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 晨興聖言追求：7/3(週一)〜7/8(週六)，內容為『認識生命與召會』第一篇。青少年本週晨興追求材

料：聖經之旅第八冊：第十四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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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集調：：8/12（週六）13:00至 8/13（主日）中午，報到地點：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費用按照選擇
之住宿情形，住六人房者每人 1800元，住四人房者每人 2000元，住二人房者每人 2400元，因故不便
住宿者每人 1000元。報名截止日報名截止日報名截止日報名截止日：：：：7/16，詳情與報名請洽邱淑眞姊妹。 

七. 青職愛宴相調：7/8(週六)下午五點半至七點半於進士會所聚行，參加者帶菜，青年弟兄姊妹彼此邀約 
八. 青職聖徒太魯閣、三棧溪相調。時間：2017/7/15(六)07：10~7/16(日)16：51  費用：1000元(不含火車

票錢) 報名截止：2017/7/2(日)。報名聯絡人：沈國偉弟兄 0972-226113、楊宜哲弟兄 0939-386287。 
九. 得榮基金會生命志工教育訓練時間：7/29(六)、7/30(日)兩天，共十六小時。費用：400元。 

地點：文化會所。鼓勵大家投入志工行列，將福音社區化。本次訓練除可獲得得榮基金會志工證， 
亦可獲得政府核發志願服務紀錄冊。報名請聯絡林志漢弟兄 0932-776-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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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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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張瀚允、張琦玲、陳亮宏、鄭佳真、六月/周子郁、許倖孟、黃俊皓、施碧雪、

趙正蓉等弟兄姊妹，並穩定在召會生活中代禱。 

 人數統計 (6/19~6/25)  

日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讀經含註解 太六 1-4 太六 5-8 太六 9-15 太六 16-18 太六 19-24 太六 25-34 

參讀生命讀經                       第二十一篇〜二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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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8 11 -- 6 -- -- -- -- 1 -- -- -- 18 

礁溪鄉召會 31 13 14 24 16 -- 21 2 -- -- -- -- 34 

壯圍鄉召會 8 4 8 7 -- -- 6 6 4 -- -- -- 15 

員山鄉召會 43 24 8 -- 9 -- 10 17 6 11 -- -- 60 

蘇澳鎮召會 18 6 8 8 9 -- 1 6 1 -- --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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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53 16 9 45 17 -- 21 6 -- -- -- -- 74 

延平區 4 -- 6 23 11 -- 11 -- -- 10 -- -- 29 

進士區 50 6 4 30 27 -- -- -- -- -- -- -- 62 

青少年區 21 -- 4 31 20 -- 4 8 -- -- 21 31 37 

合  計 286 85 70 178 103 0 53 48 12 21 20 35 374 



                 關於召會之奧秘的啟示與執事(⼀)    2017/7/2 第八十三期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以弗所書三章以弗所書三章以弗所書三章以弗所書三章 1~31~31~31~3 節節節節    

管家的職分 

    召會是個奧秘，但要把這奧秘給人知道，神就必

須託付人來作這事，神的這個託付就是管家的職分。

這奧秘的啟示是關乎召會的。管家的職分、奧秘和啟

示這三者都與召會有關。職分是根據於啟示，而啟示

就是給妳看見那奧秘。使徒的職事乃是完成這奧秘

的啟示，以產生召會。召會是何等榮耀高超，是神的

居所，也是基督的身體。保羅就說，因這緣故，他要

勸勉使徒。他釋放關乎召會之奧秘的啟示時，所取的

身分是憑神旨意之基督的使徒；但他在勸勉聖徒時，

所用的身分是基督耶穌的囚犯。 

保羅為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穌的囚犯 

    保羅為外邦人作了囚犯，就以這身分勸勉他們。

因為他到外邦人中間傳福音，引起猶太人厭惡。他沒

有犯罪，按理不該作囚犯。他之所以作囚犯，乃是為

了外邦人，因此他有資格勸勉他們。表面上保羅是被

拘禁在監牢裏，實際上是被囚在基督裏，所以他是基

督耶穌的囚犯。不是監牢拘禁保羅，乃是主把保羅拘

禁了。所以他坐監不是關在監牢裏，乃是被囚在主裏

面。他是以這個身分和地位來說勸勉的話。神把傳福

音給外邦人的職分託付給他，他乃是為外邦人得了

神所賜給他的職分。 

神恩典的分賜 

    『管家職分』含行政、調度、安排、設計、計畫、

經營、經綸、管理等意思。對神，這字指神的經綸，

神的行政；對使徒，這字指管家職分，也是家庭行政。

神的家庭行政，乃是要在基督裏將祂自己分賜到祂

所揀選的人裏面，使祂得着一個家彰顯祂，這家就是

召會，基督的身體。神恩典的管家職分，或神恩典的

行政，就是將神的恩典分賜給神家裏的人。神在恩典

的經綸裏，安排保羅負一部分責任來管理神的恩典，

這就是保羅的職分。 

在舊約時雖有奧秘的存在，卻無奧秘的啟示 

    使徒保羅的執事就是完成這奧秘的啟示，以產

生召會。神隱藏的定旨是個奧秘，這奧秘的揭開就是

啟示。在舊約時雖有奧秘的存在，卻無奧秘的啟示。

今天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救恩，但耶穌基督對我們卻

是奧秘的。 

在召會時代，一切都是奧秘 

    在新約時代，一切都是奧秘，直到七號吹響，神

奧秘的時代就結束了。在舊約時代，大多是明顯的，

到國度時代一切也都是明顯的，只有今天召會時代，

一切都是奧秘。今天一切屬靈的事都是奧秘。我們的

得救和重生乃是奧秘；罪得赦免、與神和好、與基督

一同復活、一同坐在諸天界裏，這些全是奧秘。這奧

秘的時代從何開始？乃是主藉聖靈成孕在馬利亞腹

中，成為肉體而成為人開始，一直到主再來，這些都

是在奧秘裏的故事。 

新約裏的奧秘就是神顯現於肉體 

    新約裏的奧秘就是神顯現於肉體。這奧秘也一

直在我們身上作工，直到有一天把我們所有信祂的

人，都帶進榮耀裏去。宇宙中就不再有隱藏的奧秘，

一切都要顯明出來。屬靈生活就是奧秘的生活，屬靈

人就是奧秘的人，屬靈工作就是奧秘的工作。保羅的

管家職分，就是照著啟示使他知道這奧秘。對於沒有

啟示的人，這奧秘叫他們感覺莫名其妙；但對有啟示

的人，這奧秘就顯為真實。二十個世紀以來，許多認

識這奧秘的人，為了所得的啟示，情願擺上寶貴的生

命，捨棄遠大的前程，勝過難捨的親情；在不相信的

世人看來是何等的枉費，但在愛這奧秘的人看來，這

是他們馨香的見證。感謝讚美主，今天這奧秘已將我

們啟示，我們樂意傾倒一生在我們所看見的啟示上。 

這奧秘就是神與人調合 

實際的說，這奧秘就是神與人調合。聖經裏說道

神的奧秘、基督的奧秘、福音的奧秘。神的奧秘就是

基督，基督的奧秘就是召會，福音的奧秘就是基督與

召會，為著成就神永遠的定旨。我們都需要得着這啟

示，使我們知道這奧秘。 

(摘錄自/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福分與地位/第二十篇)  



屬天嗎哪-------------------------------------------------------
--------人開始呼求主名 

創世記四創世記四創世記四創世記四 2222：：：：又生了該隱的弟弟亞伯又生了該隱的弟弟亞伯又生了該隱的弟弟亞伯又生了該隱的弟弟亞伯…………    

26262626：：：：塞塞塞塞特也生了一個兒子特也生了一個兒子特也生了一個兒子特也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叫以挪士起名叫以挪士起名叫以挪士起名叫以挪士。。。。在那時候在那時候在那時候在那時候，，，，人開始呼求耶和華的名人開始呼求耶和華的名人開始呼求耶和華的名人開始呼求耶和華的名。。。。    

    

在創世記四章有兩個特別有意義的名字，第一個是亞伯，意思是『虛空』。墮落的結果，人生變得『虛空』。

請看今天的人，雖然非常忙碌，內心卻是一片空白、虛空。在他們的深處是一片空虛的感覺。不論你的社會

地位如何，不論你多有錢或多有成就，當你在靜夜或清晨獨處時，都會覺得內心有所缺如。這種缺如的感覺

就是我所說的虛空。這正是智慧的所羅門王所說，虛空的虛空，在日光之下都是虛空。（傳一 2〜3）要逃避

人第二次的墮落，必須認識我們是墮落無神的人，我們的所是，所有和所作，全是虛空。我們不過是虛空。 

    第二個有特殊意義的名字是以挪士，以挪士的意義是『脆弱、必死的人』。人墮落之後，不但人生變為

虛空，人也變成脆弱必死。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既脆弱又軟弱，非常容易破碎。我們何等容易失敗！人是必死

的！沒有人能誇口，他下禮拜一定活著。沒有人知道他的明天如何。要逃避人第二次的墮落，我們必須認識

人生的虛空和人的脆弱。我們若有這個認識，就不會信靠自己﹔這樣，也就不會離開神的路，自以為是了。

（摘錄自李常受著〝創世記生命讀經〞，第 409 至 410 頁） 

 
神豐富全備的屬性----------------------------------------------
----------公義（中） 

 

約壹一章九節說，「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

不義。」，神在祂的話上是信實的（約壹一 10），在祂兒子耶穌的血上又是公義的（約壹一 7）。祂的話就是

祂福音真理的話（弗ㄧ 13），告訴我們，祂要因著基督赦免我們的罪（徒十 43）；基督的血已經滿足了神公

義的要求，使祂能赦免我們的罪（太二六 28）。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祂就要照著祂的話，並基於那藉著耶穌

之血的救贖，赦免我們。因為祂必須在祂的話上信實，並在耶穌的血上公義；否則祂就是不信實、不公義的。 

在羅馬書三章 21 節，保羅進一步說到神的義：「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有律法和申言

者為證。」說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意思是神的義不是基於我們的作為；也就是說，神的義不是

基於我們的守律法。雖然神的義存在了許多世代，但這義沒有向我們顯明出來，直到我們相信主耶穌，並呼

求祂的名，於是神的義就向我們顯示出來。當神的義向我們顯示，這就是神的義顯明出來了。我們相信主的

時候，這義就向我們顯明出來。 

羅馬書兩次題到神的義顯明出來。羅馬一章 17 節說，神的義本於信顯示與信。然後羅馬三章 21 節說，

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如今在律法以外，神的義已經藉著信耶穌基督顯明出來（羅三 22）。神藉

著赦免我們，顯示祂的義。祂向全宇宙宣告，因為祂是義的，祂必須為我們的罪赦免我們。因為神的兒子主

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為我們被神治死，神在律法上就有義務赦免我們。無論祂滿意不滿意我們，祂都必須

照著祂的義赦免我們。 

神知道每當人指向復活並升天的基督作清償罪債的「收據」時，神就必須赦免那人。在這件事上，公義

的神沒有選擇。每當我們的良心因著我們的失敗定罪我們時，我們就需要記得站在神公義的根基上。今天你

也許為主熱心。但將來你也許失敗，並且對自己非常失望，無法相信神能赦免你。這時候你需要為神的公義

讚美祂，告訴祂無論你多失敗，基督仍在祂右邊，作清償你一切債務的收據（來ㄧ 3）。我們的經歷可以變動，



但神永遠是公義的。每當我們承認自己的罪，取用耶穌的血，並訴諸神的公義，神除了赦免我們以外，就別

無選擇。（摘錄自/新約總論第一冊/神/第九篇/祂的屬性二） 

日間成全訓練蒙恩見證                          神奇妙的帶領         
        

    神的帶領真奇妙，記得去年和前年，我都只是去參加日間成全的結業聚會，從沒想過要參加訓

練。每當有弟兄姊妹問我是否要報名，進入日間成全操練，我的回覆都是：『先禱告尋求!』 

    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超乎我們所求所要的恩典，這恩典實在是基督自己在我裏面的動力與

運行。讓小子隔週四早上的時間能夠全然釋放！我的靈裏真是喜樂平安、穩妥歡騰，如跳躍的母鹿

跳入這草場，竭力享受這樣的活出之餘，也為眾弟兄姊妹有份於這樣的操練而迫切代禱！此時，眼

眶不由自主的流出為主著急、為主感嘆的淚水。因為自己曾經也軟弱過，落入低谷中，因著凡事聯

於基督，作我的中心與普及，於是我能再次剛強站立在主面前。 

    在訓練中，有弟兄們釋放訊息的享受、詩歌禱告操練，課後配搭看望福音朋友，聯結久未聚會

的弟兄姊妹，如同全副軍裝裝備齊全，打出一場美麗的仗，讓基督得勝。感謝主的帶領，讓小子在

2017 年春季宜花東日間成全訓練結業時，展覽詩歌〜『經歷基督－因祂滿足』“我已揀選主耶穌，

揀選祂作世界；祂愛實在是充足，滿足我的一切；主，我是你的器皿，只有你能充盈；敘加的水飲

千井，渴仍不停。耶穌，耶穌，我揀選主耶穌，我心今正住在所有甘甜事物之源；耶穌，耶穌，祂

乃是我滿足，是祂消除我的要求，平靜我的意願。” 

    藉著唱詩歌受那靈引領，讓基督在我裏面湧流活出，感動吸引人。只有天天享受基督成為我們

的一切，時時操練我們的靈，纔能贏得基督！這次訓練，我也得到『新人獎』的鼓勵。 

雖然因為在職的關係，無法週週參加訓練，但我依然感謝讚美主！一切榮耀都歸神！ 

（許馨容姊妹） 

 
 

真理的標準--------------------使徒的教訓，新約的經綸，信仰準則與真
理的標準 
 
     初期召會在聖經正典未形成前，固然有不成文的口傳；這些口傳就是行傳二章所說『使徒的教訓』(徒

二 42)。這教訓就是神在信仰裏的經綸(提前一 4)，或章程。它包括主耶穌所有的教訓(太二八 20)；並真理的

靈指導門徒之許多的事(約十四 26,十六 12~13)，即所有使徒的書信，包括使徒約翰寫的啟示錄在內。希伯來

一章一至二節說，神在舊約是藉人多分多方的說話，但在新約，祂惟獨「在子裏」說話。在子之外，神再沒

有任何說話。在四福音中，子乃是在肉身裏說話。在使徒行傳並使徒書信中，祂乃是在靈裏，作為是靈的基

督(Pneumatic Christ)說話。在末一卷書啟示錄中，子乃是在「七靈」(啟一 4,三 1)裏說話。無論福音書、行傳、

書信或啟示錄，都是神在子裏的說話，這說話就構成神在信仰裏的經綸。啟示錄為最後的話，藉這些話神的

經綸全部打開，之後不能加增也不能減少(啟二二 18~19)。這新約的經綸就是神的啟示之全部憲章，是最高的

權柄，是最後的法庭。其內容乃是神永遠的旨意，具體說就是基督的身位和祂的工作。包括祂的成肉身、為

人生活、受死贖罪、復活、升天、成為那靈、重生信徒、更新、聖化、變化他們，將他們模成神兒子的模樣，

至終得榮，也包括基督再臨、末日審判、千年國度，永世新耶路撒冷等。 

    初期教父如特土良(Tertullian)，愛任紐(Irenaeus)等，題及所謂「信仰準則」，所云不外以上之教訓。這些

教訓就是神經綸的全部，也就是全本新約聖經所包含者。新約的內涵就是這教訓。所有學者皆公認，沒有任

何「信仰準則」所涵蓋者是新約所沒有記載的。新約全部內容，就是神經綸的全部內容，也就是「信仰準則」



的全部內容。所以，真理的準則只有一個，就是新約聖經。這是使徒的教訓，也就是教父所指的「信仰準則」，

這四個就等於一個。至於舊約，乃是新約的根基與豫言，遙指神新約的經綸。如此，新舊約聖經，乃是獨一

無二的真理準則，此為無可置疑之事實。（摘錄自/肯定與否訂/第一卷．第一期/真理的準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