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 晨興聖言追求：6/19(週一)〜6/24(週六)，內容為『與升天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作』第七篇。青少年本

週晨興追求材料：聖經之旅第八冊：第十二課。 
二.晨禱時間晨禱時間晨禱時間晨禱時間：每日上午 7：00~8：00，地點為各召會或各區會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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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弟兄姊妹彼此邀約。 
四.宜蘭市召會讀經追求進度表： 

五. 海外開展：為著國度的福音能傳遍居人之地，為海外開展的需要，我們每年每人擺上 1500元的奉
獻款，請弟兄姊妹們記念並擺上。 

六. 游中應弟兄安息聚會於 6/18主日下午 2點於福園 802廳進行，願主聖靈運行榮耀祂的名。 
七. 2017花蓮市召會青少年暑假特會：2017年 7月 7日(週五)14：30至 7月 9日(週日)12：00。費用

1000元整(不含來回車票)，意者請於 6/20前繳費，報名請洽沈國偉弟兄(0970-307-517)。 
八. 書報組交通：1、欲訂購下次追求之國殤節的綱要、晨興聖言者請向各召會、各區書報組登記並繳

費。2、第 49梯次的中文書基本訂戶，每戶 1500元，請登記並繳費，截止日為截止日為截止日為截止日為 6 月月月月 18 日日日日。3、新
版新舊約聖經含皮套，每本 2800元，普及版，每本 2500元。意者請洽各召會、各區之書報組。 

九. 青少年學生家長座談：6/23(週五)晚上七點至九點，於進士會所舉行，請弟兄姊妹彼此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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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三月開始在宜蘭國小、力行國小、育才國小、壯圍國小實施生命教育課程，請為上生命教育的

班級師生及配搭的弟兄姊妹代禱。 

二. 原有福音車使用年限已超過 15 年，基於服事各面考量預定購買新車，請衆聖徒多有代禱記念。 
三. 為參加 7/1~2 號指考學生禱告：李傳承、李沛羚等考生經歷並得著基督生機救恩。 
四. 新受浸聖徒：五月/張瀚允、張琦玲、陳亮宏、鄭佳真、周子郁等弟兄姊妹，並穩定在召會生活中代

禱。 

 人數統計 (6/5~6/11)  

日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讀經含註解 太五 1~3 太五 5~8 太五 8~12 太五 13~16 太五 17~18 太五 19~20 

參讀生命讀經 第十三篇 第十四篇 第十五篇 第十六篇 第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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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6 8 8 8 14 -- 2 9 2 -- -- -- 17 

礁溪鄉召會 32 1 15 29 23 3 16 14 2 -- -- -- 61 

壯圍鄉召會 7 4 3 -- -- -- -- 5 -- -- -- -- 7 

員山鄉召會 44 20 10 8 18 -- 22 17 9 12 -- -- 64 

蘇澳鎮召會 17 8 4 9 7 -- 1 9 1 -- -- -- 21 

大同鄉召會 10 -- 4 11 5 -- 9 10 -- -- -- -- 13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57 -- 9 22 3 -- -- -- -- -- -- -- 64 

延平區 30 -- 9 18 6 -- -- -- 6 9 -- -- 35 

進士區 49 4 2 22 20 -- -- -- -- -- -- -- 59 

青少年區 22 11 5 34 2 -- 6 6 -- -- 22 34 36 

合  計 284 56 69 161 98 3 56 70 20 21 22 34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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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基督為房角石 

    房角石是兩道牆垣角上的一塊石頭，把這兩道

牆聯結在一起。基督不僅是根基，一切有分於召會的

人都被建造在這根基上；基督也是房角石，把猶太人

和外邦人這兩道原來不相接的牆聯結在一起。沒有

這房角石，猶太人和外邦人根本聯不起來，有了祂，

兩下成為一體，建造成為神在靈裏的居所。在基督

裏，不分猶太人和外邦人。聖經裏多次說到基督是石

頭。基督是為建造召會的石頭；但那些原該為着神建

造工作的匠人卻輕棄了祂。因此，神就立基督為房角

的頭塊石頭，對信徒而言，基督是他們所信靠的基石;

對不信的猶太人而言，祂是絆跌人的石頭；對列國而

言，祂是砸人的石頭。 

    基督是石頭的含意極其豐富。祂是匠人所棄的

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這是主所作的，在我

們眼中看為希奇。基督也是試驗過的石頭；祂在地上

三十三年半，在猶太人中間受盡了試驗。撒但試誘

祂，人也來為難、逼迫祂，甚至神也試煉祂。神、人、

撒但都在祂身上找不出任何瑕疵和破口；主實在是

受過試驗的石頭。祂也是安放在錫安的石頭，表明基

督已經復活升天，並被高舉坐在父的右邊。基督又是

跌人的石頭，所有反對祂的人，都被祂絆跌了｡不僅

如此，祂也是砸人的石頭；到這時代的末了，敵基督

要出來率領世界的國抵擋神，那時基督這石頭就要

把他們砸得粉碎。 

    然而，基督不僅是跌人的石頭和砸人的石頭，也

是可信靠的石頭。祂是磐石，我們能信靠祂。這石頭

對我們信祂的人，一面是根基，托着我們；一面是房

角石，把我們聯結在一起。對我們祂是磐石、基石，

也是房角石。祂是磐石，意思是我們可以倚靠祂；祂

是基石，意思是祂托住我們；祂也是房角石，意思是

祂把我們與祂聯在一起。 

    主作磐石有三個用處。第一，祂是裂開的磐石，

豫表基督在十字架上被神公義律法權柄擊打，完成

神的救贖；祂的肋旁裂開，流出活水給神的子民喝。

這活水豫表那靈，在復活裏繼續湧流。第二，祂是作

為根基的磐石，我們被建造在祂身上，祂是我們的根

基；我們的一切都在於祂，祂是托着我們的穩固磐

石。第三，祂是房角的頭塊石頭，使所有得救的人得

以聯結一起，長成在主裏的聖殿。主耶穌作磐石對我

們信的人有三個用處：裂開的磐石、作為根基的磐石

和聯結的磐石。不僅如此，房角石也是頭一塊石頭。

基督是房角的頭塊石頭，表明祂在神聖的建造裏是

特出的、顯著的、穩妥的、居首位的。 

是神為神建造一個居所 

    材料都齊備，可以開始建造房屋了；所以接著就

是聯結一起，配搭一起。我們是聖靈的房屋，這房屋

就是基督的身體，所以會長大。我們是主的房屋，分

別出來為着神並歸給神的。這些乃是聖經裏的真理。

神無意僅僅叫我們熱心、謙卑，乃是給我們看見，在

主的救恩裏，我們到底要達到甚麼地步，我們所充滿

的是甚麼，我們的內容是甚麼；我們需要照着主的話

一點一點有領悟，有經歷。 

聯結一起，長成在主裏的聖殿 

    我們原來是外邦人，竟然因神的救恩作工到一

個地步，成了神的聖別房屋，有基督作我們的根基和

房角石，把我們聯結一起，使我們長成在主裏的聖

殿。這些話不該僅僅是道理，必須是我們的經歷。我

們該把這些變作我們的經歷，並向人傳揚這些信息， 

在祂裏面同被建造。 

    我們被建造在使徒和申言者所得關於基督之啟

示的根基上，有基督自己作房角石；這建造是在基督

裏面，這建造乃是使我們成為神在靈裏的居所。 

 (摘錄自/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福分與地位/第十九篇) 



如何讀聖經（四）-----------------------------------------------
-----第三個點是 P 
    P 就是 Prophecy，即聖經裏面的預言。全本聖經六十六卷，三分之一都是講預言。換句話說，三分之一

的話是講將來要發生的事。有一些將來發生的事，現在已經發生了。全本聖經有超過一千八百個不同的預言。

這一千八百個不同的預言在聖經裏面，有的是已經應驗了，有的正等待著應驗。聖經裏的以西結書就預言說，

第一個海港推羅，要被全部鏟為平地，然後打漁的要在石頭上曬他們的漁網；另一個海港西頓，要遭遇刀劍，

要遭遇爭戰，但是沒有說它要被完全毀滅。請看看今天的推羅是荒無人煙，因為這個大海港被巴比倫王掃平

了。當時巴比倫的軍隊壓境的時候，推羅人就聰明地將全部的居民搬遷到推羅對面的小島上。面對一座空城，

巴比倫王怒氣衝天，就把整個城市鏟為平地。瑪代波斯帝國滅了巴比倫帝國了以後，又被亞歷山大大帝取代。

西元前 332 年亞歷山大大帝率軍前來，攻打推羅對面的小島。他命令士兵將廢墟上那些石頭、木頭，全拋進

海裏，築成一個 Causeway，就是小的堤壩。借助這個堤壩，軍隊一直開到小島上，將小島居民全部滅除。所

以今天的推羅不光連廢墟沒有，連廢墟上的木頭、石頭也都通通被丟進海裏。所以從海面露出來的就是光光

的石頭，一點沒錯，打漁的人就在上面曬網，這是推羅。預言說西頓沒有被完全毀滅掉，不錯，今天的西頓

還有幾萬人口住在那裏。這兩個城市的戰略位置，西頓並沒有比推羅更好，但是聖經裏說了，一個要被完全

毀滅，另一個要經過刀劍與爭戰，今天是完全應驗了。 

    還有一個很著名的預言，就是人類的歷史要分作四大帝國，巴比倫是第一個帝國，然後第二個是瑪代波

斯，瑪代波斯以後就是希臘，希臘以後就是羅馬。這四個大帝國在舊約的但以理書早就講了。但以理書二章

31 至 33 節說，巴比倫王作了一個夢，夢裏有一個大人像，人像的頭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銀的，肚腹和

腰是銅的，腿是鐵的，腳是半鐵半泥的。金的頭就代表巴比倫，銀的胸膛和膀臂代表瑪代波斯，銅的肚腹和

腰那是代表希臘，鐵的腿是代表羅馬。後來羅馬帝國被分為兩半，東羅馬帝國及西羅馬帝國。在大約西元六

百年，西羅馬帝國先滅亡，東羅馬帝國一直延續到西元一千兩百年，被土耳其滅掉，並被分散。之後就開始

進入現代社會，開始民主了，也就是泥，民主就是和泥的。接著到了腳趾頭，就是一半泥一半鐵，那就是說

羅馬帝國雖然是滅亡了，但現在無論是法律，建築，文化，還是政治，全部都是延續羅馬的這套。所以現代

的西方文化可以說是羅馬帝國的延續。這是在大約兩千五百年以前的舊約但以理書，早早預言了人類的四個

大帝國。（余潔麟弟兄/2008/3/29 在 UCR 交通/如何讀聖經） 

 
神豐富全備的屬性---------------------------------------------
------------聖別（下）
    「聖別的」與「聖別」這些辭，已被今天基督教的教訓搞壞了。聖經裏的聖別一辭，我們不該按著天然

的觀念來領會。有些人以為聖別就是無罪。按這觀念，某人若沒有罪，就是聖別的。這思想完全是錯誤的。

聖別既不是無罪，也不是完全。聖別的意思不僅是成聖，分別歸神，也是與一切凡俗的不同、有別。只有神

在祂的性情上與一切不同，與一切有別。因此只有祂是聖別的，聖別是祂的性情顯著的性質，是祂的一個屬

性。神使我們成為聖別的作法，是將祂自己，那聖者，分賜到我們裏面，使我們全人被祂聖別的性情浸透並

飽和。對我們神所揀選的人而言，成為聖別就是有分於祂的性情（彼後ㄧ 4），並使我們全人被神自己所浸

透。這與僅僅「無罪的完全」不同。這使我們全人聖別，像神自己在祂的性情上一樣。 

    成為聖別就是從神以外的一切事物中分別歸神。這意思也就是與一切不是神的不同、有別。因此我們成

為不凡俗而有所不同。在宇宙中，唯獨紳是聖別的。祂與一切不同、有別。因此，成為聖別，意思就是在神

的不同上與祂是一。你也許無罪且完全，但你若不與神是一，就不聖別。神進到我們裏面，我們就是聖別的。

我們進到神裏面，就更加聖別。我們與神調和，就是最聖別的。因著有神在我們裏面，我們就成為聖別；因

著在神裏面，我們就更加聖別；因著被神調和、浸透並飽和，我們就最為聖別。至終這要帶進稱為聖城的新



耶路撒冷（啟二十一 2，10），這城不僅是屬於神，為著神，也是被神充滿，被神浸透，並與神是一，是一個

被神聖別的神聖實體。（摘錄自/新約總論第九冊/神/第九篇/祂的屬性二） 

蒙恩見證--------------------------------------------------------
-----朴子召會相調見證   
    這次全家五口一起參加身體的相調，到嘉義的朴子召會。當我們的遊覽車一到召會外圍，已經看到朴子

的弟兄姐妹等在遊覽車的門口迎接我們。旅途的疲憊讓我提不起勁微笑，可是看見他們臉上堆滿了笑，熱情

的招呼我們，還幫我們提行李進召會，實在感覺很溫暖，就像回到家一樣。 

    一進門，迎接我們的是滿桌的菜餚，大大小小三四十種，甚至無處可擺，還擺到旁邊的櫃子上。餐後的

聚會中，聽到領頭弟兄的姐妹說這些菜餚中，他們家兒子就負責十幾道。這十幾道都不是小盤的菜，桌上每

一盤都是用大盤子裝的菜，份量十足，竟然是出自兩個弟兄之手！這兩個弟兄還能服事詩歌，在聚會中司琴，

四手聯彈。真是太盡功用了！ 

    另外，朴子召會最有名的是兒童排。他們有七八個兒童小排，雖然整個召會的人數不多，但是幾乎是全

召會動員起來做兒童排、做整個朴子國小人的健康生活營。生命教育也在朴子國小裡落地生根。甚至在校園

裡能公開呼求主名，課餘時間放兒童詩歌；有這樣的成果，是許多弟兄姐妹都全力配搭上去；能說故事的、

能修水電的、能關心孩子、老師、家長的、送各種精美小禮物等。讚美主，這剛強又明亮的見證真是激勵我，

看到榜樣是這樣為主拼上去，為主求一切。 

    報名之後，我就跟主有個禱告，希望被接待的家能夠適合我先生(福音朋友)。果然，主是聽禱告的，接

待家的男主人也是當了很久的福音朋友，最後自己對主有三次非常大的經歷，清楚明白的受浸歸入主名。他

一再跟我的先生分享：『受浸是要自己心甘情願，不要別人催促。但是，我覺得我太晚認識主了！我希望能

更早一點認識主！對主有更深的經歷！』。 

    接待家的姐妹告訴我們，我們睡的房間是他兒子幫我們預備的。房間裡有茶水，枕頭、棉被、床單鋪得

整整齊齊，連床單的折線都看得到，房裡一塵不染。第二天早上豐盛的早餐，也是孩子預備的。實在是讓人

驚嘆！這些事，我無法想像出自一個大學生的手。不只做得很好，甚至比我還要柔細，顧到我們各面的需要。 

    姐妹提到自己的得救是從孩子的兒童排起。一直到現在，兩個孩子都上大學了，他們都還維持著每天打

電話一同晚禱，一同分享生活的習慣。這是非常難得的，不只是接待家的姐妹這樣做，領頭弟兄的家也是如

此。提醒我們當父母的，不是孩子大了就可以像風箏一樣放手讓他飛走，而是要持續的關心餵養他。 

    讚美主！朴子召會怎麼能把孩子教的這麼有盼望！感謝主大開我的眼目，讓我有一個大的翻轉。我們不

是要求孩子，乃是要率先做榜樣愛主，服事弟兄姐妹，這樣的愛就可以從羅以傳到友尼基再傳到提摩太身上。

（李楊馥聿姊妹） 

 

屬天嗎哪-------------------------------------------------------
-----------你被接上了麼 

 

羅馬十一 17：若有幾根枝子被折下來，你這野橄欖得在其中接上去，一同有分於橄欖根的肥汁， 

約翰十五５: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 

    因著接枝，野橄欖樹的枝子就與栽種的橄欖樹生機的長在一起。兩棵樹各有其生命，但如今這兩個生命

生機的長在一起，結出一種果子。一種生命若要接枝到另一種生命上，這兩種生命就必須非常相似。因著我

們人的生命是照著神的形像、按著神的樣式造的，所以人的生命能與神聖的生命聯合。雖然我們人的生命不

是神聖的生命，卻與神聖的生命相似。因此，這兩種生命能彀很容易的接在一起，然後一同生機的生長。 

    不僅如此，照著神所命定的自然律，不是貧賤的生命影響豐富的生命，乃是豐富的生命影響貧賤的生命。



事實上，豐富的生命會吞滅貧賤生命的一切缺點，因而變化貧賤的生命。同樣的原則，我們接枝到基督裡面

的時候，基督就吞滅我們的缺點，但並沒有消除我們自己的生命。相反的，祂吞滅我們的缺點時，就將我們

的人性拔高。祂將我們的心思、意志、情感、和一切的美德全拔高了。 

（摘錄自李常受著〝羅馬書生命讀經〞，第 781 至 783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