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12/26(週一)〜12/31(週六)，內容為『主今日行動的方向』第二篇：基督生機身體

內在的建造（二）在以弗所書中基督身體的啓示與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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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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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終數算恩典聚會和跨年禱告聚會：12/31（六）在進士會所，晚上 1830~19:30愛筵（各家帶菜），

19:30~22:00數算恩典聚會，22:30後為跨年禱告特會，請弟兄姐妹彼此邀約。 
六. 書報組報告：橫式聖經一箱 24本特價 12000元，聖徒可彼此邀約團體合購，特價到 12/31日止， 

請向林張則蘭姐妹訂購。 
七. 青少年本週晨興追求材料：聖經之旅第七冊：第五課(婴孩與幼年时期)。 

 

 禱告事項 
一. 聖徒的召會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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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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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奉獻款 125萬元，請聖徒們繼續代禱並記念。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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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基督作生機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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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東魁(劉佑伊姊妹父

親。) 

 

 人數統計 (12/12~12/18)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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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4 10 -- 7 8 -- 6 6 -- -- -- -- 13 

礁溪鄉召會 32 12 16 28 5 -- 25 -- 1 -- -- -- 38 

壯圍鄉召會 7 2 -- 8 -- -- 6 5 1 -- -- － 9 

員山鄉召會 44 16 9 7 5 -- -- 7 -- -- -- － 47 

蘇澳鎮召會 18 5 7 6 1 -- -- 5 1 -- --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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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45 28 11 10 6 -- -- -- -- -- -- -- 49 

延平區 29 2 8 9 2 -- 3 1 -- -- 1 -- 34 

進士區 55 11 4 27 17 -- -- -- -- -- -- -- 61 

學生區 32 8 15 28 3 -- 10 28 -- -- -- -- 36 

合  計 286 99 77 142 52 0 58 62 4 0 1 0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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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心意 

    神在宇宙裏，在人羣中，乃是要得着一個團體，

就是召會。根據以弗所書中屬靈的發表，神要得着的

召會乃是一個身體，一個居所，一個新人，一個配偶。

(三 6，二 22，15，五 23〜32。)這裏的身體、居所、

新人或配偶，都是團體的。然而，千萬不要以爲，召

會這個團體僅僅像人羣中的組織。召會不是組織，乃

是蒙恩的人在神的聖靈和神的生命，以及神格一切

的豐滿裏，所配搭起來的一個身體，所建造起來的一

個居所，所產生出來的一個新人；這新人就是基督的

妻子、配偶。從宇宙一面來說，古今中外一切得救的

人合起來，就是一個召會。然而在時間裏，召會需要

顯在人羣寄居的地方，於是就有一地一地的召會。 

    當使徒們還在，召會還沒有分裂、紊亂的時候，

無論在甚麼地方，都只有一個召會。然而，召會後來

分裂、紊亂了；從這一面看，好像神沒有意思解決這

個分裂的問題，好像神容讓各地滿了紊亂和宗派。但

神願意得着清心愛祂的人，在一地一地爲祂兒子基

督，作召會該有的見證。 

 

人的注重 

    今日正統基督教所講的道，所注意的事，不外乎

三個方向。第一，福音的熱心；第二，愛主，爲主活

着；第三，追求屬靈，過聖潔、得勝的生活。 

    這三項都是對的，都是好的。但請記得，我們蒙

主憐憫所看見的異象，不僅是要熱心傳福音，愛主，

爲主活着，學習屬靈，過得勝、聖潔的生活。主給我

們的異象，乃是要我們在神的生命裏，在靈裏，被建

造成爲一個身體，就是祂的召會。我們不能單獨的發

熱心，傳福音救罪人；不能單獨的愛主，爲主活着；

也不能單獨的追求屬靈，過聖潔、得勝的生活。我們

必須在基督的生命裏同被建造，成爲一個身體，作基

督團體的器皿；我們必須在神的靈裏同被建造，成爲

神屬靈的殿，作神的居所。 

 

該有的光景 

    僅僅傳福音，我們靈裏並不滿足，因爲神不滿

足；雖然我們應當愛主，但我們靈裏還是不滿足、還

是沒有安息，因爲神也不滿足、不安息；雖然我們還

要學習屬靈、活在靈裏，但就是到了這個境地，我們

裏頭還是不能滿足、不能安息，因爲神一樣不能滿

足、不能安息。神給我們看見的異象，乃是要我們在

靈裏，在生命裏，和清心愛主的人同被建造，成爲神

屬靈的殿，一同配搭成爲基督的身體。惟有到這個時

候，我們纔感覺滿足、得着安息。這也就是說，神在

這裏也滿足了、安息了！ 

    這幅異象該緊緊抓住我們，支配我們，叫我們再

也沒有辦法單獨熱心，單獨愛主，單獨奉獻爲主活

着，作個單獨屬靈的人；這一幅異象該抓住我們，支

配我們，叫我們非被建造不可。你我不能單獨熱心，

單獨愛主，單獨屬靈，乃必須同被建造。叫我們和眾

聖徒一同領畧何爲那闊、長、高、深。(弗三 18。)越

有真實的屬靈，就越失去單獨，越進到身體裏。 

 

帶進祝福的條件 

    和人調起來，不是世人屬肉體的情投意合；乃是

在靈裏，在對主的事奉上，在主的召會中，在主的工

作裏，能與人合在一起。只注意個人屬靈，作個人屬

靈的工作，所帶進來的屬靈祝福必然不多。因爲我們

若沒有建造起來成爲一個居所，就沒有一個器皿能

存住從天降下的祝福。 

(摘錄建造召會的異象、豫表與實行 第一篇) 



百日復興------------------------------------------------------
----------------晨禱見證 

     

    彼得後書一章十九節：『我們並有申言者更確定的話，你們留意這話，如同留意照在暗處的燈，直等到

天發亮，晨星在你們心裡出現，你們就作得好了。』只是簡單的答應召會的帶領、跟隨羊群腳蹤往前，盼

望求主給我每天當有的進步。在單純的渴慕下開始了團體晨禱。 

    團體的晨禱，全人的每部分都受到操練，心儆醒、口敞開、靈專注，心思集中，將全人從外面的感覺

帶到裡面的聲音，很容易察覺是主，不必再努力尋求引導，跟隨出現的活星(活話)，就是最輕省的路。當我

們儆醒等候，就能聽見主微小的聲音。 

    當在晨禱中操練放下己，全人敞開，進入弟兄姊妹的負擔裏，立即享受到與弟兄姊妹靈中的調和、深

淵與深淵的響應，使靈被點活、興起。不知什麼時候、不一定是藉著那位弟兄姊妹的口，我就得聽見主的

說話，這活的話使我綑綁都脫、鎖鍊都落。復興是天天的、時時的、生活中就可以隨處經歷的。 

    呼求主名、禱讀主話、進入交通的晨禱，使我有心清靈明的生活，當代求、代禱不再是重擔，而是成

為享受時，我得著的是裡面生命的供應，晨興是與神的活話相聯的。若愛神的活話像晨星在我裡面出現，

我必須專注留意，定睛於靈與話，裡面的天就會發亮並照耀。(員山鄉召會聖徒) 

 
 

晨興拾穗----------------------------------------------基督生機身
體內在得建造（⼀） 
                               受基督宇宙身體作神經綸之目標得異象所支配

保羅的看見 

    掃羅得救前極力逼迫跟隨耶穌的人，當掃羅前往大馬色的路上，看見一道光，比日頭還亮，從天上四面

照著他和與他同行的人，他們就都仆倒在地上。掃羅的仆倒，代表舊約、猶太教與律法的仆倒。因為掃羅從

幼年所受的教訓和教導，都與舊約、猶太教和律法有關。 

    掃羅的反應：第一句話『主阿，你是誰？』，「主」在此等於希伯來文的「耶和華」。就等於『耶和華阿，

你是誰？』天上的聲音回答他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第二句話『主阿，我當作甚麼？』主對他說，

『起來，進大馬色去，在那裏要將所派你作的一切事都告訴你。』 

三日後，掃羅得著基督與召會的異象，認識主耶穌是活神的兒子，是基督。並且認識團體的「我」－基督的

身體。他看見，主耶穌和祂的信徒乃是一個偉大的人－那奇妙的「我」，頭在天上，身體在地上。信徒藉著

信入基督與祂聯結，成為祂在地上的身體。這基督的身體是神所要得著的。所以在召會生活中，我們的行事

為人、事奉配搭，都該「看見身體，顧到身體，尊重身體」。這深遠的異象與啟示，充滿在他的著作中，神也

藉著他完成新約啟示的話。 

    保羅的書信發展了「器皿」這辭的屬靈意義。他看見我們受造的人乃是一個器皿，為要盛裝基督作生命

並被祂充滿，好建造基督的身體。  

1、得榮耀的器皿：我們是『蒙憐憫、早豫備得榮耀的器皿，以彰顯神榮耀的豐富。』（羅九 23） 

2、貴重的器皿：『所以人若潔淨自己，脫離這些卑賤的，就必成為貴重的器皿，分別為聖，合乎主 

   人使用，豫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二 21）我們天天需要被神充滿，盛裝尊貴的神，成為貴 

   重的器皿。 



3、瓦器裏有寶貝：『但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超越的能力，是屬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林後四 7） 

福音茶會---------------------------------------------------------
---------------蒙恩見證 
    

   2016年12月10日宜蘭眾召會於進士會所舉辦歲末年終茶會。大雨滂沱的午

後，福音聚會中充滿火熱的靈，振奮的心，弟兄姊妹的同心合意，迫切禱告，使

我們能在信心裏大聲宣告：基督得勝！乃是主的愛親自來吸引，結出了七顆甜美

的果子。阿利路亞，榮耀歸神！願福音的衝擊力繼續加強我們，活水湧流之處，

全地都要繁茂復甦！ 

  

    福音茶會以輕鬆的方式進行，讓前來的福音朋友

沒有壓力，也讓未受浸兒子願意敞開，靈裏釋放，樂

意接受福音的傳輸。（林黃柔蓁姊妹） 

 

     福音朋友受浸後滿了喜樂，滿口『阿利路亞』，甚

至開始傳起福音，相信這是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加強

禱告的力量，使福音朋友感覺到聖靈的催促，纔能帶

進聖靈的工作。（林張則蘭姊妹） 

 

     同伴之間的靈是聯結的，信心也是聯結的，在彼

此配搭與禱告中，讓福音朋友願意卸下掛慮、敞開交

通，願意跟著一起禱告，並且有受浸的意願。感謝主

將我們聯結在一起。（崔黃春紅姊妹） 

 

    已過的福音聚會通常是一人講、眾人聽，談話也

是帶到浸池邊，總是會讓福音朋友很有壓力。很寶貝

今天的聚集，是人人都有服事，把基督服事到人裏面，

服事到各環各節。（陳昭伶姊妹） 

 

    這次的服事和以往的經歷不同，一開始弟兄就交

通要用靈來接待每一個人，依他們的需要帶到每一桌，

而不只是當個服務生。很感動弟兄姊妹也關心我們，

顧惜福音朋友也顧惜我們。（陳綠葳姊妹） 

 

    茶會的形式給人輕鬆愉快的感覺，就連從小是基

督徒的我也很喜歡這樣的聚會。很摸著在聚會前的禱

告，我們真的是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完全是要靠著

聖靈在我們裏面說話，在靈裏一同往前。（田玲華姊妹） 

 

    這次配搭茶會的服事，心裏也有點擔心，因為我

們服事群裏面都是細竹竿。但細竹竿綁在一起也很有

力量。主告訴我們要有信心，要竭力往前，這道路主

已經豫備好了。（陳儀瓊姊妹） 

 

   配搭身體的行動是喜樂的，在陪伴當中，注意到

人的需要，顧惜人靈裏的感覺。我也將這份感覺帶給

我未到場的親人，一同感受到神家的愛。（林樓麗環姊妹） 

   當弟兄安排坐位時，我是滿了恐懼戰兢的，感謝

主調度萬有，使我與其他召會的弟兄姊妹有甜美的配

搭。主是聽禱告的神，也求主給我果子，讓我對人有

負擔。（陳林秀容姊妹） 

 

    以往福音聚會都是各召會自行規劃，這次弟兄

姊妹都有順服的靈，不管弟兄怎麼安排，聖徒不分彼

此都樂意配搭，大家同在合一的靈裏，纔會有這麼多

人受浸。（游官豐美姊妹）   

 

   這次接觸一位生病的福音朋友，原本憂心忡忡的

他，聽到許多病得醫治的見證，看見他們康壯有活力

的樣子，對自己的病得醫治有了信心，也願意受浸歸

主。感謝主，主纔是真正的大醫生！（陳林淑惠姊妹） 

 

     福音聚會應該是輕鬆愉快沒有壓力，福音朋友

願意常常來，才有受浸的機會。這次所選的詩歌，曲

調耳熟能詳，讓人琅琅上口，歌詞摸著人心，一唱靈

裏就有感覺，就有感動。（林志漢弟兄） 

 

     茶會開始前，因為要配搭去拿紅豆湯，在前往的

途中靈裏有感覺，不能把兒子放在家裡，於是就回家

把孩子帶來，陪伴未受浸的小弟兄。感謝主，讓孩子

學習到人人盡功用。（吳呂琪峰姊妹） 

 

    這次負責福音短講，看到大家如此盡功用，好幾

次都不知道該如何打斷這樣熱烈的交通，人人都生

機的擺上，使我們看見基督身體的實際，是一幅美麗

的圖畫。（簡意峰弟兄） 



 

    很摸著聖靈的工作帶動我們，雖然聚了很久卻

不覺得累，願意否認己，接受弟兄的安排，藉著那靈

與話，同心合意將聖靈的水流持續下去。（沈國偉弟兄） 

 

     這樣的福音茶會讓人身心都得飽足，這是神帶

給我們的滿足，讓我們能把生命供應出來，雖然身體

疲累，但靈裏卻是喜樂的。（蘇獻隆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