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1/9(週一)〜1/14(週六)，內容為『主今日行動的方向』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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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1/21 1/15、1/22 1/16、1/23 1/17、1/24 1/18、1/25 

08：30~10：20 第一、七篇  

10：30~12：20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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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市召會 2016 年 11 月份財務報告:11 月收 388424 元支出 161751 元，結餘 226673 元。11 月底現
金及銀行存款餘額 1426169 扣抵暫收待轉款（海外開展、蘇澳會所修蓋造等）1230884，淨餘額
195285 元。11 月詳細財務報表請看各會所公佈欄公告之內容。 

五. 1/9(一)19:30~22:00 在文化會所，有當週晨興進度之禱研背講。之後，因有錄影訓練及春節，2/6(一)
恢復當週晨興進度之禱研背講。 

六. 青少年本週晨興追求材料：聖經之旅第七冊：第七課(主盡職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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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家排：福音得人，需要在家聚會中養育，在排聚集中陪育成全。 
三. 加強蘇澳鎮召會，開展並建立南澳鄉召會，南澳鄉的金燈臺設立了，宜蘭縣就全部福音化了。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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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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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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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東魁弟兄(劉佑伊姊妹

父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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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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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3 10 -- 9 9 -- 4 8 -- -- -- -- 13 

礁溪鄉召會 31 10 22 20 4 -- 22 -- 3 -- -- -- 35 

壯圍鄉召會 12 6 6 6 -- -- 6 5 -- -- -- － 14 

員山鄉召會 45 16 10 10 8 -- -- 7 -- -- -- － 49 

蘇澳鎮召會 17 7 6 11 8 -- -- 6 1 -- --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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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43 3 13 14 -- -- 6 -- -- -- -- -- 47 

延平區 26 1 7 14 1 -- 2 -- -- -- -- -- 31 

進士區 37 6 5 3 9 -- -- -- -- -- -- -- 49 

學生區 28 8 12 40 14 -- 7 7 -- -- -- -- 42 

合  計 262 72 88 139 58 0 55 43 5 0 0 0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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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與建造 

馬太十六章十六節說，『你是彼得〔或石頭〕，我

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主在新約時代裏所

成全的一切，不僅爲給我們認識、接受並得着，其最

終的目的是爲使我們成爲一塊『石頭』，好給祂用來

建造祂的召會。召會乃是基督的身體，是神的居所，

也是一個團體的新人。召會是配搭的、是建造的。沒

有配搭怎樣沒有身體，沒有配搭也同樣沒有召會；沒

有建造怎樣沒有一個居所，沒有建造也同樣沒有召

會。 

以弗所四章有兩句話說得非常好：『聯絡在一

起，並結合在一起』。因爲聯絡得合式，所以就結合

得非常堅固。個別來說，每塊材料看起來都很單薄，

但整體而言，因爲聯絡得合式，就相當的堅固。人所

以是個結實的人，全在於一副很結實的骨架。骨架裏

多半是些小骨頭，它們配搭在一起，經過建造，成了

一個體系，就很有功用。雖然我們都很平常，但我們

配搭起來，就有神的祝福。主在祂的召會中，並不需

要屬靈大漢，乃是需要每一個肢體；林前十二章說得

很清楚，比較不體面的肢體，就給它加上更豐盈的體

面。身上肢體似乎較爲輭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能滿

足神心意，並且帶下神的祝福、神的同在的，不是屬

靈大漢，乃是建造的召會。 

建造召會的時期 

新約聖經告訴我們，今天就是建造召會的時期。

保羅像一個智慧的工頭，立好了根基，那根基就是耶

穌基督。如今眾人都在這根基上建造，有人用金、銀、

寶石建造，有人用木、草、禾稭建造。有一天主來了，

祂要審判我們建造的工程。 

以弗所四章十一節也清楚告訴我們，祂所賜的，

有些是使徒，有些是申言者，有些是傳福音者，有些

是牧人和教師，爲要建造召會。彼前二章五節也說，

我們『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爲屬靈的殿』。這些都不

是將來的事，乃是今天的事。使徒保羅在以弗所二章

二十二節說，我們『同被建造，成爲神在靈裏的居

所』。從豫表說，一面是大衞得了材料，另一面是所

羅門把這些材料建造成爲聖殿。這兩件事都是死而

復活的基督，在這個時代裏藉着聖靈所作的。我們今

天像神的軍隊一樣，號聲一致，步伐也一致，這是因

爲我們清楚的看見，神在宇宙中要建造祂自己的家。

我們願意在這裏學習被神建造，也學習靠着神的恩

典，作建造的工作。 

建造之於神的祝福 

要把福音傳出去，必須有建造的召會；要叫人得

着造就，也必須有建造的召會。五旬節那天，彼得和

一百二十幾位弟兄姊妹，神藉着聖靈，在基督的復活

裏把他們建造起來。人看見他們建造的光景，就悔改

歸向神。人能因他們得救，得造就，並且進一步得建

造。神的路乃是藉着建造的召會。甚麼地方有建造的

召會，那裏的福音就非常容易傳出去，人一進到他們

中間就很容易得着造就。 

破碎帶進聯絡與結合，產生建造 

要建造召會，具體實行的路就是眾人必須聯絡

得合式，結合得堅固。凡要被建造的人都得接受破

碎。若是大家都要保持完整，不願被破碎，就沒有辦

法建造了。召會中免不了有弟兄姊妹雖然愛主，熱

心，都願意事奉主，就是不同心。一個沒有破碎的人，

意見總是多。你我若是破碎了，真有屬靈的學習，就

能帶弟兄們學習與主有真實的交通，把弟兄們帶到

主裏面。並且因着一種和諧、同心的光景，就叫人覺

得神在我們中間。 

我們在主面前最寶貴的一件事，就是能和別人

建造在一起，配搭在一起。不在於作法對錯或好壞，

而是在於合一的靈，和諧的靈。一切的祝福完全在於

被建造的光景，並且要『說一樣的話』。要『說一樣

的話』，就需要被破碎。每一個人都要學習建造在別

人身上，結果你會發現，別人也建造在你身上。 

 (摘錄自建造召會的異象、豫表與實行 第三篇) 



晨禱見證-------------------------------------------------------
--享受細微而隱密的神 

 

    百日復興一開始，我和耀主弟兄就憑信，簡單的跟上召會這次的行動，接著就到文化

會所開始晨禱的操練。持續一段時間之後，因著段考的臨近，我就開始偷懶了。等到段考

結束之後，又到了好睡的冬天，我更爬不起來了。因此晨禱操練停了幾週。為了要恢復晨

禱，我向神禱告。感謝主！最近我和耀主弟兄逐漸恢復這樣的操練。 

    神是信實的，是聽禱告的，只需簡單的倚靠祂，就能被堅固在這流中。在這操練中，

是充滿享受的；能在早晨就把時間分別給主，又是何等有福。這種享受的感覺是很細微的，

甚至很容易被忽略。起先我以為要禱告得非常火熱，才算有神的同在。但後來我才知道，從神來的感覺往

往是細微而隱密的。禱告到『非常』火熱時，反而不一定比較有神的同在。雖然這種感覺是微弱的，但是

它停得卻比誰都久，隨時能回想起主那細微的同在。（蘇文聖弟兄） 

 
 
晨興拾穗--------------------------------------------- 豫備新婦
作新郎的配偶（⼀） 

                                                              新婦的豫備
神是常新的神神是常新的神神是常新的神神是常新的神，，，，我們該是祂的新婦我們該是祂的新婦我們該是祂的新婦我們該是祂的新婦    

    

    宇宙之間，天地萬物都經不起時間的考驗，都會陳舊褪色，惟有神是『昔是、今是、以後永是』的那

一位，祂無時日之始，也無生命之終，千萬億載仍是鮮新，儘管年日悠久。祂不僅厭惡罪，也厭惡我們的

老舊衰殘、斑點皺紋、不冷不熱、不結果子。祂要迎娶的不是老婦，乃是『新』婦。 

我們要成為『新婦』的生活： 

（一）晨興（活力的泉源）：在早晨，還沒有被其他人事物打擾以前，先遇見神，被主摸著，帶來日日更

新，重新得力。 

  （二）禱告（能力的來源）：藉著輕聲呼喚主名，親密情深地接觸主，活在祂的面光中。帶來晨露的新鮮，  

        暢快的甘美，祂醫治的光線，驅盡所有的黑暗、憂苦、疲乏，使我們一直是有活力的人。 

（三）結果子：為著能過新活的召會生活，我們必須在身體裏結果子，與活力同伴有親密且徹底的交通，

珍賞同伴，使配搭能和諧一致。經常一同為接觸的對象禱告而有行動。向主要簡單的目標： 

      每年結一個長存的果子。 

（四）不可滿足現狀，更不要念舊，而願意自我變革：觀念老舊不肯更新是很可怕的。『念舊』使我們很

快就會被淘汰。因此，使徒保羅提醒我們要『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只要心思卑微，各人看別

人比自己強，就能虛心學習別人的長處。 

 

    宇宙間只有神是常新不舊、永存不朽的，藉著晨興、禱告來親近祂、享受祂，就被祂常新的素質取代

我們的老舊。召會生活要維持活力常新，關鍵在於月月結新果。從得人、留人、成全人的過程裏，使我們



經歷更新變化，力上加力，榮上加榮。積極進取、不守舊，使我們作神精明的管家，不僅能適應瞬息萬變

的環境，還能抓住有利機會，與奮力活動的神同工，完成新約的職事。 

壯年班見證--------------------------------------為著職事的工作，
建造基督的身體
    

 

    林林林林前十四章二十六節，『每逢你們聚在一起的

時候，個人或有詩歌、或有教訓、或有啟示、或有

方言或有繙出來的話，凡事都當為建造。』我們在

召會的聚會中，展覽基督、享受基督、以建造基督

的身體，是我們唯一的目標。 

    我過召會生活半年多來，一直沒有能為主有合

適的申言，總是東說一點，西說一點。感謝主！來

到壯年班，藉著教師在申言課程詳細的教導和舉

例，以及每週書寫申言稿作業，使我漸漸的瞭解，

申言需要有明確的主題、經文的啟示和生活的應用

和經歷。現在我對申言不再感到害怕，反而藉著申

言，常到主面前禱告、尋求，默想神的話，使主的

話更豐富的住在我裏面。 

   感謝主！弟兄姊妹們都說我的申言越來越進步

了。今後我將照著壯年班所學，更認真的操練，為

主說話、說出主來，盡肢體的功用，把基督供應給

人，建造基督的身體。（廖嘉興弟兄） 

    感感感感謝主，在召會生

活中享受主多年，但一直

沒有在傳福音上下功夫。

我知道我的主是包羅萬

有的基督，祂愛世人，是

人類的救主，但一直沒有

實行傳福音的負擔。來到壯年班，有福音開展週，

跟著學員在身體裏行動，看學員怎麼傳，我就跟著

傳，突破了自己多年來的心房。在台北信義區傳馬

路福音，越傳靈裏就越被主加強。發現傳福音、接

觸人，沒那麼可怕，越傳越喜樂！越被拒絕，越經

歷主在地上受苦的交通。  

   『進入幔內享受主的上好，出到營外供應人的

需要。天上的生命如果從我活出，地上靈魂必因我

得福。』我願意照著在壯年班所學習裝備的，操練

對人講說基督，為主說話、說出主來，以建造基督

的身體！阿利路亞！（廖張婉如姊妹） 

 

屬天嗎哪------------------------------------------------------

--------需要用真理束腰 

以弗所六 13：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在邪惡的日子能以抵擋，並且作成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14：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你們的腰… 

    束腰是加強我們全人。我們全人需要用真理加強。這加強不是為著坐，乃是為著站。照著真理（實際）

這辭在四章的用法，這裡的真理，是指神在基督裡作我們生活的實際，就是神成為我們生活中的實際和經

歷。這也就是基督自己從我們活出來。（約翰十四 6）這一點不差就是神自己實際彰顯在我們的生活中。當這

樣的真理束我們的腰時，我們就得加強，能以站立得住。 

    然而，倘若你日常的生活遠低於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真理）者的標準；在邪惡的日子你就無法站住

抵擋，反倒要逃走。因為在你日常的生活行動裡沒有見證，也沒有神的彰顯，你就沒有力量站住，抵擋魔

鬼的詭計。我們日常的生活若是鬆散的，我們就無法站住抵擋黑暗的權勢。我們要站住，我們日常的生活



就必須照著實際（真理）的原則，並且達到實際（真理）的標準。…這些乃是能面對攻擊與反對的人。因

為他們用真理束腰，所以他們能在反對者跟前站立得住。但如果神沒有彰顯在我們日常的生活和行動中，

我們的腰就沒有束上，我們也就沒有力量站住抵擋仇敵。 

（闡釋部份取自李常受著『以弗所書生命讀經』，第 645 至 646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