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 晨興聖言追求：6/26(週一)〜7/1(週六)，內容為『與升天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作』第八篇。青少年本週

晨興追求材料：聖經之旅第八冊：第十三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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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與報名請洽邱淑眞姊妹。 

七. 錄影訓練：7/22(週六)~8/2(週三)，請弟兄姊妹分別時間，一同進入現有的真理。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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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弱勢兒童、青少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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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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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周子郁、許倖孟、黃俊皓等弟兄姊

妹，並穩定在召會生活中代禱。 

 人數統計 (6/12~6/18)  

日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讀經含註解 太五 21~25 太五 26~30 太五 31~35 太五 36~40 太五 41~45 太五 46~48 

參讀生命讀經 十八篇 十九篇 二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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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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19 11 36 19 -- -- -- -- -- -- -- 70 

延平區 22 -- 6 16 5 -- -- -- -- 10 -- -- 35 

進士區 60 6 6 35 19 -- -- -- -- -- -- -- 65 

青少年區 20 2 5 35 21 -- 6 7 -- -- 20 35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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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會的性質、、、、地位、、、、所是與功用     2017/6/25 第八十二期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以弗所書二章以弗所書二章以弗所書二章以弗所書二章    

    

召會的性質 

是復活的 

   『在基督耶穌裏一同復活』（弗二 6 上）〜召會的

性質是復活的，其生命是經過死而復活的生命。召會

乃是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而基督的復活，叫祂一切

都顯出神生命的性質來。羅馬一章四節說，主耶穌基

督是從死人的復活，以大能標出為神的兒子，意思就

是，復活叫基督的一切顯出神生命的性質。所以召會

的性質也是復活的，而這復活的性質乃是充滿神的

生命。 

是屬天的 

   『一同坐在諸天界裏』（弗二 6 下）〜召會雖然在

地上，卻不是屬地的，乃是屬天的，因為召會的性質

是屬天的。 

是屬靈的 

   『在一位靈裏』（弗二 18）〜召會的性質是屬靈

的，所有在召會裏的人，都必須是在一位靈裏，纔得

以進到父面前。惟有在靈裏纔有召會；召會的實際乃

是在靈裏。 

是新造的 

   『創造成一個新人』（弗二 15 下）〜召會的性質

也是新造的，不是舊造。新造和舊造有甚麼分別？舊

造只是神的創造，神自己沒有調在其中。新造不僅是

神的創造，更有神自己調在其中。我們可以說，新就

是神，神就是新；新造就是神造，有神調在其中。 

 

召會的地位 

   『在基督耶穌裏。』（弗二 13 上）〜召會是在基

督裏｡ 

   『一同坐在諸天界裏。』（弗二 6 下）〜召會是在

諸天界裏。 

 

召會是甚麼 

是神的傑作 

   『我們原是神的傑作。』（弗二 10 上）〜召會是

神傑出的作品，影響神無窮的智慧和神聖的設計。 

是一個新人 

   『把兩下在祂自己裏面，創造成一個新人。』（弗

二 15 下）〜召會是一個新人，是團體的，宇宙的，

包括猶太和外邦這兩班人，由所有的信徒所組成；他

們雖多，在宇宙中仍是一個新人。 

是一個身體 

   『使兩下在一個身體裏。』（弗二 16 下）〜召會

是一個新人，又是一個身體。這一個身體，召會，就

是這一個新人。在這一個身體裏，猶太人和外邦人藉

着十字架與神和好了。 

是神的居所 

   『長成在主裏的聖殿。』（弗二 21）〜召會也是

神的居所；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房

屋是神在靈裏的居所。這些都表明神與人的調和。身

體和房屋都是指召會。召會一面是基督的身體，一面

是神的家。召會是神的房屋，也是神的家人。 

召會的功用 

行神所豫定的善良事工 

    神創造我們，要我們行在其中的良善事工，不是

我們一般觀念中的善事，乃是神所豫先計畫，豫先命

定，叫我們行在其中的確定善工。這些善良事工必是

指實行祂的旨意。 

作神的居所 

    召會的功用也是作神的居所，叫神在地上有居

住之處。神在天上有祂的居所，而祂在地上的居所就

是召會。我們這些人是神的居所，又是神的僕人，神

是藉着我們成全祂的旨意。 

(摘錄自/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福分與地位/第十九篇下)  



如何讀聖經（五）-----------------------------------------------
-------第四個點是 S 

S 就是 Statistics，就是統計。就是以統計學來看，聖經即神的話，能應驗的可能性究竟是多少？很簡單，

我們來作一個數位演算法。聖經裏說到關於主耶穌的預言，至少有三百個預言應驗了。好了，那麼我把這三

百個預言中的第一個預言〜聖經裏說主耶穌是要由童貞女而生，我算它應驗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五十吧，即應

驗與否是 1 比 1。其實這不是百分之五十，在世界上，有多少人是沒有經過男女交配而生出來的？你說根本

沒有，那也不是。生物告訴我們，是有這樣的情形，但那個比例是幾千萬比一，這我都忽略不計了，一概算

為百分之五十，即 1 比 1。由童貞女生，是百分之五十。第二個預言，說主耶穌要騎著驢駒進耶路撒冷，我

也算是百分之五十。那三百個預言通通都要應驗的話，那比例是多少呢？第一個預言的應驗的可能性是百分

之五十，就是二分之一，是不是？第二個預言又要應驗的話，就是一半乘一半，是不是？那就是四分之一，

那三百個預言都要應驗的話，就是一半乘一半乘一半……乘三百次，那就是二分之一的 300 次方，2 的 300

次方，你們是科學家，算算是多少？2 的 10 次方是 1024，我們估算為 1000。那麼 2 的 300 次方，也就是 1000 

的 30 次方，等於說是 10 的 90 次方。那是多少？就是 10 後面 90 個零分之一，也就是聖經語言應驗的比例

是 1090 比 1。 

    事實上，三百個預言都應驗了在基督這一個人身上。『Statistically speaking』，就是以統計學來證明聖經裏

預言的高度應驗。（編者註：300 個預言同時都要應驗的機率是極其極其的低，但事實上卻全都應驗在主身

上，所以證明這是神蹟，是出於神才能作得到的。）今天我們喜愛讀聖經，不是因為它是最古老的書，它的

古卷都是最有價值的，最可靠的，或者唯讀它的預言。我們讀它，是因為它所存的話給我們生命。生命是看

不見的，摸不著的，但卻是實際的。愛實不實際呢？愛很實際，但是愛摸不摸得著呢？摸不著。但是若真有

人愛你，你可以感覺得到。那神對你說話，你看不看得見呢？看不見的，但是神對你說話，你自己能感受得

到的，你會知道是神在對你說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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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義（上） 

神的另一個屬性是公義。神是聖別的，也是公義的。聖別與神裏面的性情有關，而公義與神外面的行動、

作法、行為和活動有關。神所作的一切都是公義的。神的公義是甚麼？神的公義就是在有關公平和公義之行

動上神的所是。神是公平、公義的。凡神在祂公平和公義上的所是，就構成祂的公義。啟示錄 15 章三節說，

「主神，全能者，你的作為大哉、奇哉！萬國之王，你的道路義哉、誠哉！」神的作為是祂的活動，而神的

道路是祂管制的法則。神的道路在祂的法則上是公義的。你若認識神的道路，就無須等到看見祂的作為纔讚

美祂。雖然祂的作為尚未來到，但你知道牠會來到，因為你認識神作事的管治法則。神照著祂的法則而有的

道路是公義的。 

在羅馬一章 16 節下半和 17 節上半，保羅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猶太人，後

是希利尼人。因為神的義在這福音上，本於信顯示與信。」，在約翰三章 16 節，神的愛乃是神救恩的源頭和

動機。在以弗所二章 5 節、8 節，神的恩乃是神救恩的基本元素。在這裏，神的義乃是神救恩的大能。神的

義是堅定的，是祂寶座的根基（詩八九 14）；神的國也是建立在神的義上（羅馬十四 17）。就律法而論，愛和

恩都可變動，但義不能變動。神的義更是如此。因為神的義顯示在福音上，因此福音是神的大能，能救一切

信的人。按約翰三章 16 節，救恩是出於神的愛；按以弗所二章 5 節、8 節，救恩是憑著神的恩。但在羅馬一

章 17 節保羅說，救恩是藉著神的義來的。愛或恩都與律法無關。沒有律法強迫我們愛或施恩。無論我們愛

或不愛，我們仍是合法的；無論我們施恩或不施恩，我們也仍是合法的。就一面說，神無須愛我們。不僅如

此，祂在律法上也無須向我們顯示恩典。然而，義卻與律法息息相關。因為基督滿足了神律法一切義的要求，

神就必須拯救我們。你若說，「主耶穌，你是我的救主。」，你就能轉向神說，「神，無論你喜歡不喜歡，你

必須赦免我。你赦免我，你就是義的；你不赦免我，你就是不義的。」，我們能對神這樣說，因為基督滿足



了律法一切義的要求，結果，神就被祂的義約束，必須拯救我們。因此，義是神無法逃脫的有力束縛—祂必

須拯救我們，因為祂是義的。（摘錄自/新約總論第一冊/神/第九篇/祂的屬性二） 

開家蒙恩見證                          你愛我嗎？你餵養我的羊 
        

      自 2016 年十月把家打開，開始福音、讀經排，已有一段時間了。週週如同使徒行傳所描述：『我

們同心合意』、『堅定持續』、『存著歡躍單純的心用飯』；『不住施教，傳耶穌是基督為福音』。林前 14 章：

『每逢我們聚在一起的時候，各人或有詩歌、或有教訓、或有啓示…凡事都當為建造。』我們就是這樣

一班人，把福音朋友帶到當中，一起享受家中的豐富，每人心存歡樂用飯，被聖靈充滿，傳講耶穌是基

督為褔音。 

    雖然有時是荒涼，有時家中也會貧窮，但來的人是豐富的。「彼此互相」、『用詩章、頌辭、靈歌，

彼此對說』，在靈裡彼此被充滿。主，感謝祢。經歷七個月堅定持續，主也陸續加給我們甜美的果子，

共有五位福音朋友受浸，一切榮耀歸與神。 

      以上是家排聚集的上半場，不僅以福音為主題，也包含生機的餵養。從福音朋友身份，直到浸入神

的國，到成為新人這段時間，他們已被神的話語粗淺構成。之後，他們也都能在家中，持續接受牧養及

餵養。下半場的時間是從 22 時到 24 時，這是為著一群從事服務業的姊妹所開的排，約有五位。因下班

時間晚的關係，她們也有渴望，願被真理來構成，存著喜樂的心相聚在一起。藉着彼此敞開交通、把他

們在生活上的經歷，帶到主面前，把神的話供應給他們，讓主在他們的身上有一個轉機。『被擄的得釋

放，瞎眼的得復明，叫那壓制的得自由』，得亮光叫他們更蒙恩，至終基督的成分在生命中加多。 

      「主，我愛祢」，「主，感謝祢」！雖然有時真的有點勞苦，但我曾是「失而又得」、「死而復活」的

迷羊，基於同理心，也願能成為這位好牧人的複製。如同彼得受託付之時，乃是在主餵飽祂門徒早餐 

  之後，炭火的光照餘暉之中…主對彼得說〜「你愛我嗎？你餵養我的羊。」（林張則蘭姊妹） 

 

 
信息選讀-------------------------------------------------------
--------讓我們奔跑賽程 
 

    在主恢復裡的聖徒們，你是在道路上行走，或是在奔跑賽程？我們若是在路上走，有一天我們會走出去。

我們若是悠閒的慢步而行，就會被其他的路岔開。但我們若是奔跑賽程，不花時間東張西望，並且定睛於前

面的目標，我們就不會受到打岔。神的心意是要把我們放在基督裡，並把基督作到我們全人裡面，以基督為

標準，使我們都成為這標準的複製品。我們會看見，這個工作的結果，乃是使我們得完全，並且得榮耀。使

徒寫希伯來書的時候，許多希伯來的信徒考慮到自己的背景，而在路上慢行，甚至停下來。他們有受到聖殿、

祭司體系、祭物岔開的危險。他們的光景，有停頓或退縮回到猶太教，而不前來至聖所的危險。這些都說明

他們正在危險之中，仇敵正用一些事物打岔神的子民，使他們離開神的道路，以至於偏離神的目標。 

    因此，作者用了十一章的篇幅，把這條道路清楚的指給希伯來信徒以後，似乎在說，『讓我們奔跑賽程。

不要站著，不要回頭看，不要東張西望。甚至不要慢走，要跑。』我們不僅不可離開基督，而回到猶太教，

也不可在基督裡站立不動。甚至在基督裡行走也是不彀的，我們必須奔跑賽程。不要浪費時間胡思亂想、東

張西望，也不要站著不動或慢步前行。你必須奔跑賽程。現在我們應該清楚賽程是甚麼〜就是基督自己作我



們的道路。然而我們不該只把這條道路當作一條路而已，我們必須把這條道路當作奔跑的賽程。保羅在希伯

來六章告訴我們要逃跑。我們必須逃離一切事物，而進入至聖所，就是我們的先鋒耶穌基督所進入的幔內。

這也是奔跑賽程的意思。（摘錄自好東西集散地/部分闡釋摘錄自希伯來書生命讀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