕鈞、李沛羚等學生，考試日期為 1/20~1/21 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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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朝陽弟兄(中風恢復)、

吳笛(細菌感染住院，吳緯中弟兄的兒子)、康勤(開刀住院，康金進弟兄家族的大姊)。 

 人數統計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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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4 -- -- 9 7 -- 5 7 -- -- -- -- 14 

礁溪鄉召會 20 -- 19 28 7 -- 21 -- -- -- -- -- 36 

壯圍鄉召會 8 -- 6 9 -- -- 6 6 2 -- -- － 11 

員山鄉召會 53 -- 10 15 5 -- -- 7 -- -- -- － 53 

蘇澳鎮召會 15 -- 7 11 3 -- 1 6 1 -- -- － 20 

大同鄉召會 10 8 6 12 5 -- 7 10 1 -- -- -- 15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40 -- 1 21 7 -- -- -- -- -- -- -- 49 

延平區 20 -- 5 5 4 -- -- -- -- -- -- -- 23 

進士區 50 3 5 30 14 -- -- -- -- -- -- -- 61 

學生區 31 2 9 45 10 -- -- -- -- -- -- -- 51 

合  計 261 13 68 185 62 0 40 36 4 0 0 0 333 



                          建造與破碎（二）           2017/1/15 第五十九期    

建造之於事奉及爭戰 

    我們和聖徒在召會中一起事奉，不只要自己被

建造，也需要建造別人。建造有多少，事奉纔有多少。

『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爲屬靈的殿，成爲聖別的祭司

體系。』當我們像活石被建造成爲屬靈的殿，這個屬

靈的殿就成爲祭司體系。神的百姓必須有真實的建

造，纔能有團體的事奉，也纔能成爲神的戰士，爲着

神的國度爭戰。我們屬靈的事奉和屬靈的爭戰，完全

根據於我們在神面前的被建造。 

破碎與建造 

    我們要建造在一起，聯絡得合式，結合得堅固，

就需要破碎。『建殿是用採石場豫備好的石頭』，所以

建殿的時候，材料不需要再對付，不需要再破碎。要

有結合，就必須有聯絡；要有聯絡，就必須先有對付，

先有破碎；每一塊石頭都不能保留原有的樣子。從神

的眼光看，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塊屬靈的活石。我們

最終的歸宿，是神所建造永遠的居所。但這塊活的石

頭，若不經過對付、破碎，就永遠只能和別的基督徒

堆在一起，而不能一同被建造成爲神屬靈的殿。 

和諧不爭 

    一個人若是受了對付，有了破碎，最特別的點，

就是他不會有多少意見，也不喜歡發表意見。一個受

過對付的人，不只自己錯了他不爭，連自己對了也不

爭。你必須被主破碎到一個地步，就算弟兄們的見解

都錯，獨有你的見解對，但因着弟兄們堅持，你能一

點也不爭。我們必須被主破碎到這個地步。聖徒靈裏

面和諧的感覺，是很細嫩、很敏感的。稍微一爭，就

沒有靈裏的和諧了。卽使你爭得勝利，你的行動裏也

沒有神的同在。弟兄姊妹靈裏和諧，纔有神的同在，

纔滿有祝福。人受過破碎、受過對付，就會沒有意見，

就會帶來和諧。 

寬大接納別人 

    一個受過對付、破碎的人，是最有智慧的。在關

乎神建造的事上，懂得堅持山上的樣式作尺度，絕不

會離開山上的樣式。聖經中的原則，他最堅持，也絕

不放棄。弟兄或姊妹若題議一件事，違背了聖經明文

的教訓、神明顯的啓示、或山上的樣式，我們是應該

爭執的。給神破碎過的人是有智慧的，他的心是大

的、是寬的；凡不涉及神的榮耀，不影響神見證的，

無論是甚麼樣的人，題議甚麼樣的事，他都能接受。

只有這樣給神破碎過，沒有意見，心地寬大的人，纔

是合式建造的材料。 

爲人生活中的 

    王上六章說到石頭在採石場豫備好，那是指我

們在爲人生活中受神的對付。我們若在爲人生活中

受過神的對付，等到我們來到召會中被建造時，就沒

有聲音了。神總是要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歷對付。一

個人若能在家庭裏接受神的破碎，等到他在召會中

被建造時，在他身上就沒有多少聲音，不需要再受對

付。 

屬靈需要有建造 

    屬靈而沒有建造就等於零，那種屬靈絕不是真

實的屬靈。真實的屬靈，都是被建造的。到底是不是

屬靈，要用建造試驗。只有經得起建造的，纔是真屬

靈；凡經不起建造的，都不是真實的屬靈。光是屬靈

沒有價值，光是屬靈反而破壞神的見證，拆毀神的見

證，失掉神的祝福。我們固然不能要一個屬肉體的不

和諧，但是也不能要一個屬靈的不和諧。 

聖靈的改正 

    被建造的條件乃是一直接受破碎，而能有廣大

的心，寬大的接納人。只要不傷害主的見證，沒有一

個意見你不能接受，沒有一個人你不能接納。我們要

學習破碎，學習沒有意見，學習不改別人的作法，學

習寬大。能在凡事上沒有聲音，纔是最大的本事；這

樣的本事，只有受過神對付的人纔有。 

    你若肯這樣不爭，聖靈會在弟兄姊妹裏頭作事，

把一件一件事都帶上正軌；讓祂作，不必你改正。聖

靈把你和弟兄姊妹建造在一起。若是弟兄姊妹中間

有不正常的光景，聖靈會改正。聖靈的改正，就是最

結實的建造。結果召會就聯絡得合式，結合得堅固，

成爲神在靈裏的居所。 

(摘錄自建造召會的異象、豫表與實行 第四篇) 



餧養見證-------------------------------------------------------
-------活水泉源的供應 

     

    這段期間在新人的牧養上，經歷了四活物配搭的甜美，或有詩歌、或有見證，帶進活水的湧流，如何

讓基督這活水泉源不斷在我們裡面湧流供應，我們的生活就是要活基督的時間多、活自己的時間少。在配

搭的事上操練膏油塗抹，不憑自己的揀選，乃是阿們神的工作。 

最近這半年因著小羊屬靈餵養，主常對我說要活不只是話語真理、更要有生活的見證，使被牧養的家能成

為常存的果子。許多家都能配搭供應，我們家則常愛筵他們，為著供應更多的基督，我們也調進各區肢體

的配搭，一同扶持這個家從愁牢中救拔出來。兩三個家一起配搭服事用餐相調，食物豐不豐盛不重要，只

要冰箱打開就能帶進祝福。 

    已過這週二接待了一位小姊妹到家過夜。原來以為不好服事的青少年，竟然對主的話很渴慕、也羨慕

活在召會中。晚上相處的時間一直跟我訴說，他當天所聽到的聖經故事，我非常稀奇一個不愛讀書的孩子

卻被聖經故事吸引。她說她想要一直過這樣的生活。當天晚上我家小孩說她要去複習功課了，小羊卻說阿

姨我們來讀聖經禱讀經節。按照我自己天然的人，這時晚上九點半點應該不是讀經的時間了，可是我就順

服那靈的工作，陪她禱告、禱讀。真是喜樂暢快，我沒有照著天然想法，只順著裡面膏油塗抹的加多，連

續幾天都是陪著她過著這樣喜樂的相調。原本是令家人頭疼的孩子，在神眼中卻是珍寶！（吳黃淑津姊妹） 

 
晨興拾穗-----------------------------------------------豫備新婦
作新郎的配偶（二） 
 

讚美作王的基督-在祂自己裏，在祂作王后的召會裏，並在祂所有子孫，就是在作眾首領的得勝者裏 

 
讚美基督作王讚美基督作王讚美基督作王讚美基督作王 

詩篇四十五篇，是詩篇一百五十篇詩中最高、最大的一篇，是可拉子孫的訓誨詩，詩的主題是愛，而曲

調稱為『百合花』。這篇詩的讚美是奇妙的：不僅讚美直接屬基督的東西－祂的榮美、得勝、威嚴、國度和

甜美，也讚美那間接屬祂的東西－祂的召會和祂的得勝者。對王的讚美：「論到王」，作王的基督；我們對主

有情深的愛，我們的舌頭就是活的快手筆，照著對祂一切所是的經歷和享受，迅速寫出對祂的愛和讚美。基

督是腰間佩刀的大能者，大有尊榮威嚴的一位。為了真理、溫柔、公義，基督在威嚴中坐車前往，無不得勝。

祂的右手施行可畏的事。 

基督的十字架是宇宙中最可畏的事，威嚇了撒但、魔鬼、以及墮落的天使。基督是神，祂的寶座是永永

遠遠的，祂國的權杖是正直的權杖。基督是王，喜愛公義，恨惡邪惡（不法）。因著祂喜愛公義，恨惡邪惡，

神就用歡樂的油膏祂，勝過膏祂的同夥。祂在我們以上受膏，我們在祂以下受膏。這需要我們將自己的主權

交出來，在祂權柄的管制之下順服祂，我們就經歷祂的膏油與祂一同作王。在召會中，每當我們聚會的時候，

讚美必須是中心的特徵，因為從象牙宮中發出絲絃樂器的聲音，使祂快樂。 

對王后的讚美：我們眾人，無論男女，都是君王的女兒，因為我們由君王所生，因而屬於王家，我們有

君尊、尊貴、和威嚴。我們若有這領悟，就會說，「主，我是君王女兒中的一個，尊貴婦女中的一個。我有君

尊、尊貴、和威嚴。我不是普通的人。」這是我們信徒的身分。每一次的聚會，都有主即時、活的說話。我



們都必須學習聽那靈活而即時的說話，並忘記過去老舊的關係、老舊的方式、老舊的背景。我們惟一的美麗

乃是從我們裏面照耀出來的基督；基督欣賞我們的，乃是祂自己的彰顯。 

信息分享-------------------------------------------------------
----------------自隱的神   
  

救主以色列的神阿救主以色列的神阿救主以色列的神阿救主以色列的神阿，，，，你實在是自隱的神你實在是自隱的神你實在是自隱的神你實在是自隱的神。。。。(以賽亞書四十五15) 

    我們要注意以賽亞對神是怎樣的說法。他說，『神阿，你實在是自隱的神！』…神在以色列人中間，在

以色列人身上，作了許許多多的事，但神卻把自己藏在一邊，…一大堆的事都是祂作的，但以色列人卻看不

出來那一位作這些事者到底是誰。所以當申言者以賽亞發現了這件事，他就在那裏說，神阿，你是一位自隱

的神，你實在是一位自隱的神！ 

    以色列人在他們被擄時分開、離散了。他們可能告訴他們生活在其中的外邦人，他們的神是耶和華。外

邦人，尤其是統治者，也許曾對以色列人說，『你們的神在那裏？你們的耶和華是又真又活的麼？若是的話，

為甚麼你們在這裏被擄作奴僕？』在被擄的年間，神是隱藏的，現今祂仍是隱藏的。甚至今天在召會時代，

神還是隱藏自己。今天對以色列人和我們而言，宇宙中似乎沒有神。我們需要領悟，神是又活又真的，但祂

也是隱藏的。祂乃是自隱的神。 

    今天我們需要領悟，我們所事奉那無所不能的神，仍在隱藏自己，尤其是在祂幫助我們的時候。我們看

不見祂，表面看來，祂沒有為我們作甚麼。事實上，祂始終隱藏的與我們同在，並且正為我們作許多事。 

（信息摘錄自臺灣福音書房/李常受/自隱的神） 

 

得救見證-------------------------------------------------------
--------------聖靈的工作

我與周弟兄是在不同領域的職場上認識的，是

主的揀選，也是主在創世前的豫定。記得當初在交談

中，他顯得較拘謹較保守，好像有心事，壓力蠻大的，

反而他覺得我蠻開朗，且面帶喜樂的樣子，就問我有

什麽妙方，能讓自己喜樂滿溢。我才跟他講我是一位

基督徒，主在我靈裏，我有基督的生命，經歷基督作

葡萄樹，凡接觸我的人皆因主的恩典而喜樂。所以福

音的傳揚便聯結在－起，也參加了第－次主日集中

聚會，非常的享受主。 

在我家幾次的愛宴，雖然小兒子較害羞且有點

感冒，也跟弟兄姊妹一起讀經、唱詩歌。最妙是在十

二月份的福音茶會中，當時因要配搭蘇弟兄的福音

朋友，我與姊妹需要到另一桌去，就由別的弟兄留下

陪他。過沒多久，弟兄跟我講周哲諄弟兄想要受浸，

靈裏火熱，在受浸後他跟我講他現在很舒服，好像放

下重擔，才知道他以前需擔負職場的重擔和家庭的

責任，較沒笑容，也沒喜樂的心，現在他有了主耶穌，

有三一神進到他靈裏作生命，得著了生命，享受主的

豐富，主的智慧，成為主所喜悦的器皿。 

周弟兄受浸後雖然遇到小兒子因中耳炎發高燒

住進博愛醫院，後又引起肺炎，大兒子也因被弟弟感

染－樣發燒不退，－起住在弟弟隔壁床，後經弟兄姊

妹如雲彩般的看望和禱告，哥哥燒已退了，弟弟也康

復了，真的是主的憐憫和顧惜，眷顧了他們全家平安

喜樂！ 

周弟兄的福音見證說明了弟兄姊妹是最愛最親

的，輭弱時要陪我同哭主前，失敗時也要跌在你們中

間，有弟兄處，就有活路。這是我們對真理的認識，

生命的經歷，召會的事奉，福音的傳揚所需要的彰顯

基督。(林志漢弟兄) 

    

這是我第二次來到宜蘭市進士會所，第一次是在幾年前，但就沒了。而這次親愛的志漢弟兄

（我覺得是主派來的）ㄧ直引領我，在福音茶會中遇見了一位弟兄，告訴我關於自己得救的經歷與



進士會所的蓋造過程，在交通的過程中，我的全身上下被滿滿的氣所包圍（有點像自己在氣球裡，

快缺氧的感覺），當下唯ㄧ想做的，就是去受浸！！讚美主！受浸後我整個人是非常！非常喜樂！！

當我睜開眼，ㄧ切變得光亮與清晰，讚美主耶穌，感謝您賜給愛與恩典！阿們！(周哲諄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