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11/28(週一)~12/3(週六)，內容為『回歸召會的正統』：在非拉鐵非的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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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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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2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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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眾召會弟兄集調宜蘭眾召會弟兄集調宜蘭眾召會弟兄集調宜蘭眾召會弟兄集調：11/19(六)，早上 8 點至中午 12 點 15 分於進士會所舉行。請眾召會弟兄們

彼此邀約進入職事信息與負擔，也歡迎眾召會姊妹們一同參加。在異象中，做主明亮的使者，顧惜
祂的召會，成為今時代的得勝者。 

七.宜蘭市召會財務報告：8 月收 666,562 元，支出 660,292 元，餘 6,270 元；9 月收 795,501 元支出
179,765 元，餘 615,736 元。9 月 30 日現金 1,150,570 元，需待轉出款 976,536 元，召會淨剩餘額款
174,034 元。其餘內容明細請詳各會所公佈欄公告之財務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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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都委會 10/14日審核決議，蘇澳舊會所建地依都市計劃使用管

制規定，建地寬度退縮為 4米，由於空間窄長，難符使用，經尋求交通後，改以原地整修重新規

劃，估算工程預算約 380萬，目前已收到奉獻款 117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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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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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萬來先生食道腫瘤(林世麟弟兄父親)，李弘文弟兄(李建廷父親)。 

 

 

 人數統計 (10/31~11/6)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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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 兒童 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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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2 4 -- 6 7 -- 5 8 -- -- -- -- 15 

礁溪鄉召會 27 -- 18 29 -- -- 19 6 -- -- -- -- 35 

壯圍鄉召會 5 1 2 6 -- -- 5 6 2 -- -- -- 11 

員山鄉召會 40 -- 8 -- -- -- -- -- -- -- -- -- 40 

蘇澳鎮召會 15 2 6 8 3 -- -- 7 1 -- -- -- 20 

大同鄉召會 7 2 5 10 3 -- 7 10 -- -- -- -- 13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 -- 3 17 1 -- -- 2 -- -- -- -- -- 

延平區 -- -- 4 5 -- -- -- 8 -- -- -- -- -- 

進士區 -- -- 5 21 -- -- -- -- -- -- -- -- -- 

青少年區 -- -- 7 31 2 -- 5 6 -- -- -- -- -- 

合  計 273 83 58 133 16 0 41 53 3 0 0 0 315 



                生命的路乃是神的拆毀而非涵養（下）   2016/11/27 第五十二期   

神在人身上真實的工作乃是拆毀 

    凡受神帶領的人，在他身上定規一直有主拆毀

的工作；不要以為一個好好敬畏神，活在神面前的

人，就什麼都是順利的，都是得人稱讚、誇耀和敬佩

的。當人敬佩你的時候，你要先把那個敬佩踏在腳

下。因為有的人，可能一年、半載敬佩你，卻在下一

個時刻看不起你，誣篾你。不要以為你是受神差遣，

蒙神呼召，受神付託的人，所以聖徒都該佩服你、尊

敬你。說不定，有一天，弟兄姊妹都會在那裡唾棄你、

輕看你。 

所有在召會中帶領的弟兄們，這些苦杯都喝過

不少。可能多年得你教訓、受你教導、得你幫助、受

你供應的人，最終也不過是報償你一個批評論斷而

已。這就是事奉主之人的道路；沒有什麼道路比這更

好、更高。神永遠不許可祂的一個僕人，成為受人稱

讚、高舉的人；遲早有一天，神要拆毀那個可稱讚之

處，叫你在人眼中看為卑鄙、可指責的。這些都是神

的拆毀。聖靈的膏油，聖靈的管治，是神相當好的工

作，但神最厲害的工作，乃是拆毀。願主憐憫我們，

從這時候起，就聽見這話，好叫我們將來遇見這些事

時，不至動搖，並且能從深處知道，那是神的拆毀。 

涵養越深己越強 

我們必須牢牢記得，若是我們遇到神的拆毀，而

難以接受時，寧可拒絕，絕不要涵養。聖經的道是破

碎，是要你這個人被拆毀。涵養就是所有的為難，你

都能吃下去；並且你越吃下去，越滿了自己，這不是

聖經的道；聖經的道乃是要你破碎、被拆毀，好讓神

能夠進來。聖經說，外面的人要毀壞，裡面的人要更

新。一位弟兄反對你，乃是神的手在你身上的拆毀，

你要對神說，『神阿，照亮我，給我看見，你要破碎

那一點？這個弟兄反對我，是你要拆毀我的那一

點？』這不是涵養、包容的問題，乃是你這個人要被

拆毀。涵養越大，己越強、越厲害。 

基督徒的路，不是涵養的路，而是千瘡百孔的路。

無論遇到什麼，都是以涵養為原則，並且還能禱告

說，『主阿，擴大我的度量。』這不是聖經的真理，

不是聖經的道。聖經的道不是擴充，乃是毀壞；神所

以使我們被打倒，就是要毀壞我們；我們生活中所以

有難為，就是要毀壞我們。如同保羅所說，外面的人

雖然在毀壞，裡面的人卻一天一天在更新。（林後四

16）涵養不是聖經的道，毀壞才是聖經的真理。每一

次受為難時，不要走涵養的路，要走破碎的路。我們

裡面該有光，該有恩膏的教訓；我們裡面要有啟示，

看見神要破碎我們什麼。在神所要破碎之處，我們需

要接受神的『斧頭』、『大刀』。 

在光中接受神的破碎 

我們該俯伏在神面前，接受神在我們身上的這些

對付；學習在光中，接受神的破碎。永遠不要追求涵

養，涵養不過是養大自己，建立自己，擴大自己的工

具；倒要學習伏在神的光中，接受一切的破碎，和任

何從神來的拆毀，而不遮蓋自己。我們若看見某弟兄

的妻子天天吵個不休，而這位弟兄實在有涵養，甚至

人都稱讚他功課學得好，我們千萬不要跟著稱讚。我

們必須認識，弟兄的涵養不過是在保存自己，擴大自

己，建立自己。我們絕不要學習涵養，學習容忍，乃

要學習伏在神的光中，接受破碎，讓所有的環境，在

我們身上拆毀、破碎我們這人。 

(摘錄自認識生命與召會第二十篇) 

 



晨禱見證-------------------------------------------------------
-------------主耶穌愛我    
 

  原本因家人陸續病倒，讓我非常恐懼，所以特別珍愛身體。每天早起從住家泰山路，到運動公園打氣功

兩小時，晨興擺在第二位，有時午興甚至晚興，反正身體比較重要。姐妹愛我，一直配合我的時間，從不放

棄。今年5月27日開始每天早上九點半，到姐妹家讀經追求，漸漸享受，胃口大開。九月初開始早上5點半仍

然運動，但就近在宜蘭高中，六點半結束，立即到文化會所晨興禱告，剛好碰上百日復興的水流，實行至今

非常享受與主相見在清晨，才發現晨興聖言，原來就是要一早被主餵養，全人浸入，甘甜難以言諭，連主日

早上我都是先到文化會所禱告之後，再到員山召會參加擘餅。 

  主的應許： 

  我的小兒子之前一直很排斥，甚至認為基督徒是假冒偽善。所以他逆著性去看撒但教義，覺得比較符合

人性，因為他認為，人性本來就自私。但感謝主，藉著弟兄姐妹的代禱，及我每天到會所與姐妹堅定持續的

禱告，並且要感謝弟兄的提醒，讓我信主的信實，藉著我信，才能讓他願意跟我一起跪地禱告，不但把他拉

回來，現在他自己也跪地禱告，呼求主名。主真的不誤事，在宜蘭國道馬拉松比賽中，讓他經歷了主，拿到

該組第一名！（原本受傷以為沒希望了）。現在他參加主日聚會，也到會所禱告唱詩歌，並到弟兄家讀經追

求。多麼神奇的主，我們感謝讚美你！(李靜萍姊妹) 

 
晨興拾穗-------------------------------------------------------

----------在撒狄的召會 
     

    在撒狄的召會豫表從改教至基督再來時的更正教。許多人以爲更正教是活的，但主卻說她是死的，她

已經失去生命的活力，不過徒具虛名。所以當主論到撒狄召會的光景就說，『我知道你的行爲，按名你是活

的，其實是死的』這當然提醒我們不能留在撒狄召會死的光景中；反而我們要在傳福音上，在滋養新人上，

在成全聖徒上，在申言建造基督的身體上，是活的。因為我們的主基督是『那有神的七靈和七星的』，神的

七靈是爲著使召會加強的活，七星是爲著使召會加強的亮。死沉、改革的召會需要神七倍加強的靈，是死

的知識所永遠不能頂替的。而七星是眾召會的使者，是那些在黑暗中發光，並使人從錯誤的路上轉到正路

上去的人，這樣的使者與神的七靈是一。不只聯於那靈，也聯於眾召會。    

    主又指責在撒狄的召會說，『我沒有見到你的行爲，在我神面前有一樣是完成的』。在神看來，在所謂

的改革召會中，沒有完成的工作，都是有頭沒尾。因著改教並沒有把召會改回當初的情形，不過是叫世界

的召會變作國家的召會而已。所以需要在非拉鐵非的召會，表徵恢復的召會，來完成主所要完成的。對這

事，主說『若不儆醒，我必臨到你那裏如同賊一樣。我幾時臨到，你也絕不能知道。』這節經文指明基督

是那要像賊一樣臨到，偷取祂所寶貴的尋求者的那一位。許多信徒旣在屬靈上是死的，就不會察覺主向尋

求祂的人隱密的顯現，要像賊一樣臨到。只有那些在生命裏成熟，在魂裏變化的人，才彀貴重讓主偷走。

因這緣故，我們必須在主隱密的來臨之前徹底豫備好。  

    對於那豫備好的，主又應許說『在撒狄，你還有幾名是未曾玷污自己衣服的，他們要穿白衣與我同行，

因爲他們是配得過的』，在聖經裏，衣服表徵我們行事爲人並生活上的所是，玷污的衣服指有了死亡沒有生

命。在神面前死比罪更能玷污人，然而撒狄的玷污，不是被罪玷污，乃是被死亡玷污。但主應許『得勝的，

必這樣穿白衣』，這種得勝，是指勝過更正教死的光景。穿白衣的應許，是在千年國給得勝者的獎賞。每一

個基督徒都需要兩件衣服，頭一件是救恩的衣服，表明基督在客觀方面作我們的義，就是被基督作他的義

所遮蓋。我們還需要第二件衣服，使我們得稱許而蒙悅納，表徵我們所活出的基督，在主觀方面作我們的

義。在啟示錄十九章八節『明亮潔淨的細麻衣』就是指第二件衣服。我們已經蒙了拯救，有基督作我們客



觀的稱義這第一件衣服；現在我們需要往前經歷基督作我們主觀的義，使我們可以有第二件衣服，使我們

得賞賜，進入國度與主同行，與祂一同掌權。

信息分享------------------------------------------------------
-------------新人得餧養 
     

    我們必須有新人在我們照顧之下得餵養。餵養

新人就是實行餵養小羊，（約二一 15，）也是實行作

乳養的母親餵養自己的孩子。（帖前二 7。）保羅說，

使徒之於初信者就像乳養的母親，保養顧惜他們，使

他們長大。這樣的實行在我們中間絕對是新的。 

    我說過，我們每一人都該有兩三個年幼的「小

羊」在我們照顧之下，但我們仍然缺少這種餵養。我

們若沒有至少兩三個人在我們照顧的手下，我們就

必須「去打魚」得一些新人。當我年輕時，我迫切的

要帶初信者歸給主。 

   『我若沒有得著一些新人，我就不能吃得好睡得

好。在禱告和禁食之後，我就起來上街與人談話，』

不管他們是那一種人；有志者事竟成。但我們可能不

夠迫切。結果主可能向我們動怒，因為在他的筵席上

仍有空位。 

    主也給我們看見，我們必須藉著使徒、申言者、

傳福音者、牧人和教師，成全聖徒而實行召會的建

造。（弗四 11～12）每一個聖徒，毫無例外，都必須

作有恩賜之人所作同樣的工，就是新約職事的工作，

建造基督的身體。不僅如此，我們也發現在大聚會中

無法成全聖徒。成全必須在排聚會裡施行。 

    我們必須去帶人得救；我們必須「結婚」才能生

兒女。在生兒女之後，我們需要餵養、保養 

、顧惜我們的孩子。然後我們必須成全他們，建造他

們，使他們說基督的話，向別人講說基督並說出基

督，也就是申言。我們若按照新約的教訓有這樣的實

行，在我們中間就不會有人閒散。但我很擔心許多的

聖徒是閒散的。我們可能不知道我們光景的嚴重，但

有一天我們會知道。主說，「去作生意，直等我回來。」

如果主今日回來，要我們向他交賬，我們都會很嚴

肅。主正在回來，我們必要見他並向他交賬。（太二

五 19，林後五 10。） 

    但今天有許多聖徒是安逸的。新路是找麻煩的

路，不是叫人平安的路。我們必須看見，新路不給我

們安息，反而使我們忙碌。 

（摘錄／排聚會的實行／第八篇傳福音生兒女，殷勤實行新路） 

 

 弟兄集調--------------------------------------------------------
-------回歸召會的正統 
    真的要為這次全球長老同工訓練的總題『回歸召會的正統』特別感謝主。這是主向祂的眾召會修剪燈

芯的說話。顯示主來臨的日子近了，要我們都能預備好。而在宜蘭也呼召百位姊妹們參加全台姊妹集調。

這真是激勵宜蘭眾召會聖徒，特別是弟兄們應該在這交通裡一同有分並堆加，因而衍生這次宜蘭眾召會的

『弟兄相調特會』。特會的目的無非是將職事信息的豐富能擴展到地方召會每位聖徒裏，好在異象中經歷金

燈臺中，那位獨特且終極的人子耶穌基督並有分於祂的行動。 

    近年來宜蘭這地聖徒聚會人數也幾近三百人的規模，特別是青年聖徒的比例更是逐年加增。召會的託

付在這一代必須被興起、被傳承，就有需要在各層面將他們調和並成全。因這緣故，在交通中有了一致的

感覺，要在這次特會中擴大成全青年弟兄們主講信息，操練屬靈的恩賜。喜見青年弟兄也都樂於在話語中

相調一起。起初多所顧忌，顧忌話語服事所需真理和生命的具備不彀、顧忌經年累月屬靈操練的不足，也

顧忌沒有在現場訓練先被洗禮。但這些都在禱告和交通中堅信：只要忠信於職事的話、做好傳承的工作，

相信主能補滿這一切的不足。如保羅要提摩太傳承時說到：『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從我所聽見的，要託付那

忠信能教導別人的人』。接下來在相調特會中，真是享受青年弟兄豪邁的宣告說，他們要擔負起主的見證；

更多是滿懷心志釋放信息的中心思想與負擔，並交通出該有的生活與實行。再加上每篇有豐富經歷的弟兄



十分鐘負擔的話，使整個特會相調下來，有激勵也勸勉，有溫馨也感動，有警惕也鼓勵，有盼望也榮耀。

還有更甜美的是弟兄姊妹在身體裏扶持，在靈裏享受分賜並珍賞弟兄們的單純與正直。 

    總結這次相調特會的性質，是將職事信息的負擔擴展及深化在地方召會的聖徒裏。並藉此擴大成全有

心願的青年聖徒。但焦點還是眾聖徒接受神聖的分賜，得著一班有耳可聽，以奴僕的心在靈裡配合神行動

的人。過程中諸多缺欠在所難免，但盼望主豐滿的職事在宜蘭這地能逐日深廣。（吳建仁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