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8/14(週一)〜8/19(週六)，內容為『以西結書結晶讀經晨興聖言（三）』第三篇。 
二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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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姊妹集調：地點為中部相調中心，鼓勵姊妹們報名第三梯次：10/26(週四)至 10/28(週六)。 

各召會請向負責弟兄報名，宜蘭市請向邱淑眞姊妹報名，8/278/278/278/27 報名截止報名截止報名截止報名截止，請姊妹們彼此邀約。 

五、青年成全:8/18(五)晚上 19:30-21:30、8/19(六)早上 08:00-12:00。參加對象:眾召會青年聖徒及 

    大專聖徒，請豫先進入"神的經營"1-18 章及林後 13:14 註 1。 

六、彰化青少年與大專來訪：8/19 下午四點於進士會所相調，人數約一部遊覽車，當天晚上六點半愛 

筵，請各家帶菜；有心願接待者請聯絡邱淑眞姊妹。 

七、宜蘭縣青少年英語生活園：8/26(週六)中午十二點至 8/27(日)中午十二點，請弟兄姊妹彼此邀約， 

為著基督身體的交通，而在語言上一同受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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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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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張雅馨、賴鴻昌、周正平。 

八月/張瑞涵等弟兄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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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林顥融弟兄（林韋宏弟兄的兒子）手術後恢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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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8/6)  

日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讀經含註解 太十二 

1-8 
太十二 

7-15 
太十二 
15-21 

太十二 
22-37 

太十二 
38-42 

太十二 
43-50 

參讀生命讀經                        第三十二、三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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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4 7 5 4 5 -- 3 8 -- -- -- -- 14 

礁溪鄉召會 32 15 18 24 17 -- 21 -- 4 -- -- -- 40 

壯圍鄉召會 13 7 10 -- -- -- 8 7 6 -- -- -- 17 

員山鄉召會 44 10 9 17 8 -- 6 8 5 14 -- -- 67 

蘇澳鎮召會 17 2 10 5 10 -- -- 7 -- -- -- -- 26 

大同鄉召會 10 1 9 15 8 -- 9 12 -- -- -- -- 18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47 3 9 8 3 -- 21 6 -- -- -- -- 47 

延平區 25 -- 8 12 7 -- 11 -- -- 10 -- -- 37 

進士區 46 9 2 18 6 -- -- -- -- -- -- -- 52 

青少年區 24 9 1 22 15 -- 1 3 -- -- 24 22 32 

合  計 272 63 81 125 79 0 80 51 15 24 24 22 342 



                       使徒保羅的兩個禱告        2017/8/13 第八十九期   

使徒為召會的第一個禱告—說出我們該有的認識 

認識神呼召的盼望 

使徒的第一個禱告，是求神叫我們對祂在我們

身上所作的有認識。這是啟示問題，所以使徒求神賜

給我們智慧和啟示的靈，使我們充分認識祂。 

第一是認識神呼召的盼望。整本新約說到一件大事，

就是盼望身體得贖。從神的眼光看來，祂在宇宙中的

工作，可說只剩下一件事還沒有完成，就是叫我們這

些蒙救贖的人身體變化並得贖。神等候那一天，蒙恩

的人也等候那一天，一切受造之物也在等候那一天

來到。 

在神的計畫裏，宇宙和萬有已經被造。神豫知人

會墮落，需要十字架的救贖；十字架的救贖已經完成

了。神計畫要由聖靈產生召會，並要產生一班眾子作

祂兒子的同伴。神計畫最終的目的，乃是要叫祂的眾

子都進入祂兒子的榮耀裏，和祂兒子一模一樣。我們

的身體得贖，在榮耀裏作祂兒子的同伴，這件事就是

盼望。以弗所一章裏的呼召包括揀選、豫定、救贖、

印記和憑質。印記帶進身體得贖，身體得贖是印記的

結果。身體得贖乃是神呼召的盼望，也是印記的結

果。這是對第一個禱告的第一個認識，就是認識神呼

召的盼望—我們身體得贖，也就是神的產業得贖。 

認識神在聖徒中之基業的榮耀 

我們這些給神得着的人就是神的產業。神把要

來的世界派人管理，也就是交給祂的聖徒承受。聖徒

既是神的所有物，將來由聖徒所承受的宇宙就是神

的產物。因此祂的基業第一是聖徒，第二是經過人所

得的宇宙。神先得着聖徒作祂的產業，然後經過聖徒

得着全宇宙作祂的產業，這就叫作神在聖徒中的基

業。 

呼召是盼望的事，基業是榮耀的事。這位榮耀的

神像電燈裏的電，基督像燈泡，眾聖徒像燈罩。電流

過，光就照出來，那就是榮耀；這就是新耶路撒冷的

一幅圖畫。神的光經過新耶路撒冷而照耀出去。神得

着我們作祂的基業，也經過我們得着宇宙作祂的基

業。神的榮耀普照到宇宙，那就是神基業的榮耀。有

一天，當我們進到那個榮耀裏，這盼望就得着了。 

認識神向着我們的能力 

這能力就是顯在基督身上的能力。這個大能今

天也運行並顯在我們身上，叫我們復活，叫我們升

天，叫我們超過萬有，叫萬有服在我們腳下，並叫我

們經歷基督向着召會作萬有的頭。這個能力在基督

身上是如此，在我們身上也是如此。甚麼人身上有這

能力顯在他身上，他就經歷復活和升天，讓基督超過

一切，並且服基督，讓基督作頭。 

召會—基督的身體，基督的豐滿 

召會是基督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

的豐滿。以上這些不過是認識和看見而已，還不是經

歷；為着認識，需要智慧與啟示的靈。 

 

使徒為召會的第二個禱告—說出我們當有的經歷 

使徒為召會的第二個禱告不是認識的問題，乃

是經歷的問題。啟示是身外的看見，經歷是切身的體

驗。全本聖經最屬靈、最高的禱告，可以說就是以弗

所書裏的這兩個禱告。聖經除了馬太六章，主告訴我

們要怎樣禱告以外，再沒有別處說到禱告的內容；雖

題到禱告的事，卻沒有明文題到禱告的內容。約翰在

啟示錄末了的一個禱告，說，『主耶穌阿，我願祢

來！』那也是禱告的話語，但很簡短、明瞭。在新約

中具體有形的禱告，除了主耶穌的禱告之外，只有使

徒保羅在以弗所書裏的這兩個禱告。盼望弟兄姊妹

對『該有的認識』和『當有的經歷』這兩句話有深刻

的印象，然後我們會對這兩個禱告有亮光。 

 (摘錄自/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福分與地位/第二十五篇) 



生命讀經---------------------------------------------------------
以頌揚承認父的美意  

 

以頌揚承認父的美意以頌揚承認父的美意以頌揚承認父的美意以頌揚承認父的美意    

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節說，『那時，耶穌回答說，父阿，天地的主，我頌揚你。』當主責備那些

大城時，祂回答說，『父阿，我頌揚你。』主回答誰呢？祂回答父。主一面責備諸城的人，一面與父交通。

那時祂回答父，發出了以下對父的頌揚。主以頌揚承認父完成祂經綸的路。雖然眾人對祂的職事毫無反應，

反倒毀謗祂，幾個大城也都棄絕祂，但祂頌揚父，承認父的旨意。祂不求工作的亨通，只求父的旨意；祂

的滿足和安息不在於人對祂的了解和歡迎，只在於父對祂的認識。基督相信諸城棄絕祂是出於父。今天我

們的情形如何？我們遭受棄絕、反對、批評、攻擊、定罪時，我們能頌揚父麼？你有沒有說過：『父阿，為

著父母和朋友的棄絕與反對，我頌揚你』？我們需要承認，這樣的棄絕是出於主的主宰，並且為此頌揚祂。 

呼召負重者來得安息呼召負重者來得安息呼召負重者來得安息呼召負重者來得安息        

在二十八節，主發出一個呼召：『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必使你們得安息。』二十八節

所題的勞苦，不僅是指為了遵守律法誡命和宗教規條而努力的勞苦，也是指為了工作成功而奮鬥的勞苦。

凡這樣勞苦的，總是擔重擔的。主頌揚父，承認父的道路，並宣告神聖的經綸之後，便呼召這樣的人到祂

這裏來得安息。 

得安息的路得安息的路得安息的路得安息的路    

二十九、三十節有得安息的路：『我心裏柔和謙卑，因此你們要負我的軛，且要跟我學，你們魂裏就必

得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負主的軛就是接受父的旨意。柔和，或，溫柔。意

即不抵抗任何反對。謙卑，意即不重看自己。在一切的敵對中，主是柔和的；在一切的棄絕裏，祂心裏是

謙卑的。祂將自己完全降服於父的旨意，不為自己作甚麼，也不盼望為自己得甚麼。因此，無論環境如何，

祂心裏都有安息；祂完全以父的旨意為滿足。我們盡職事遭受反對時，我們若抵抗，就沒有平安。但我們

若不抵抗，而降服於父的旨意，見證反對是出於父，我們魂裏就會得著安息。 

（摘錄自/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三十一篇） 

 

  神豐富全備的屬性                               簡單 

 

    在林後一章 12 節，保羅說到神的單純或簡單。你曾領悟神是簡單的嗎？簡單是祂的一個屬

性。神是智慧、全能的，但祂也是單純且簡單的。我們和某些弟兄談話時，發現他們極其複雜。

但我們的神對我們是簡單的。每當我們和祂談話的時候，我們就發現祂不是複雜的。祂說「白」

或「黑」，意思就是白或黑，不是灰。 

    無論神在一個時候對我們感覺如何，祂對我們總是簡單的。想想看神若不簡單，祂若對我們的

想法複雜，我們會有怎樣的遭遇。你願意神複雜的考量你的情況並查驗你嗎？神若這樣對待我們，

我們沒有ㄧ人會得祂的恩寵。但因著神的簡單，祂的單純，我們一直從祂領受無保留的祝福。 

    在基督徒中間所以有混亂和分裂，根源就在於信徒裏面複雜。所有的基督徒若成為簡單的，就

不會有難處。地方召會裏的難處總是來自複雜。這是哥林多人中間的情況，保羅想寫信給他們，說

到他憑著神的簡單在世為人。神的簡單是一個神聖的屬性，是神在祂信實上所是的屬性。在簡單中

愛基督，並享受基督（林後十一 3），就是在神簡單的屬性上經歷祂。 

  （新約總論第一冊神/第十篇神—祂的屬性三） 



 

2017 壯年班畢業蒙恩見證--------------------------------------

--得勝的生活 
      

     神救恩的目的，是要在千萬聖徒裡面，得著基督的繁殖，使他們成為祂身體上活而盡功用的肢體，配

搭建造在一起。在過召會生活以後，我們都知道基督是我家之主，凡事要尊主為大。我也知道以弗所書所

說的「丈夫是妻子的頭」，所以有時也會操練自己，把弟兄當作「王」字上面的那一點。可是我常常心裏

不甘願，不想讓他作王。並且我個性又直又快，不但愛出主意，並且固執到底，讓弟兄很受壓。所以，我

們常常意見相左，僵持不下。這樣一來就不得了了，所謂「一山不容二虎」，結果就是吃不完兜著走。 

    壯年班訓練的課程學習、服事配搭和生活操練，使我的「己」被暴露，使我的「個性」被對付。我也

不斷操練「我死主活」的功課，我減少，主加多。這一年來，「十字架的死」天天在我身上發動，要我逆

著性，順著靈；「主復活的大能」天天在我裡面運行，要我否認己，活基督。現在我知道，只要我學習停

下自己，就不再是「活在天然生命中」的女王，而是「操練在生命中作王」的得勝者了。 

     以前我說話又快又急，所以嘉興弟兄常常自動關閉耳朵，有聽沒有到。但是在這一年裡，每當週末回

到礁溪的家裡時，我常常把訓練的豐富交通出來，和他一同分享我的經歷。我也願意在生命裡順服弟兄的

帶領，樂意讓他作我頭上的那一點。我們的交通充滿了亮光，我們的配搭充滿了喜樂！ 

（廖張琬如姊妹） 

 

羅馬書十二章五節：『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是一個身體，並且各個互相作肢體…。』 

一年多前，我受浸歸主，進入召會生活。由於我們從事的是餐飲業，所以負責弟兄要我和姐妹在召會裡服

事飯食，學習在專項上盡功用。但是在服事裡，我總是帶著天然的觀念來做事，不懂什麼叫作配搭，也看

不見身體。因為我總覺得，我有餐飲的知識和豐富經驗，所以大家要聽我的。尤其，我常和姐妹交通不來，

一旦交不通的時候，索性乾脆通通自己作就好了。由於弟兄的邀約，我們一起來參加壯年班訓練。藉著教

師教導，和每天的禱告操練，主的話逐漸光照我，暴露我是一個充滿己、驕傲無知、不肯被破碎的罪人。

原來我只倚賴自己的知識和經驗，卻忽略了基督的元首權柄；原來我只憑著己意和天然的力量，卻忽略了

基督身體的配搭。壯年班訓練讓我明白，要學習配搭，要被成全，要有建造。不可以抹滅每個肢體的功用，

更要珍賞它們的那一份。所以，現在我與姐妹配搭，無論是服事、傳福音、看望牧養，我都學習先回到靈

裏，與主調合，被主充滿。不憑靠天然的肉體，乃要憑著靈，倚靠靈，作基督身體上活而盡功用的肢體。 

    感謝主！壯年班畢業後，我們要繼續奔跑屬天賽程。「主要我去何地，我就去；要我如何，就如何。

一生作主親密的愛人，作主的飛鷹，到全地去傳揚國度的福音。（廖嘉興弟兄） 

 

  職事文摘                                早起．贖回光陰 
 

我們需要贖回光陰，花工夫被神的聖言浸透，好得著裝備以申言。耶利米哀歌三章說，主的



慈愛和憐恤每早晨都是新的。因此，我們需要每早晨花一段時間在主的話裏，享受主，從主得

著新的供應，新的力量，而有一個新的起頭。從《職事文摘第二卷第一期：生命 2》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