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 晨興聖言追求：7/17(週一)〜7/22(週六)，內容為『認識生命與召會』第四篇。青少年本週晨興追求

材料：聖經之旅第八冊：第十六課。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因即將進入以西結書因即將進入以西結書因即將進入以西結書因即將進入以西結書結晶讀經結晶讀經結晶讀經結晶讀經（（（（二二二二）））），，，，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六篇六篇六篇六篇，，，，請自行追求請自行追求請自行追求請自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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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召會以西結書(二)結晶讀經錄影訓練，自 7/22(六)至 8/3(四)，時間如下: (地點--進士會所)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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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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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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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9)  

日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讀經含註解 太八 1-4 太八 5-13 太八 14-17 太八 18-22 太八 23-27 太八 28-34 

參讀生命讀經                       第二十五篇〜二十六篇 

7/22(六) 

19:30-21:30 

7/23(日) 

 19:30-21:30 

7/24(一)  

19:30-21:30 

7/25(二)  

19:30-21:30 

7/26(三)  

19:30-21:30 

7/27(四)  

19:30-21:30 
第一篇 第二篇 第三篇 第四篇 第五篇 第六篇 

7/29(六) 

 19:3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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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篇 第八篇 第九篇 第十篇 第十一篇 第十二篇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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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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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排

聚會 

家

聚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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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 兒童 青少年 

召會

生活 
個

人 

團

體 

主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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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主

日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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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2 7 5 5 5 -- 3 8 -- -- -- -- 16 

礁溪鄉召會 37 10 17 19 21 -- 24 -- -- -- -- -- 44 

壯圍鄉召會 19 9 10 5 -- -- 6 7 -- -- -- -- 20 

員山鄉召會 42 14 8 13 5 -- 6 18 -- -- --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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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 2 10 -- -- 21 6 -- -- -- -- 71 

延平區 27 -- 6 23 11 -- 11 -- -- 10 -- -- 40 

進士區 53 7 2 21 18 -- -- -- -- -- -- -- 48 

青少年區 30 -- -- 40 -- -- 4 8 -- -- 30 40 42 

合  計 306 50 69 156 78 0 84 66 0 10 30 40 373 



                       關於召會之奧秘的啟示      2017/7/16 第八十五期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以弗所書三章五至七以弗所書三章五至七以弗所書三章五至七以弗所書三章五至七節節節節    

    

這奧秘是關於基督的 

    歌羅西二章二節：『神的奧秘，就是基督。』一

章二十六至二十七節：『就是歷世歷代以來所顯明的

奧秘，但如今向祂的聖徒顯明了；神願意叫他們知

道，這奧秘的榮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豐富，就是基

督在你們裏面成了榮耀的盼望。』羅馬十六章二十五

至二十六節：『神能照我的福音，就是關於耶穌基督

的傳揚，照歴世以來密而不宣之奧秘的啟示，堅固你

們；這奧秘如今顯明出來，且照永遠之神的命令，藉

着眾申言者所寫的，指示萬國，使他們順從信仰。』 

這奧秘從前是隱藏的 

    神給使徒保羅知道的這奧秘，在別的世代中未

曾給人知道。雖然宇宙中有天、地、萬物和人，並有

許多事發生，但這些到底是為着什麼，其中心和意義

為何?神從未告訴過人。在舊約裏，人敬畏神、愛神、

並與神來往，但隱藏在神裏面的奧秘，人毫不知曉。 

這奧秘如今啟示出來了 

    使徒和申言者是在新約裏事奉神的兩班人，神

的奧秘乃是啟示給他們的。使徒是重在職分和權柄，

申言者是重在其屬靈的恩賜；神在新約裏的啟示乃

是給了這兩班人。神在新約時代一切的真理，都已經

啟示給使徒和申言者了。在早期的召會，所有得救的

人都遵守使徒的教訓，因為教訓乃是啟示給使徒的。

信仰，就是神所啟示真理，是一次永遠交付聖徒的；

一次永遠交付聖徒的信仰，乃是藉着使徒和申言者

交付的。 

    新約的啟示是啟示給使徒和申言者；然後使徒

和申言者再將啟示交付聖徒，交付召會。神的奧秘乃

是啟示給使徒和申言者，然後交付聖徒。使徒約翰是

新約末了一位著者，他的啟示錄一完成，新約的啟示

就完成了，再沒人能加添甚麼。我們今天所得的亮

光，只能以聖經為根據使徒與申言者是神所分別出 

來，是屬於神、歸於神的；神調在他們裏面，他們也 

 

調在神裏面，他們與神聯結為一。在此我們看見一個

原則，就是今天人要看見啟示，就必須是聖別的人。

這奧秘的啟示乃是給聖別的人看見的。 

這奧秘是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同樣有分的 

    在新約裏，這奧秘所涵蓋的範圍擴大了，不僅包

括猶太信徒，也包括外邦信徒。 

同為後嗣 

    這奧秘的中心，就是外邦人和以色列人藉着福

音得以同為後嗣。神的兒子與生命有關，而後嗣不僅

與生命有關，更要承受父的產業。我們這些有分於新

約的人，不僅是神的兒子，有神的生命，也是後嗣，

要承受神的產業。被揀選、蒙救贖、得重生的外邦人，

與相信的猶太人，得以同為神的後裔承受神。 

同為一個身體 

    得救的外邦人與得救的猶太人，得以同為基督

的一個身體，作祂惟一的彰顯。召會一面是神的家，

一面也是基督的身體。在神的家裏，我們是作後嗣；

在基督的身體裏，我們同為一個身體。    

同為應許的分享者 

    外邦人也同為應許的分享者。猶太人以為舊約

裏的應許僅僅是為着他們的，外邦人完全無分於這

應許；但使徒和申言者所得的啟示揭示，舊約裏的應

許，不僅猶太人有分，外邦人也有分。在新約裏的福

分，對神是作兒子和後嗣，對基督是作身體，這不僅

是為着新約裏蒙恩的人，也是為着猶太人的。 

    我們需要將舊約裏所有神的應許，從創世紀三

章十五節關於女人的後裔，一直到瑪拉基四章二節

關於公義的日頭，都找出來。這樣，我們就知道應許

的福分所包括的是多麼豐富。以賽亞書是舊約裏非

常甜美的一卷書，僅僅這卷書就包含許多應許，就如

童女懷孕生子；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

們。舊約裏一切應許，我們在新約裏的人都有分，都

能享受。 

(摘錄自/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福分與地位/第二十二篇) 



生命讀經-------------------------------------------------------
--------自己眼中的梁木  

     

看見你弟兄眼中的刺看見你弟兄眼中的刺看見你弟兄眼中的刺看見你弟兄眼中的刺，，，，想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想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想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想到自己眼中的梁木    

    在馬太七章三節主說，『再者，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的刺，卻不想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我們是國度

的子民，在國度屬天的管治之下，活在謙卑的靈裏，每當我們看見弟兄眼中的刺，就必須想到自己眼中的

梁木。我們弟兄眼中的刺，必須使我們想到自己眼中的梁木。 

先從你眼中去掉梁木先從你眼中去掉梁木先從你眼中去掉梁木先從你眼中去掉梁木        

    四節接著說，『或者，你怎能對你弟兄說，讓我去掉你眼中的刺，而你自己眼中竟有梁木?』主在三、

四節的話非常深。祂在這裏的心意不是囑咐我們顧到自己，乃是囑咐我們顧到別人。五節說，『你這假冒為

善的人，先從你眼中去掉梁木，然後你纔看得清楚，從你弟兄眼中去掉刺。』只要梁木還留在我們眼中，

我們的眼光就模糊，不能看得清楚。我們指出弟兄的缺點時，必須領悟自己有更大的缺點。弟兄的缺點好

比一根刺，我們的缺點好比一根梁木。因此，主的用意再次是要我們顧到別人。每當你要指出別人的缺點

時，你也許顧到那個缺點，卻沒有顧到人。當你把某人的缺點看成像梁木那麼大時，就表明你只顧到他的

缺點，沒有顧到他。你顧到弟兄，就不會只顧到他的缺點。反之，你會說，『他的缺點和我的比起來，不過

是一根刺，我的缺點卻是一根大梁木。因此，我樂於寬容他的缺點。』  

    在七章一至十二節，主的用意是要我們顧到別人。國度子民待人的原則，就是必須顧到別人。我們對

待別人時，必須遵守這個原則。不要僅僅照著你的感覺行動，乃要顧到別人。這是基本的原則。 

（摘錄自/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二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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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上） 

 

羅馬十一章三十三節說到神的智慧：「深哉，神的豐富、智慧和知識！祂的判斷何其難測，祂的道路何

其難尋！」在羅馬書末了保羅說，「願榮耀藉著耶穌基督，歸與這位獨一、智慧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羅十六 27）智慧與聰明不同，比聰明更深。聰明而無智慧是可能的。例如，罪犯也許非常聰明，但完全

缺少智慧。神非常智慧，宇宙顯明祂的智慧。 

看見智慧與知識的不同是很重要的。智慧比知識更深且更高。智慧見於事物的創始，例如，對新發明

的陳述。知識見於實際的應用。你若只有知識，缺少智慧，就無法創始任何東西，發明任何東西。神是獨

一的創始者。祂創始了許多事物，不是憑祂的知識，乃是憑祂的智慧。祂進來應用祂所創始的，就展示祂

的知識。 

以弗所三章十節說到藉著召會，使諸天界裏執政的、掌權的，得知神萬般的智慧。譯為萬般的希臘文

指明，神的智慧是多面多方的。 

惟有藉著難題，纔能顯明神各面的智慧。這就是說，在某種意義上，神需要問題和難處：祂甚至需要

一個對頭，撒但。沒有撒但，神的智慧無法完全顯明。撒但造了許多機會，使神的智慧以萬般的方式顯明。

撒但的背叛是在難處的範圍之內，以顯明神的智慧。若不是因著撒但的背叛，就無法完全得知神的智慧。

你若是滿了智慧的人，你的麻煩和難處越多，你彰顯的智慧就越多。若是與你有關的一切平安無事，你就

沒有機會彰顯你的智慧。你需要難處，以展示你的智慧。同樣，神需要難處，以展示祂的智慧。凡神的仇



敵所作的，都給神機會來顯明祂的智慧。 

（摘錄自/新約總論第一冊/神/第九篇/祂的屬性二） 

奉獻見證------------------------------------------------------
--------把神的物歸給神  
 

    我一直記得路加福音二十章提到，耶穌要他們拿一個銀幣給祂看，說：「這銀幣有誰的像和號？他們說，

該撒的。」耶穌說：「這樣，把該撒的物歸給該撒，把神的物歸給神。」因此，我們所擁有的財物、房屋和

一切，都是從神而來。若沒有神的恩典與賞賜，我們也不可能擁有。我們的生命財產，只要神動一根小指

頭就可能失去所有。 

    剛剛開始成家時，我對「奉獻」其實沒有那麼清楚。但在召會生活中，我們有願意被成全的心，並且

也接受弟兄們的教導，要將我們所得的十分之一，聖別歸給神！記得有一次，在賣房子之前，我們有一個

財務奉獻的心願。我和弟兄就一同向主禱告，有了一個彼此都覺得穩妥的數字！不久，房子順利成交，奉

獻也擺上了。在這經歷當中我領會到：凡事都要連於神這位祝福的源頭，弟兄和我在財務奉獻上也要同心

合意，就滿有主的祝福。 

    若在財務奉獻上有為難時，我就反過來跟神要！藉著禱告跟祈求，將我所要的告訴神…。雖然，我都

不知道神要如何帶領，但每當我這樣禱告的時候，神必不誤事。像最近，我在某個專項想有額外的奉獻，

但財物還搆不上，我就跟主辦交涉！主就用我意想不到的方式，補足我財務上的不足，成就這件美事。有

許多這樣的經歷，都是主用超乎我所想的方式來成全。這樣走主的路到現在，已經二十二年了。神實在給

我許多經歷與啟示！ 

    所以，在財務奉獻上，我真是學得一個秘訣：我們為著主，主就為著我們！每當我把奉獻的心願告訴

主，主沒有一樣不應許的。弟兄也告訴我們：「生活中若出現破口漏洞，就是提醒我們要趕快悔改並且補上。

不要因為捨不得和貪婪，扣留或挪用了該歸給神的財物，這樣神也會從我們身上挪去祂的祝福。」 

(宜蘭縣眾召會聖徒) 

 
 

信息分享------------------------------------------------------
--------無論發生甚麼事 
 
無論發生甚麼事無論發生甚麼事無論發生甚麼事無論發生甚麼事，，，，都在祂裡面享受平安都在祂裡面享受平安都在祂裡面享受平安都在祂裡面享受平安，，，，安息在祂裡面安息在祂裡面安息在祂裡面安息在祂裡面。。。。    

    在生活中我們常會抱怨：『為甚麼我有這樣的父母和家庭？』『為甚麼主把我安排在這樣的班級中？』

『為甚麼主給我這樣一個糟糕的環境？』…表面看來，我們是抱怨自己所處的環境，或周遭的人、事、物，

實際上，我們需要看見，這一切的環境都出自於神的手。 

    神安排給父母一個調皮的孩子，安排孩子一個古怪的家庭，或一個嚴厲的老師，這是為甚麼呢？因為

神知道，我們都像雅各一樣，我們天然的人喜歡抓奪，喜歡按自己的口味行事。但神要把我們從一個抓奪

的人變化成為『神的王子』，這就需要神來與我們摔跤，摸著我們天然的能力，使我們天然能力的那一部分

瘸了。 

    我們需要認識並有把握，我們既是蒙揀選的人，主的應許、目標和定命，都是為著我們的。無論發生

甚麼事，我們只需要在祂裡面享受平安，安息在祂裡面。過一段時間，我們會發現，所有叫我們憂慮的事



都會化為烏有。 

    我們不需要作甚麼，那些表面上看來的難處，實際上因著我們是神所揀選的人，在祂全足的看顧下，

根本就毫無難處。我們是神所揀選的人，祂為我們安排的，都是最好的，甚至超過我們眼所能見，耳所能

聽，心所能想到的。（參讀創世記生命讀經，1158 頁) （信息出處：水深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