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 晨興聖言追求：7/10(週一)〜7/15(週六)，內容為『認識生命與召會』第五篇。青少年本週晨興追求

材料：聖經之旅第八冊：第十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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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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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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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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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峰等弟兄姊妹，並穩定在召會生活中代禱。 
四. 為林顥融弟兄（林韋宏弟兄兒子）腦部腫瘤 8/1 在長庚醫院開刀及鐘珮瑜姊妹（蕭燕梅姊妹女兒）

腸腫瘤 8/2 在陽明醫院開刀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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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7/16)  

日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讀經含註解 太九 1-2 太九 3-8 太九 9-13 太九 14-17 太九 18-26 太九 27-34 

參讀生命讀經                       第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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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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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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11 9 8 3 -- 21 6 -- -- -- -- 57 

延平區 25 -- 8 12 7 -- 11 -- -- 10 -- -- 29 

進士區 57 8 6 31 13 -- -- -- -- -- -- --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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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計 290 61 88 147 91 0 83 56 15 24 21 31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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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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照着神恩典的恩賜 

    以弗所書三章七節說，『我作了這福音的執事，

是照著神恩典的恩賜，這恩賜是照著祂大能的運行

所賜給我的。』新約裏的恩賜，是指著本能說的。恩

典是指神自己作生命，給人有分並享受。恩典的恩

賜，意思就是因着享受神恩典而產生的才能和功用。

那個才能不是天然的，乃是屬靈的。保羅說，他照著

神恩典的恩賜作了執事，意思就是，神給保羅得着，

就在他裏面發生一個作用，成為他屬靈的才能，作為

恩典的恩賜。 

    恩賜也可繙作禮物，因為神恩典的恩賜不是我

們花代價買來的，乃是神白白賜給我們的。恩典和恩

賜的分別在於：恩典是神給我們一樣東西，就是神自

己，是我們不配得的；而恩賜是神給我們一個才能，

是我們不該得的；這是對神恩典的恩賜淺顯的領會。

更深入的領會乃是：恩典是神給我們得着，而我們所

得着的這位神在我們裏面發生作用，所顯出來的才

能，成為神恩典的恩賜。 

 

是照着神大能的運行 

    這恩典的恩賜是照着神大能的運行而賜給我們

的。恩典是神給我們得着；神給我們得著，就在我們

裏面產生一個才能，就是恩賜，這恩賜的產生乃是照

着神大能的運行。神給我們得着，祂在我們裏面是活

的，有作為，有大能的。在基督身上運行的大能，是

從祂裏面出來的能力。神進到我們裏面作生命，這生

命有復活的大能。這復活生命的大能在我們裏面作

用、運行，結果就產生一個屬靈的才能，就是我們屬

靈的恩賜。屬靈的恩賜乃是從生命裏長出來的。我們

常有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為生命是生命，恩賜是恩

賜，二者是分開的。但以弗所書告訴我們，恩賜乃是

從生命裏運行出來的。我們觀察人和動植物的生長，

就會看見這事。正常人是會說話的，但四個月大的嬰

孩還不會說話，等長到十二個月以後，就可以說一

點，到了二十幾個月，說話的本能就根據他肉身生命

的運行更多產生出來。一棵樹要結香蕉或蘋果，樹小

的時候結不出來，等樹長大了，就結出果子來；結果

子乃是生命發育的結果。一個弟兄或姊妹若是生命

不長進，恩賜就不能成形；恩賜的成形乃是藉着生命

的長大。 

福音的執事使人有分於神福音的奧秘 

    保羅在以弗所書三章七節說，他作了這福音的

執事。在三至六節保羅說，他照着啟示知道這奧秘；

這奧秘就是外邦人藉着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

個身體，並同為應許的分享者；這些加起來就是福

音；就如以弗所一章裏的揀選、豫定、救贖、印記和

憑質加起來，就是呼召一樣。這乃是個大原則，給我

們看見福音是甚麼。福音就是那個奧秘，要叫外邦人

和猶太人同為後嗣，同為基督的身體，並同為應許的

分享者。今天我們傳福音，要使人有分於神福音的奧

秘，就是作神的後嗣、作基督的身體、並作應許的分

享者；這纔是真正的福音。 

    福音的執事就是把福音服事出去、把福音執行

出去的人。我們能把福音服事給人，乃是甜美並榮耀

的。我們裏面一有大能的運行，就產生恩典的恩賜；

一有恩典的恩賜，就叫我們成為福音的執事來服事。

神在我們裏面的生命有大能的運行，那個運行產生

一個才能，叫我們能把福音服事出去；福音的恩賜一

轉動，我們就把屬靈的風吹出去，我們就成了福音的

執事。在此我們需要看見，我們能把神的福音推出去

多少，乃是照着我們恩典的恩賜有多少；而我們恩典

的恩賜有多少，乃是照著我們裏面大能的運行有多

少。甚麼時候我們讓生命的大能運行，恩賜就又顯出

來；恩賜一顯出來，福音就被服事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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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痲瘋立刻潔淨了 

 

有一個患痲瘋的人前來拜祂，求祂潔淨。在馬太八章二節說，『看哪，有一個患痲瘋的人前來拜祂，說，

主阿，你若肯，必能叫我潔淨了。』患痲瘋的人來拜新王，稱祂為主，承認祂是主神。實際上，新王就是耶

和華神。（太一 21，23。）在馬太八章所記載的事例中，得醫治的疾病是很有意義的，因為每種疾病都表徵

一種特殊屬靈的疾病。蒙君尊的救主拯救，成為國度子民的頭一班人，是以患痲瘋的人為代表。按照聖經的

事例，痲瘋來自背叛與不服。米利暗成了患痲瘋的，是由於她背叛摩西，神的代表權柄。(民十二 1～10。)乃

縵的痲瘋得了潔淨，是由於他的順從。（王下五 1，9～14。）墮落的人類由於對神的背叛，在神眼中都成了

患痲瘋的。痲瘋是背叛的表現。背叛是在裏面，痲瘋是背叛外在的表顯。現在君尊的救主來了，拯救人脫離

他們的背叛，並潔淨他們的痲瘋，使他們成為祂國度的子民。 

痲瘋是污穢的疾病。在舊約裏，患痲瘋的人必須從以色列人的營隔離，直到他得了潔淨。這指明在神的

子民中間，任何人因背叛而成為患痲瘋的，就要從神子民的交通中剪除，直到他得了醫治。這裏患痲瘋的人

代表猶太人。猶太人背叛了神，因此，在神眼中，他們是患痲瘋的。然而，屬天的王先臨到他們，不是要審

判他們，乃是要醫治他們。正如主在馬太九章十二節所指明的，祂是醫生，來醫治有病的人。祂來了，首先

臨到猶太人，要醫治他們，把救恩帶給他們。 

王伸手摸他，要潔淨他。三節說，『耶穌伸手摸他，說，我肯，你潔淨了罷。他的痲瘋立刻潔淨了。』按

照律法，患痲瘋的人因著他的不潔，應當從民中隔離，人不能摸他。（利十三 45～46。）但這位是人，又是

君尊救主的新王，卻摸了他。何等的憐憫和同情！祂一摸，患痲瘋的人立刻就潔淨了。何等奇妙的潔淨！得

了潔淨的痲瘋患者受王囑咐，獻上禮物作證據。四節說，『耶穌對他說，你要當心，不可告訴人，只要去把

身體給祭司察看，並且獻上摩西所規定的禮物，對他們作證據。』新王告訴得了潔淨的痲瘋病人，為著自己

的潔淨，仍要按照舊律法的規條行事，因為那時仍在過渡時期，舊律法還沒有藉祂救贖的死得著成全。 

（摘錄自/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二十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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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下） 

 

    神智慧的另一面啟示在林前一章三十節，那裏告訴我們，我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出於神，『這基督成

了從神給我們的智慧：公義、聖別和救贖。』要基督成為我們的公義、聖別和救贖，在神的一面需要許多的

智慧。神智慧的許多方面顯明在祂使基督成為我們的公義、聖別和救贖。我們在這些事上對基督的經歷，乃

是照著神諸般的智慧。 

    不僅如此，神在祂的智慧裏能使我們成為召會。有時神也許說，『瞧，撒但，我得著了你所破壞的人，

將他們作成召會。你有智慧作這樣的事嗎？你沒有這智慧，但我有。』 

    在神看來，宇宙中最奇妙的東西就是召會，因為藉著召會，撒但和他的天使得知祂萬般的智慧。日子將

到，撒但和他的天使要蒙羞。他們要領悟，他們所作的一切給了神機會，顯明祂的智慧。同樣的原則，我們

的失敗、錯誤、和過犯也給了神機會，展示祂的智慧。我們是神所揀選的人，祂甚至藉著我們的失敗，顯明



祂萬般的智慧。這樣的智慧也是我們的神一個剛強的屬性。 

（摘錄自/新約總論第一冊/神/第九篇/祂的屬性二） 

讀經蒙恩分享--------------------------------------------------
-----把神的物歸給神  
 

    感感感感謝主的帶領，讓我認識了召會中愛主的聖徒們，在主裏乳養照顧我。因為本身是從事服務業，很難

在正常的時間裏讀主的話。所以總是拖著疲憊的心，晚上十點下了班，才能來到聚會中喫主、喝主、享受

主。這樣的日子，我以為撐不了幾日，但主愛我的心我感受到了。以賽亞書四十章二十九節說到：『疲乏的，

祂賜能力；無力的，祂加力量。』現在的我每週四天，下班後持續維持讀經，希望藉着話中之水的洗滌，

除去我的斑點皺紋。這段期間我最享受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到十九節：『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膏了我，叫

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去宣揚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復明，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宣揚主悅納人

的禧年。』 

    最後，我感謝主，作我生命中的供應，使我與祢是一，阿利路亞，榮耀歸神！（黃云葭姊妹） 

 

            代代代代下十六章十二節：『亞撒作王第三十九年，腳患了病，而且甚重；然而他即使在病中，也沒有尋求耶

和華，只尋求醫生。』當我碰到難處時，我的光景常常也是如此。 

    兒子因車禍，膝蓋十字韌帶疑似斷了；曾到台大，北區榮總就醫，大多數的醫生建議開刀治療。因此

決定在榮總手術。然而最後醫生卻認為沒有必要開刀。為此實在感到困擾，到底是開還是不開?忽然裏面蒙

了光照：看見我們從一開始都是不斷的打聽，詢問各方面的意見，就是沒有尋求主。我很受提醒要轉向主，

交給主，也告訴孩子安靜到主面前尋求祂的帶領。 

    在此同時我也跟隨姊妹們進入一年讀經一遍的共同追求，稀奇的是，當天剛好聽到代下十六章十二節

的經文：『…然而他即使在病中，也沒有尋求耶和華，只尋求醫生。』那時的說話如同亮光，加強主在我靈

裏的說話與引導。主的話是活的，祂不斷的在環境中與我們同在。我們首要操練的是：無論在任何的事上

首先尋求主。感謝主，藉着逐日的追求，使我經歷在環境中神親自的說話。（陳林秀蓉姊妹） 

 
屬天嗎哪-------------------------------------------------------
-今天就在國度裡生活 

羅馬十四 16：所以，不可叫你們的善被人毀謗， 

17：因為神的國不在於喫喝，乃在於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馬太二八 20：…看哪，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這世代的終結。 

 

  就一面說，國度就在這裡；就另一面說，國度正在來臨。這正像主耶穌自己一樣。就一面

說，主耶穌自己就在這裡與我們同在。但就另一面說，主正在來臨。主在裡面與我們同在，同時

祂還在外面正在來臨。今天我們需要告訴人，我們相信主耶穌，並且有祂在我們裡面。但是當主

在外面來臨，並帶進國度的實現時，就不需要進一步的說明了。每個人都要看見在實現裡的國

度。 

    你若在國度的實際裡，就會把商店或飯店出納員多找的錢退還。當我們這樣作的時候，別人



無法了解我們。他們希奇我們不趁機佔便宜。人們不明白，退還多找的錢，以及不佔別人的便宜，

乃是基督徒生活中國度內在實際的例子。世人看不見這就是國度。但是當主耶穌回來的時候，國

度的實現就要被帶進來。那時所有的人都要說，『這就是在實現裡的國度。』 

（摘錄自李常受著/創世紀生命讀經/第 585 致 586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