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8/7(週一)〜8/12(週六)，內容為『以西結書結晶讀經晨興聖言（三）』第二篇。 

二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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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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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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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搭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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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青年成全:8/11(五)晚上 19:30-21:30、8/12(六)早上 08:00-12:00。參加對象:眾召會青年聖徒及大

專聖徒，請預先進入"神的經營"1-18 章及林後 13:14 註 1。 

七、8/13(日)南京召會 16 位聖徒來相調，接待在進士會所一晚。 

八、宜蘭市召會六月份財務報告:宜蘭市召會六月份收 240,474 元支出 212,888 元結餘 27,586 元，截至七

月底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 1,801,097 元扣暫收待轉款 1,327,073 元，淨額為 474,024 元。詳細六月份

財務報告表請詳各會所公佈欄。 

 禱告事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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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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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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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後復元、林顥融弟兄

（林韋宏弟兄的兒子）腦部腫瘤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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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7/29)  

日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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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讀生命讀經                           第三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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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9 8 -- -- -- -- 4 6 -- -- -- -- 9 

礁溪鄉召會 31 10 -- -- -- -- 27 -- 4 -- -- -- 33 

壯圍鄉召會 17 12 7 5 -- -- 6 6 5 -- -- -- 19 

員山鄉召會 34 -- -- 12 3 -- 6 8 6 -- -- -- 42 

蘇澳鎮召會 15 7 7 7 12 -- -- 6 -- -- --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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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39 -- -- 29 9 -- -- -- -- -- -- -- 58 

延平區 26 8 -- -- 6 -- -- -- 6 11 -- -- 40 

進士區 43 8 2 -- 19 -- -- -- -- -- -- -- 64 

青少年區 15 -- 4 24 14 -- 2 4 -- -- -- -- 22 

合  計 239 54 29 92 71 -- 54 38 21 11 -- -- 326 



             關於召會的職事—叫人知道神奧秘的經綸 2017/8/6 第八十八期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以弗所書三章九至十三以弗所書三章九至十三以弗所書三章九至十三以弗所書三章九至十三節節節節    

    

    保羅在以弗所三章八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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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恩典賜給保羅要他作的，不只將基督的

豐富傳給人，還有一件大事，就是叫人知道神那奧秘

的經綸，這啟示在以弗所三章九節：『將那歴世歷代

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裏的奧秘有何等的經綸，向眾

人照明。』這奧秘的經綸雖然不是基督自己，卻是以

基督為中心。所以，恩典賜給保羅，要他作兩件事，

一件是傳揚基督的豐富，另一件是傳揚神奧秘的經

綸。這經綸，這行政，乃是要把祂的奧秘經營出來，

因此是奧秘的經綸、奧秘的行政。以弗所三章十節說

到『為要藉着召會』，這給我們看見，這奧秘的經綸

有一個中心，就是召會。因此，使徒所說奧秘的經綸，

雖在廣義上是說到神奧秘的行政，但其中心意義乃

是指着神對召會的經綸。 

這奧秘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裏 

    從神創造萬有起，雖然天使、甚至撒但和一切受

造之物看見了神所造的萬有，也看見了神對萬有的

管理和行政，但一切受造之物不曉得神創造萬有的

用意：這用意乃是隱藏在神自己裏面的奧秘。 

我們從舊約頭一章讀到末了一章，找不出神創造萬

有的用意。舊約只給人知道萬有是神創造的，但沒有

說神為甚麼創造萬有。神創造萬有的用意、目的，從

未給人知道。 

    不僅如此，關於召會的事，神也從未給人知道；

舊約裏沒有一次題到召會。舊約裏只說基督要來作

人的救主，但沒有說基督要作召會的頭，召會要作基

督的身體。基督作頭，要得着召會作祂的身體，是神

創造萬有的目的和意義。這件事在舊約裏沒有題起，

乃是一直隱藏在神裏面。 

這奧秘的啟示—藉着使徒向眾人照明 

    神在永遠裏立了一個定旨，要為祂的兒子得着

一班弟兄，使他們有祂兒子的生命、性情和形像，並

要進入祂兒子的榮耀，與祂兒子一樣一式，作祂兒子

奧秘的身體，使祂兒子在這身體裏彰顯祂自己，而在

宇宙中使神的榮耀得着稱讚。到了時候，神就先來創

造宇宙萬有，再創造人類。神造了這一切，但從來沒

有把祂創造的目的和意義告訴過人，那目的和意義

是一直隱藏在神自己裏面的奧秘。神對這奧秘有一

個經綸，一個管理、行政和安排。在使徒們出來盡職

時，神賜給他們恩典，叫他們把這經綸傳給外邦人知

道。所以我們看見，使徒們得着恩典所要作的兩件

事，一件是傳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另一件就是將

神那歷世歷代隱藏之奧秘的經綸，向眾人照明。前者

是聯於中心人物，就是基督；後者是聯於神的經綸，

就是神的管理和安排。使徒們傳的基督有追測不盡

的豐富；這位基督不僅是為着猶太信徒，也為着外邦

信徒，甚至為着萬有。傳基督，講奧秘，這是使徒們

所作的兩件事。 

藉着向人照明而叫人知道 

    領會是知識的問題，照明是啟示的問題。有時候

我們傳講，只是叫人在頭腦裏領會明白而已，並沒有

照明。然而當聖靈藉着人為神說話時，不只是叫人得

知識，並且是叫人得光照。因此，我們每次為神說話，

乃是向人照明，不僅把神奧秘的定旨講給人聽，更是

藉着那話照亮人，叫人看見啟示。人聽了之後，就領

悟原來宇宙是這樣的故事，有這樣的中心。照明的意

思是，人原來在黑暗裏，沒有光，是模糊的；現在這

樣一聽，裏面就明亮了。使徒們的傳揚，乃是叫人領

悟神在宇宙中的安排，看見其中的究竟。只有這樣蒙

光照的人，纔能知道宇宙是怎樣的故事。 

 (摘錄自/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福分與地位/第二十四篇) 



生命讀經------------------------------------------------------
-----擴展國度福音的路 

 

把他們兩個兩個的配對把他們兩個兩個的配對把他們兩個兩個的配對把他們兩個兩個的配對 

    馬太福音的十章，二至四節題到十二使徒的名字。使徒就是受差遣的人。主差遣十二使徒時，把他

們安排成對：西門彼得和安得烈，雅各和約翰，腓力和巴多羅買，多馬和馬太，亞勒腓的兒子雅各和達太，

熱烈派的西門和加略人猶大。我們需要牢牢記住這原則。我們都必須是成對的。尤其是青年人，沒有一人

該憑自己到任何地方去。我們需要另一人與我們配合。看看你的眼睛、耳朵、鼻子、嘴脣、肩膀、胳膊、

手、腿和腳；你的身體都是安排成對的。每當主給你負擔去某地，不要自己去，乃要成對的去。你若沒有

另一人與你配合，就會失去祝福。要得著祝福，就必須是成對的。這不是我的意見，乃是主的經綸。因此，

我們都必須學習成對，與別人配合。 

把平安帶到他們所住的家把平安帶到他們所住的家把平安帶到他們所住的家把平安帶到他們所住的家 

    十二、十三節說，『你們進了那家，要向那家問安。那家若配得，就讓你們的平安臨到那家；若不配得，

就讓你們的平安仍歸你們。』當主差遣我們的時候，我們有主的同在，有平安。每當我們受差遣，主的權

柄、同在和平安就隨著我們。這就是主告訴使徒要尋找配得平安之人的原因。祂似乎說，『找找看，誰配得

你們的平安。他們若不接待你們，你們離去的時候，你們的平安就與你們同去。』這很有意義。接待主所

差遣的人，使徒，意思就是接待主的同在和平安。棄絕他們，意思就是棄絕主的同在和平安。受主差遣不

是微不足道的事，因為我們受差遣的人，成了主的代表。我們有祂的權柄、祂的同在、和祂的平安。我們

無論往那裏去，這些都隨著我們。凡接待我們的，就有主的同在和主的祝福。這樣，王的職事就得著擴展。 

使徒受差遣如同綿羊進入狼中間使徒受差遣如同綿羊進入狼中間使徒受差遣如同綿羊進入狼中間使徒受差遣如同綿羊進入狼中間 

    十六節說，『看哪，我差遣你們去，如同綿羊在狼中間；所以你們要靈巧像蛇，純真像鴿子。』主的使

徒，如同綿羊在狼中間，雖不是蛇，卻需要靈巧像蛇，以逃避狼的傷害；但要純真像鴿子，毫不攙有任何

惡意，絕不傷害別人。（摘錄自/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二十九/三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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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一章九節說，「神是信實的，你們乃是為祂所召，進入了祂兒子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交通。」這話是

接續林前一章八節，用對神信實的確信，加強八節的思想。 

    在祂的信實裏，祂必堅固信徒到底，使他們在主回來的日子無可指摘。在祂的信實裏，祂已呼召我們

進入祂兒子的交通、分享，並且祂要以祂的信實保守我們在這分享和享受裏。祂的信實向我們保證這享受。 

約壹一章九節也啟示神的信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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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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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祂就要照著祂的話赦免我們，因為祂必須在

祂的話上信實。 

    在林前十章十三節保羅說，「那臨到你們的試誘，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容你們受試誘

過於所能受的，祂也必隨著試誘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一面我們該留意不受試誘，免得跌倒；

另ㄧ面神在祂的信實裏，必不容任何試誘臨到我們，過於我們所能受的，祂必隨著試誘，給我們開一條出

路。這是應許和鼓勵的話。 

    帖前五章 23、24 節說，「且願和平的神，親自全然聖別你們，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們主耶穌基督來臨的時候，得以完全，無可指摘。那召你們的是信實的，祂也必作成這事。」這裏我



們看見，信實的神召了我們，也必要全然聖別我們，並保守我們全人得以完全。這裏保羅的話向信徒保證

神的信實。當然這神聖的信實是神一個甜美的屬性。（新約總論第一冊神/第十篇神—祂的屬性三） 

2017 宜花東青少年特會蒙恩分享  
     

  第第第第一次參加特會是被家人和召會的姊妹半推半

就來的。第一天報到後，就抓住機會，玩手機遊戲了。

第一堂課後，大會服事者把我們的手機收起來，統一

保管，等到第三天，聚會結束後才還我們。只能好好

聚會。聚會時間很長，不習慣，很疲累。加上我平時

習慣早睡，但這兩天，我發現有一些和我一樣年紀的，

甚至比我小的青少年們能拿著麥克風申言，覺得他們

很有勇氣，這點值得我學習。特會間，不斷地呼求主

名、禱告，感覺主的同在。唱詩歌，讀主話都很喜樂，

並能更深的認識神與生命。所以我要更多親近主，讓

主把我加強到裏面的人裏。這次特會，雖覺得很累，

但也覺得很有意義。尤其是禱讀主話時，居然睡意大

減，真是太神奇了。（國二 黃宥菁姊妹） 

 

  這這這這次特會的主題是「生命的認識」，生命就是基

督、那靈、神自己；同時也是神的話。第一篇說到神

的目標乃是將這生命做到我們裏面，因此我們要藉著

吃生命的話來享受主的生命，但是我們也看到主的生

命在我們裏面遇到了難處，其中一個難處是情感，也

就是我們的喜好，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喜好，但是

這些喜好若不是出於神的，那就是難處。我們要求主

給我們與祂有同樣的情感，讓我們愛祂所愛的，恨祂

所恨的。 

    我也很摸著第四篇說到生命的道路就是死。死在

哪裡，哪裡就有了生命。還有ㄧ個經節說到，萬有都

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這裡有個前提是「愛

神的人」，當你不愛神時，你就不會得益處，因為神不

是藉著萬有讓我們活得更好，而是藉著萬有對付我們

的天然，讓死在我們裏面發生，藉著死，生命在我們

裏面就有了出路。（高一 吳享恩弟兄） 

 

  聚聚聚聚會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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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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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 林耀主弟兄) 

  在在在在這次的召會行動中，我成了特會中的服事者。

作為一個大專生成為隊輔，帶這群青少年。我發現這

過程十分不容易，並且在這緊湊的時間中，要顧及各

方面的需要，是必須要有神的同在的。在特會期間，

發生一個重大的事件，為了處理這件事，我跑了好多

的地方；交通了好多次。到最後雖然圓滿的落幕了，

但我的魂和肉體卻非常的疲憊。願主能充滿我的靈，

加強我的心，使我有能力完成祂所託付的工作，也希

望在未來有分祂屬天的賞賜。(大ㄧ 李品翰弟兄) 

 

  這這這這是我第一次來參加青少年暑期特會。原本以

為是來花蓮玩。令我非常的意外，是來花蓮操練靈。

平常在召會中，沒有習慣操練靈。竟跑到花蓮來操練

靈，使我更多認識那是靈的基督。 

    上課之前，為了使我們彼此熟悉、先相調，玩了

一個遊戲叫猜數字。沒上課，就先玩，實在開心。接

著第一堂課說到宇宙的中心乃是生命樹。基督作生

命是生命樹的實際。生命是神創造的目標，也是新造

的目標。要摸著生命，必須藉著話，藉著那靈在我們

裏面所給的感覺; 那個感覺就是神活的話。接受這

話，裏面就會有光。希望這個暑假，天天都活在話、

靈、光中。（國一 游晴蓉姊妹） 

 

  在在在在創世記，神把人擺在生命樹前，祂有一個目

標就是要將生命分賜給我們。約翰福音十四章六節：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實際、生命。』只要運用靈，

呼求主，就能碰着祂。但看見我真是軟弱的，生命在

我們裏面有難處，心

思攪擾，意志頑梗不

順 服 ， 無 法 愛 主 所

愛，所以我們要死。

一 粒 麥 子 不 落 在 地

裏死了，仍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結出許



多子粒來。當我們把魂、肉體釘在十字架上，生命就

有出路。願主更多的破碎我，讓主增多，我來減少。

特會雖然過去，但我仍要透過時常讀經來認識主，並

經歷基督，不讓歲月慢慢流去。(高一 林耀新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