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11/14(週一)~11/19(週六)，內容為『回歸召會的正統』：在推雅推拉的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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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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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拆毀不是因為人犯錯 

    一般人都以為，一個在神手裏、活在與神交通並

蒙主悅納的人，定規是凡事亨通，生活安逸。因此，

許多時候當我們看見某位弟兄或姊妹，遭遇患難或

痛苦時，我們很自然的會有一種念頭，認為這位弟兄

或姊妹，必定是在神面前犯了相當的錯誤，以致受神

管教，為神苦待。這是深植在我們裡面，難以對付乾

淨的觀念。一九四三年，我被日本人監禁釋放後，患

了嚴重的肺病，就在青島養病。 然而一天過一天，病

就是不癒，以致無論心情或心思都無法堅強。就在那

時候，與我們一同事奉主的一位姊妹說，『恐怕李弟

兄在主面前有了什麼大錯，所以主不叫他起來了。』

她的意思是主不用我了；因為如果主還要用我，如果

我在主面前沒有大錯，為什麼我這樣長期軟弱，而不

能起來？這就是我們平常人的觀念。再比方，有時一

位事奉主的弟兄或姊妹，窮乏到一個地步，好像變作

貧窮了，中飯吃過，就不知道晚餐在那裡。我們看見

這樣的情形，可能會說這是神管教他。這就是我們的

觀念，總以為一個人在主面前，若是沒有出事，沒有

問題，定規是平平安安、福福樂樂的。 

神藉約伯的受苦，拆毀他敬虔的完整 

    約伯的三個朋友都認為約伯受責打，不是因著

別的，乃是因著他的罪。若不是約伯有罪，神絕不會

加害於他。然而，約伯反駁這三個朋友所講論的。之

後，這三個朋友又重複的與約伯辯論。約伯的朋友沒

有脫離『既是受苦就是有錯』的觀念；約伯也說，『我

沒有錯，神為什麼擊打我？』二者都是『有錯才挨打』

的觀念。等到他們幾個人辯論完，眾人都不再說話

了，這時，神進來了。神向約伯顯現，乃是要他清楚，

苦難一波一波的臨到約伯身上，一點也不是災禍，也

不是為了要對付錯。乃是為要拆毀約伯這個人。當約

伯遇見神時，他所懊悔的，不是一個個的行為，乃是

他的自己。一個可稱義、可誇耀的自己，一個連神都

找不出錯的自己，一個連撒但都無法控告的自己。約

伯說，『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伯四

二 6）到那時，約伯才知道神為什麼擊打他、苦待他，

因為神要拆毀他這個完整的人。請記得，在神手裡的

人，乃是多苦難、多為難的人。我們千萬不要以為，

我們若敬畏神，就該多有平安，多有福氣。這是宗教

的思想，不是聖經的真理。 

拆毀才能使基督的生命有出路 

    保羅在提摩太後書末了說，多年的同工都離開

他，得他幫助的人也棄絕他；當他在申訴時，沒有人

在旁邊支持他，眾人都離棄他。（四 10，16）他的光

景冷落到不能再冷落的地步。或許有人還在那裏說，

保羅定規是出了事，被神棄絕了。這是那些人眼瞎。

約伯和保羅的故事所啟示的是什麼呢？這無非是說

出，神的手在那些真實追求祂、事奉祂的人身上，一

再的作拆毀的工作。不管他們有錯，或沒有錯，神都

要拆毀他們這個人。只有拆毀，才能叫基督的生命有

出路並吞滅一切的死亡。 

    當大衛被掃羅趕逐時，在大衛身上找不出錯處。

從大衛和掃羅的事例，我們必須看見，一個在神裡面

的人及為神所壓的人；只有在神之外的人，才會沒有

艱難。掃羅是在神的手之外，所以步步舒坦、事事順

利。我們傳福音給人時，常喜歡對人說，人生沒有安

息，有主才有安息；人生沒有福樂，有主就有福樂。

結果好些人信了主，到有一天就說，不信主是苦，信

了主更是苦。然而，不信主的苦是一個味道，信主的

苦是另一種味道。有時，我們也會和神過不去，好像

我們被主騙了；然而這個『騙』，卻是騙得有味道。

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能見證，跟隨主的確有喜樂，有

滿足，但另一方面，也的確有為難，有受壓。 

(摘錄自認識生命與召會第二十篇) 



晨興拾穗------------------------------------------------------
--------在別迦摩的召會 

     

    啟示錄二章十二節題到：『你要寫信給在別迦摩的召會的使者，說，那有兩刃利劍的，這樣說，...』。『別

迦摩』原文意，結婚，含聯合，並堅固的高塔意。就表號說，在別迦摩的召會豫表與世界聯婚而成為堅固

高塔的召會；別迦摩這辭的兩個意思，相當於馬太十三章裏的兩個比喻－大樹的比喻(31~32)和麵酵的比喻

(33)；大樹相當於高塔，帶著麵酵的婦人相當於與世界聯婚的背道召會。在神眼中背道的基督教國是邪惡的

婦人，將屬世的、屬鬼的、屬異教的和屬魔鬼的東西，與出於基督的美好的事物混合起來，竟產生出一種

可憎的混雜。我們必須絕對從這個邪惡的制度裏出來，分別歸給神，回歸召會的正統，使召會可以成為純

金的燈臺，與世俗、偶像，以及撒但的滲透無關。 

    主在啟示錄二章十三節論到在別迦摩的召會說，『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但座位之處；』撒但的座

位是在撒但所住的世界裏，就是他掌權的範圍裏；屬世的召會既與世界聯合，也就住在撒但所住之處。我

們不該住在撒但所住之處，而該住在我們的靈裏，並住在基督裏；在基督裏面，世界的王撒但毫無所有，

沒有立場，沒有機會，沒有盼望，任何事都沒有可能。祂更題到『我忠信的見證人安提帕在你們中間，撒

但所住之處被殺』（啟二 13 下）；這忠信的見證人，反對屬世召會所帶進並實行的一切，因此，他成了主的

殉道者。我們可能在肉身上，在心理上，或在屬靈上為主作殉道者。安提帕作為忠信的見證人，作了相反

的見證，反對一切偏離耶穌見證的事。在他那個時代，在別迦摩的召會必是藉他所作相反的見證，仍然持

守著主的名，沒有否認正確基督徒的信仰。 

    屬世且墮落的召會，不但持守巴蘭的教訓，還持守尼哥拉黨的教訓：巴蘭是個外邦申言者，為著工價

引誘神的子民行淫亂、拜偶像；在屬世的召會裏，有人開始教導同樣的事；拜偶像總是帶進淫亂，當屬世

的召會輕忽主的名，就是主的人位時，她就轉去拜偶像，以致行淫亂。而巴蘭的錯謬是指雖然明知與真理

相背，且與神的子民敵對，仍然為著工價教導人錯誤的道理，並濫用某些恩賜的影響力，將神的子民從對

主純淨的敬拜，迷引到對偶像邪惡的敬拜。尼哥拉黨的教訓，是起先尼哥拉黨在初期的召會裏實行宗教階

級制度，然後他們在墮落的召會裏教導宗教階級制度；今天在天主教和更正教裏，這種尼哥拉黨的階級制

度，不但普遍的實行，也普遍教導，這是我們該儆醒的，領受主的警誡。 

    在屬世且墮落的召會，『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並賜給他一塊白石，上面寫著新名，除

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認識。』—啟二 17；我們需要喫隱藏的嗎哪，好合併到作神帳幕的新耶路撒冷裏，

正如保存在金罐裏的嗎哪是舊約裏作神居所之帳幕的中心，照樣，我們所喫、所消化並吸收的基督，也是

我們全人的中心，我們乃是作神今日居所之召會的一部分。基督作為隱藏的嗎哪乃是帳幕的中心；子基督

作為隱藏的嗎哪是在作為金罐的父神裏；父神是在作為約櫃的子基督裏(帶著祂的兩種性情—神性和人性)裏。

這基督作為內在的靈活在我們重生的靈裏，作至聖所的實際。合併到帳幕的路，就是喫隱藏的嗎哪；我們

越喫基督，就越合併到作神終極帳幕的新耶路撒冷這宇宙的合併裏，我們不該與世界聯合，乃是藉著喫基

督這隱藏的嗎哪，合併到新耶路撒冷裏。 

    主應許給得勝者喫隱藏的嗎哪，並賜他一塊白石；這指明我若喫隱藏的嗎哪，就必變化為白石，好為

著神的建造。這些石頭要蒙主稱義並稱許，這是白色所指明的；但屬世的召會要被主定罪並棄絕。每個變

化過的信徒都是一塊白石，上面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認識：這樣的新名，說明被變化之

人的經歷；因此惟有他自己認識那名的意義。啟示錄二章十七節是主對我們所說的話；我們不該客觀的接

受，乃要以此為我們的傳記。主這個應許太美妙了；不錯，召會可以變得屬世，但主已經應許我們，能變



化成為白石，為著神的建造。 

蒙恩見證------------------------------------------------------
-----排聚會的實行心得

長長長長久以來，宜蘭召會得救的人多，能真正存留的卻少。究其原由，我們不是少了傳福音者，而是少了

餵養者。這幾週的成全訓練，弟兄藉著手工肥皂坊，如何從無到有。一開始也許只是羨慕，接著受吸引，

而投身學習的行列。最終，又香又漂亮的手工肥皂就出來了。 

    宜蘭雖然缺了餧養者，但只要我們有心羨慕，做中學、錯中學，我們每一個都能牧養人。不要想：等

到我們的裝備夠了，真理都清楚了，才來開家開排。提摩太前書四章15、16節：『這些事你要殷勤實行，並

要投身其中，使眾人看出你的長進來。你要留意自己和自己的教訓，要在這些事上持之以恆。因為這樣行，

又能救自己，又能救聽你的人。』主並不是只要得著少數的屬靈大漢。而是要在我們這一班看起來不怎麼

有能力的聖徒身上，彰顯祂的榮耀。 

    因此，詩篇八篇說：耶和華我們的主阿！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尊大，你將你的榮美彰顯於天。你因敵人

的緣故，從嬰孩和喫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雖然，我們只是嬰孩 甚至是喫奶的。

神卻要使用我們，使神的仇敵閉口無言，使神得著榮耀！(黃進義弟兄) 

 

 

百日復興------------------------------------------------------
-----開家相調蒙恩見證
 

  回回回回想我信主，受浸已經一年四個月了。記得剛受浸完，因孩子們都住在南崁，所以我們幾乎都在南崁

過召會生活，也是非常喜樂，甘之如飴。但相較之下，和宜蘭的弟兄姊妹們就較少相調。所以每當回到宜

蘭時，一度非常不適應。在屬世生活中還是時有軟弱，有時自己讀經、禱告，對自己而言，雖然是單單享

受主，其實也是天然剛強。 

當孩子們都穩定了，我們每週二在宜蘭，輪流到姊妹家參加讀經排；有時在家裏，有時在戶外愛筵。

週三我和莊姊妹輪流開家服事英文讀經排；也隨機到姊妹家吃飯愛筵，在宜蘭的好山好水的戶外相調，去

探望生病的姊妹…等。原來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社區周遭都是可以相調的家及需要愛的關心的福音朋友

們，這是何等有生命價值的行動。這讓我想到聖經一處經節：彼得出監獄後，直接往那稱呼馬可的約翰他

母親馬利亞家去禱告，是何等單純又迫切的行動。 

弟兄的信息強調挨家挨戶把家打開、愛筵、禱告，是最實際的召會生活，大家都站立在生活中但要靠

豎板相聯。林前十四章26節：『....每逢你們聚在一起的時候，各人或有詩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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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惜人比傳福音為優先。是的，主的恢復不是一種運動，我們

不盼望得著很多人，在恢復裡我們關心的乃是金子的真實重量。晨興聖言裏的職事

信息說：『假設所有用來建造會所的材料仍在地上，狂風暴雨若來臨，這些材料會毀

損，得不著保護。但如今這些材料已是建築物的一部分，就得著保護，不受天氣的

影響。』神屬靈建造的原則也是這樣。 

我們若要蒙保護，就必須建造到神的建造裡。屬靈不是我們的保護，建造才是。

保守在這扎實、真實的一裏惟一的路，就是有足量經歷過的神。感謝讚美主！本於



祂，全身藉著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著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聯絡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

長大，以致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以耶穌基督的愛愛別人，這就是我們的賞賜，這也在我們裏面成了榮

耀的盼望。感謝讚美主！(簡馬豐華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