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 晨興聖言追求：7/31(週一)〜8/5(週六)，內容為『以西結書結經讀經（三）』第一篇。青少年本週晨

興追求材料：聖經之旅第八冊：第十八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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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市召會讀經追求進度表： 

四.全召會以西結書(二)結晶讀經錄影訓練，自 7/22(六)至 8/4(五)，時間如下: (地點--進士會所) 

五.八月分集中主日:為配合蘇澳召會新會所落成之啟用聚會，故八月分之集中主日改為 8/13(日)。 

六.蘇澳召會新會所已完工，預定 8/10(四)~8/12(六)有福音開展行動，歡迎弟兄姊妹一同來傳福音報喜

信。8/13(日)下午 3 點~5 點會所啟用聚會。(因會所座位約 60 位，場地有限，啟用聚會就先邀請宜

蘭眾召會的負責弟兄們參加，之後隨時歡迎眾召會聖徒來蘇澳召會相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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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在四所小學的生命教

育課程，已於 6/23 結束。請聖徒代禱：下學期各小學仍願意繼續實施生命教育；並能有其他班級加

入，也呼召弟兄姊妹投入生命志工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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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受浸聖徒：六月/周子郁、許倖孟、黃俊皓、施碧雪、趙正蓉、林志峰。七月/張雅馨等弟兄姊妹，

並穩定在召會生活中代禱。 
四. 為鐘珮瑜姊妹（蕭燕梅姊妹的女兒）食道外側腫瘤 7/31 在台北三軍總醫院開刀、林顥融弟兄（林韋宏

弟兄的兒子）腦部腫瘤 8/1 在長庚醫院開刀、樓煥朝弟兄尿道炎及胃出血需住院治療代禱。願神的兒

女在病痛中經歷主的大能和恩典的同在。 

 人數統計 (7/16~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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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讀生命讀經                           第三十篇 

7/30(日) 

19:30-21:30 

7/31(一) 

19:30-21:30 

8/1(二) 

19:30-21:30 

8/2(三)  

19:30-21:30 

8/3(四)  

19:30-21:30 

8/4(五)  

19:30-21:30 

第七篇 第八篇 第九篇 第十篇 第十一篇 第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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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6 6 4 7 4 -- 3 8 -- -- -- -- 43 

礁溪鄉召會 32 11 17 18 12 -- 24  -- -- -- -- 62 

壯圍鄉召會 17 12 7 5 -- -- 6 6 1 -- -- -- 22 

員山鄉召會 49 15 13 25 3 -- 12 28 4 14 -- -- 77 

蘇澳鎮召會 17 2 10 5 10 -- -- 7 -- -- -- -- 32 

大同鄉召會 10 1 9 15 8 -- 9 12 -- -- -- -- 29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59 16 13 16 3 -- 11 8 -- -- -- -- 78 

延平區 -- -- -- -- -- -- -- -- -- -- -- --  

進士區 57 9 3 -- 22 -- -- -- -- -- -- -- 79 

青少年區 21 16 5 17 2 -- 2 -- -- --   40 

合  計 278 88 81 108 64 0 67 69 5 14   462 



         恩典賜給人，是叫人傳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 2017/7/30 第八十七期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以弗所書三章八節以弗所書三章八節以弗所書三章八節以弗所書三章八節    

    

恩典賜給比眾聖徒中最小者還小 

    當保羅說自己是使徒時，他說他沒有一點趕不

上那些超級的使徒。(弗十一 11)而說到自己是聖徒

時，就說他比眾聖徒中最小者還小。(弗三 8)比最小

者還小，就是不能再小，已經小到極點了。就着他這

個人來說，他是最小的，但就着他的職事、職分和恩

賜來說，他沒有一點趕不上那些超級使徒。這對我們

該有所教導，就是：對自己，我們該站在最小的地位

上，但對於神的託付，我們不該謙卑。保羅給我們看

見恩典的真理和事實，就是這恩典乃是賜給眾聖徒

中最小者還小的，因此在眾聖徒中沒有一個人不能

蒙這恩典。神若要看一個人是小是大纔給這恩典，那

就是有條件的恩典，而不是十足的恩典。祂所賜給我

們的，都是沒有條件的。 

恩典與恩賜 

    以弗所三章八節所說的『這恩典』，是任何弟兄

姊妹都可以得着的。恩典是甚麼？恩典就是神的生

命。肢體雖各不相同，但裏面所得的生命，和所得的

恩典是相同的。保羅裏面的生命和我們裏面的生命

是同一個生命，都是神的恩典。從這恩典裏面出來一

種本能，就是恩賜；恩典產生恩賜。沒有一個聖徒不

能得着這恩典。聖徒所得着的恩典在他們裏面要顯

出一個本能，那就是恩賜。神的生命在我們眾人裏面

是一個，但從我們身上所顯出來的本能卻各不相同，

而顯出本能的恩典是每個聖徒都能得着的。 

    我們沒有保羅的恩賜，但有保羅的恩典。全身體

最小的肢體都能說，我們都有身體的生命。產生恩賜

的恩典是賜給眾聖徒中最小者還小的，意即這恩典

是每個聖徒都能得着的，這恩典就是神的生命。 

恩典賜給人，是叫人傳基督的豐富 

    以弗所三章八節說，『這恩典賜給了我…..，叫我

將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當作福音傳給外邦人。』

因此，這恩典是叫我們將基督傳給人。保羅將基督當

作福音傳給人。傳福音就是使神生在人裏面，使人與

神聯合。他所傳的基督，乃是豐富的基督，並且基督

的豐富是追測不盡的。保羅就是將這位豐富的基督，

將這位基督追測不盡的豐富，當作福音傳給人。 

需要更多將基督的豐富傳給人 

    很多時候，我們傳福音傳得不彀豐富。對馬路上

的車伕喊『信耶穌，免沉淪』或許可以，對鄉下老太

太說『信耶穌就有福，就有平安』，或許也差不多。

但對一般有識之士，就需要將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

富傳給他們。可惜我們像井底之蛙一樣，只看見一點

點的基督，所傳的也就很有限。我們需要給人看見榮

耀的奧秘，看見基督的豐富，人就會羨慕說，他多年

作人沒有得着這個。當人聽見福音，立即看見自己是

多敗壞、多汙穢，而樂意接受福音時，我們該記得，

赦罪是神救恩裏極小的部分，認識基督的豐富纔是

神救恩裏主要的部分。我們雖傳赦罪的福音，但我們

更要把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當作福音傳給人，這

就需要我們對祂有更多的認識。 

我們認識基督有多少，傳出去基督就有多少。保羅

說，基督的豐富是追測不盡的。祂豈只給我們赦罪、

平安？祂豈只作我們的生命？祂豈只與我們同在、

安慰我們、解決我們的孤單？不，基督太豐富了。我

們要學習認識我們的主。全本聖經六十六卷書都是

說到祂，我們需要認識祂，祂有追測不盡的豐富。然

後我們需要將我們所認識、經歷並享受之基督的豐

富傳給人。 

 (摘錄自/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福分與地位/第二十三篇) 



生命讀經------------------------------------------------------
-----主啟示自己是醫生 

 

    在馬太福音九章十二節，我們看見主回答法利賽人的問題說，『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纔用得

著。』主告訴法利賽人，這些稅吏和罪人是病人，主對他們不是審判官，乃是醫生，是醫治者。那些被他

作成屬天國度子民的人，乃是患痲瘋、癱瘓、發燒、鬼附、患各樣疾病的、以及受人藐視的稅吏並罪人。

若是祂作審判官，臨到這些可憐的人，他們就都會被定罪、被棄絕，沒有一個彀資格、被選上並蒙呼召，

成為屬天國度的子民。然而祂來盡職是作醫生，醫治、恢復、點活並拯救他們，使他們能重新構成祂屬天

的新公民，給祂用以在這敗壞的地上，建立祂屬天的國。主這裏的話，含示自義的法利賽人，不領會他們

需要主作醫生。他們認為自己很強健，因此被自義蒙蔽，不曉得自己是有病的。 

    在十三節，主耶穌進一步對法利賽人說，『你們去研究，「我要的是憐憫，不是祭祀，」是甚麼意思；

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自義的法利賽人，自以為知道一切關於神的事。為著使他們謙卑，主

告訴他們要多研究。 

    憐憫乃是人從神所領受之恩典的一部分。但自義的人寧願獻東西給神，卻不肯從神領受憐憫或恩典。

這違反了神經綸的法則。神願意向可憐的罪人施憐憫，照樣，祂也要我們憑愛向人施憐憫。在這裏主說，

祂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事實上，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所有的義人，都和法利賽人一樣，

是自以為義的。君尊的救主來，不是召他們，乃是召罪人。 

    你是義的麼？你若說，『不是，我不是義的，』你就有福了。不認為自己是義的，卻承認自己是有罪的

人有福了。因為主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主可能對自義的人說，『你若自以為義，你就和我的來意

不合，因為我來是為著罪人。不要認為自己是義的；你們必須領悟自己是多麼有罪。你們若認為自己是罪

人，你們就適合讓我來。』（摘錄自/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二十七篇） 

 
神豐富全備的屬性---------------------------------------------

----------明達、良善 

 

    以弗所一章八節指明，智慧與明達有所不同。在這節，保羅說到神恩典的豐富，他說，「這恩典是神用

全般的智慧和明達，使其向我們洋溢的。」智慧是在神裏面所用以計畫並定意關乎我們之旨意的；明達是

神智慧的應用。神首先用祂的智慧計畫並定意，然後用明達應用祂為我們所計畫並定意的。智慧主要的是

為著神在永遠裏的計畫，明達主要的是為著神在時間裏計畫的執行。神在永遠裏用祂的智慧所計畫的，現

在在時間裏用祂的明達來執行。 

    我們可以說，明達是「樓梯」，將較低水平上的聰明，連於較高水平上的智慧。要從聰明達到智慧，我

們需要明達。某人若定意不留在聰明裏，而要進展到智慧，他就必須登上明達的樓梯。我們也可以說，明

達是正確的聰明。明達的人不會愚眛的作事。這樣的明達也是神行動上ㄧ個神聖的屬性。 

    在路加十八章十八節，有一個官問主耶穌說，「良善的夫子，我該作什麼，才可以承受永遠的生命？」

耶穌對他說，「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沒有良善的。」（路十八 19）這節啟示，神，

只有神，是良善的。良善是神的另一個屬性。 

    就神而言，良善一辭是什麼意思？原文這辭乃是描述「由於在性格或構成上良善，其效果是有益的。」

因此良善是指在素質上絕對、完全對人有益。神是良善的，在素質上絕對完全對人有益。就這面的意義說，



祂的良善是祂屬性中美麗的一項。 

（摘錄自/新約總論第一冊/神/第九篇/祂的屬性二） 

2017 花蓮青少年特會蒙恩分享  
     

      非非非非常摸着弟兄姊妹的展覽，看見一位弟兄上臺

分享他所享受的，我靈裏就有種感覺，一種對弟兄

裏頭的基督的敬畏，實在讓我看見基督。生命的寶

貴，並他那奇妙的變化。滿受弟兄姊妹的供應，感

謝主。當申言的人有供應人的負擔，而聽的人也有

渴慕的靈，這申言的內容就能供應人，而且生命也

被供應出來。在這短暫的特會期間，弟兄姊妹被調

和成為一，如同基督的軍隊，被堅固並建造在一起，

活在調和的靈裏，叫人的心思，情感，意志，不再

作神生命的攔阻，與神合一。 

    每次特會結束之後，過不了多久便落回原初可

悲的光景。我的舊人已在十字架上與主釘死，這死

不斷的提醒我，生命的道路已在我身上打通，我早

就死了，而『復活的基督』，現在就活在我身上。 

(蘇文聖弟兄) 

 

    我我我我很摸着：『若是我們凡事都憑天性、天然去

作，其結果無論是甚麼都是假冒的。』所以我們無

論在考試還是軟弱的事上，都要依靠主。一個人是

否屬靈，不在於外面的表現，乃在於他如何對待內

在的基督。這些難處在我們身上，只有一個解決辦

法，就是我們必須經過十字架，讓十字架來破碎我，

讓基督的生命在我們裏面不受限制。 

(福音朋友莊佩軒) 

 

   有有有有時候，主在我耳邊說話，我常常不理祂；我

習慣背叛祂，不習慣順服祂。我只想做自己的事情，

不想聽祂的話。今天讀到這一段話，摸著了我的

心。”神愛什麼，我也愛什麼; 神喜歡什麼，我也喜

歡什麼;神所厭惡的，我也厭惡。”希望以後我愛神

所愛的，恨惡神所恨惡的，討祂的喜歡。 

（李子承小朋友） 

聚會前，因為升高三面臨學測，頭幾天一直在

讀書和補習，幾乎快把主忘了。幸好有這次青少年

特會，讓我停下來享受祂。惟有主的生命才是永恆

的，神自己就是這生命來給人享受，要在我們裏面

打通一條道路，可是人有許多的難處，每次早晨與

 

主親近時，會有莫名的心思來打擾我，所以我

需要更多的破碎，使神天天進入我裏面的人裏。 

(林耀主弟兄) 

    
一一一一個人唱詩歌的時候，會覺得自己聲音

是渺小的、可有可無的。但是當眾人聚在一起，

就能帶來更大的喜樂！在個人詩歌競賽的時

候，因為很容易一上臺就緊張，所以也有想過

不上去，但是同組的服事者一直鼓勵、扶持我，

讓我看見，只有一個人是不彀的，但是在一個

身體中，我們就能壯膽！甚至唱到最後一次副

歌時，同組的每一位也都上前來一同唱。弟兄

姊妹真的就如同雲彩圍繞的感覺，謝謝這些同

伴，他們就是主給我最大的恩典。 

    課程的第四篇說到了一處經節，林後十二

章九節說：『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彀你用的。因

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

我極其喜歡誇我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

我。』感謝主，今天如果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還不一定能經歷這些，但是我卻因我的緊張、

我的軟弱而有所經歷。所以我可以說：『哦，主

呀我是軟弱的，但藉弟兄姊妹顯明出來的，是

主的恩典彀我用。』(黃薇寧姊妹) 

 

    在在在在這三天兩夜的特會，我作了許多平常

不會作的事，例如早起晨興。我現在還是福音

朋友的身分，這次是我第三次參加特會，在這

次特會中，我對於信息有一些疑問，就是第四

篇說到的『死』是甚麼?後來我問了弟兄，知道

『死』指的是天然生命的了結，是經過十字架

的破碎，是基督的身體在我們裏面不受限制，

也讓我們的難處受到對付並能處理掉。我也很

摸着一位弟兄的交通，他說我們來到召會是要



成為一個屬靈的人，而不是來假裝一個屬靈的

人。因為再怎麼裝，也不過裝個兩三年，那不

如早日把自己奉獻給主，成為一個屬靈的人。

(福音朋友莊佳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