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 晨興聖言追求：6/12(週一)〜6/17(週六)，內容為『與升天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作』第六篇。青少年本週

晨興追求材料：聖經之旅第八冊：第十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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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茶會福音茶會福音茶會福音茶會：6/11（日）15：30~17：30，於進士會所舉行，主題：人生的變化球。請弟兄姊妹廣邀福
音朋友參加，同魂與福音的信仰一起努力。 

七. 宜蘭縣青年聖徒成全：6/16週五 1930~2100與 6/17週六 0800~1200在進士會所舉行。 
八. 游中應弟兄安息聚會於 6/18主日下午 2點於福園 802廳進行，願主聖靈運行榮耀祂的名。 
九. 2017花蓮市召會青少年暑假特會：2015年 7月 7日(週五)14：30至 7月 9日(週日)12：00。費用

1000元整(不含來回車票)，意者請於 6/20前繳費，報名請洽沈國偉弟兄(0970-307-517)。 
十. 書報組交通：1、欲訂購下次追求之國殤節的綱要、晨興聖言者請向各召會、各區書報組登記並繳

費。2、第 49梯次的中文書基本訂戶，每戶 1500元，請登記並繳費，截止日為 6月 18日。3、新版
新舊約聖經含皮套，每本 2800元，普及版，每本 2500元。欲購買者請洽各召會、各區之書報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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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三月開始在宜蘭國小、力行國小、育才國小、壯圍國小實施生命教育課程，請為上生命教育的班

級師生及配搭的弟兄姊妹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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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亮宏等弟兄姊妹，並穩定在召會生活中代禱。 

 人數統計 (5/29~6/4)  

日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讀經含註解 太四 1~4 太四 5~7 太四 8~11 太四 12~16 太四 17~22 太四 23~25 

參讀生命讀經 第十一篇 第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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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3 -- 6 6 -- -- 2 9 2 -- -- -- 13 

礁溪鄉召會 20 -- 13 27 24 1 22 -- 1 -- -- -- 40 

壯圍鄉召會 7 -- 6 7 -- -- 6 5 4 -- -- -- 15 

員山鄉召會 43 -- 9 -- 24 -- 3 4 -- -- -- -- 53 

蘇澳鎮召會 17 8 4 9 7 -- 1 9 1 -- -- -- 21 

大同鄉召會 10 -- 4 11 5 -- 9 10 -- -- -- -- 13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47 -- 14 45 21 -- -- -- -- -- -- -- 64 

延平區 10 -- 14 23 6 -- -- -- 6 9 -- -- 29 

進士區 41 2 6 20 20 -- -- -- -- -- -- -- 52 

青少年區 29 -- 5 44 26 -- 7 8 -- -- 29 44 45 

合  計 237 10 81 192 133 1 50 45 14 9 29 44 345 



                          召會的建造（六）          2017/6/11 第八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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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018~2018~2018~20 節節節節    

    

生命、血和十字架 

   我們有三個問題亟待解決：第一我們是死了的人；

第，二我們是遠離的人；第三我們與神之間有隔斷的

牆。因此，神差遣子來解決這三個難處；祂藉著子的

生命叫我們活過來，藉著子的血洗淨我們的罪，並藉

著子在十字架上除滅我們的肉體。子的生命對付了

我們裏面的所是，子的血改換了我們外面的地位。生

命叫我們從死裏被救出來，使我們得以出死入生；血

改換我們外面的地位，叫我們離開原來的地位，成為

相近的人。不僅如此，神的救恩也把我們與神之間隔

斷的牆及其根基完全除滅，使我們得以進到神的面

前。子為我們所成功的一切，都必須在靈裏，纔能成

為我們的經歷，使我們得以進到父面前。 

是眾聖徒在神的國和神的家裏同被建造 

    所有得救的人，現在不再是外人和寄居的，乃是

聖徒同國之民。這國就是神的國，我們乃是在神的國

裏與聖徒同作神國裏的國民。不僅如此，我們也是神

家裏的親人。 

神的國與神的家 

    所有生到神家裏的信徒，在神的國裏都有公民

權，也都有義務。每一個得救的人，一面是在神家裏

的親人，另一面是在神國裏的國民。新約告訴我們，

基督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連眾聖徒都要作王，直

到永永遠遠。然而，要達到國家非個人不可；所有神

當初造人，不是造一個國或是一個家，乃是造男造女，

因而產生家，並由家達到國。等到國出來，神就達到

祂最終的目的；因此，國乃是重大的事。 

國是權柄的範圍，家是生命的範圍 

    沒有生命就沒有權柄，正如沒有家就沒有國一

樣。國是根據家而來的，權柄是根據生命而來的；惟

有生在神家裏有神生命的人，纔能在神的國裏服神

的權柄，與神一同作王掌權。有國纔有神的居所，有

國纔有神掌權的範圍，神的福音臨到地上，一開頭就

說到國。神的目的就是要得着祂的國，祂所作的一切

就是要得着一個國，使祂能在其中作王掌權，影響祂

的榮耀。到了新天新地時，我們看見神的國顯在地上，

以耶路撒冷為行政的中心，神在其中掌權。 

神的家，召會，神的國 

    神的家就是活神的召會。召會是神的家，為要帶

進國度。新約講三個主要的事：十字架、召會和國度。

十字架產生召會，召會帶進國度。我們若認識十字架、

召會和國度，就會對新約聖經有較深入的認識。召會

乃是過程，為要達到目的地—國度。聖徒是個人，召

會是家，而國度乃是最終目的。在神家裏的人，必定

在神的國裏；在神國裏的人，必定在神家裏。 

生命的長大是為着作王掌權 

    所有蒙恩的人有一天都要作王：他們在神面前

是祭司事奉神，從神面前出來就是作王，直到永永遠

遠。在主面前長進的人，沒有一個是不懂得權柄的；

真實的長進必定是從生命達到權柄。我們在家裏是

得着生命、享受生命、裝備生命；我們在國裏是運用

權柄、操練權柄、並服從權柄。家是享受的地方，國

是盡責任的地方。雖然今天國度還沒有來到，但我們

先在神的家裏操練並豫備過國度的生活。 

是建造在使徒和申言者的根基上 

    以弗所二章二十節上半說，『被建造在使徒和申

言者的根基上。』這根基乃是基督。那立好的根基就

是耶穌基督。基督的奧秘，就是召會，在別的世代是

隱藏的，卻啟示給使徒和申言者；而這啟示出來的奧

秘，就是使徒和申言者所立的根基。基督既是根基，

又是寶貴的房角石。基督這塊石頭有兩個用處，祂既

是穩固的根基又是寶貴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著

急。使徒和申言者得了啟示，就把那啟示立為根基，

這根基就是基督自己。舊約的以色列人乃是以舊約

的律法和申言者作根基；但在召會裏的人，乃是以使

徒和申言者所傳給我們的啟示作根基，這根基就是

基督自己。 

 (摘錄自/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福分與地位/第十八篇) 



如何讀聖經（四）----------------------------------------------
----第二個點是 A 
 

    A 就是 Author，即作者。聖經是由四十幾個不同的作者寫的，從舊約摩西開始，一直到新約最後一卷

書是使徒約翰，經過的時間大概是一千六百年。作者中，有的是皇帝，有的是牧人，有的是大政治家，就

好像摩西，有的是鄉下打漁的，就好像彼得，各種身份都不一樣，但是合成一起就成為聖經的經典，共六

十六卷。這六十六卷書雖然是四十幾個作者寫的，但是它前後一致—不只是主題一致，連語氣都是一致的。 

    舉一個例子，聖經的頭三章與聖經的最後三章是遙相呼應的。聖經頭三章裏面，講到有一棵生命樹，

到了聖經末後又講到一棵生命樹；聖經開頭講一條生命河，聖經末後又講一條生命河；聖經開頭講生命河

旁有寶石，有珍珠，還有黃金，到了聖經末後也有精金，珍珠，寶石這三樣；在開頭，就講到從亞當產生

了一個夏娃，夏娃是從亞當建造出來的（build a woman），然後到聖經末了，就講到有一座城，這個城是建

造出來的，並說，這個城就是羔羊的妻，也是講到一對配偶。所以開頭是生命樹，末後是生命樹；開頭是

生命河，末後也是生命河；開頭是金、銀、珍珠寶石，結束也是精金、珍珠、寶石；開頭是被建造起來的

一個女人，最後也是一座城，就是羔羊的妻子、配偶。你看，前後是完全一致的。當然如果你讀聖經，慢

慢研究的話，你就知道這幾個都是有它的屬靈意義的：生命樹代表神自己，然後神流出來了，就成為生命

河；神自己代表生命樹，流出來就代表聖靈，產生這些寶石，就是蒙救贖的人，他們被建造在一起，就成

為一個配偶，就是神的配偶。這就是舊約與新約，是遙遙相對應的。你看，誰能夠寫出這個？兩個距離是

一千六百年，一千六百年哪。 

    如果說今天要寫百科全書，請你們在座的四十幾位每人寫一篇文章，寫出來的定規都是五花八門，各

種味道，南腔北調，一看就看得出來，不一樣的。現在連大陸文章跟臺灣文章都不一樣。這是在同一個時

代，還有同是一個文化，都有不一樣。但你看這個聖經，它是四十幾個作者，在一千六百年的時間裏寫出

來的。聖經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從頭到尾主題是一致的，你讀的時候覺得可以一直讀下去，讀舊約，讀新

約，你的感覺是一樣的。你就會看見，在聖經後面有一隻隱形的手，就是神的手，在那裏寫。這是第二個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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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別（上）

     

    聖別是我們的神一個主要的屬性。啟示錄四章八節說，「四活物⋯晝夜不歇息的說，聖哉，聖哉，

聖哉，主神是昔是今是以後永是的全能者。」這裏三次說到聖哉，與以賽亞六章三節者同，含示神是

三一的，就如同用三種時態說到神的存在一樣。這裏強調三一神是聖別的，是三重的聖別，以指神的

性情-神的所是-的性質。凡神所是的都是聖別的。有分於神的聖別（來十二 10），就是有分於祂的性

情，祂之所是的性質。 

    彼前一章 15、16 節說，「照著那呼召你們的聖者，在一切行事為人上，也成為聖的；因為經上記

著你們要聖別，因為我是聖別的。」那聖者就是三一神-揀選的父、救贖的子、並聖別的靈（彼前一 2）。

父重生了祂的選民，將祂聖別的性情分賜到他們裏面（彼前一 3）；子用血救贖了他們，使他們脫離虛

妄的生活（彼前一 18-19）；靈照著父聖別的性情聖別了他們，把他們從不符合神性情的事物中聖別出

來，使他們藉著父聖別的性情，在一切行事為人上成為聖的，甚至和神自己一樣的聖（彼前一 15-16）。 

    我們成為聖的，是藉著那靈的聖別，基於那把神聖別的性情帶給我們，並產生聖別生活的重生。

父重生了我們，產生聖別的家庭-聖別的父同聖別的兒女。我們是聖別的兒女，行事為人應當聖別。否

則，父就要對付我們的不聖。祂在裏面用祂的生命生了我們，使我們得著祂聖別的性情；祂在外面管



教我們，使我們有分於祂的聖別（來十二 9-10）。（摘錄自/新約總論/第一冊/神/第九篇/神的屬性二） 

蒙恩見證-------------------------------------------------------
--------------阿里山相調    
    因為姊妹工作的關係，我們第一天是自己搭火

車轉客運到中調跟大家會合。一路下來體力有點吃

不消，還蠻辛苦的。但我姊妹說：「能夠出來相調，

覺得心情很輕鬆！」她輕鬆，我的心情也跟著輕鬆起

來了。我們都知道基督有追測不盡的豐富，不是一個

人，也不是一個召會能夠享受得完全盡致。實在需要

出來走一走，看看神在各地的作為和基督豐富的彰

顯。新港召會才三十人（加上孩子），卻能這樣接待

我們，不簡單！新會所是租了五百多坪的地、租期十

五年、聖徒的奉獻加上身體的力量、花了七百萬，蓋

了這個會所。相當的不簡單！實在有許多值得我們

學習的地方！他們向著主的心，是那樣單純絕對，就

是先顧到神的權益；個人的操練也非常徹底，先尋求

主的說話，才敢繼續往前。不是懵懵懂懂就往前衝，

而是確定的與主有清楚的交涉，清楚透亮了，才一步

一步往前走。也許看起來速度慢，卻非常有神的祝

福！（崔超峰弟兄） 

    在相調的行動裡，我很難得出現，因為在職不容

易請到假。這次，因同事間的互相幫忙、主在靈裡的

應允、加上我的意願，主就成就了。原本出門前還很

猶豫，覺得自己沒什麼可供應人…。結果，一出來就

得著身體力量的供應；在車上，詩歌唱得非常喜樂盡

興，我整個人就釋放了。 

    看見新港召會聖徒，在信心裡、愛心裡、盼望裡

的擺上，豐富的見證以及當地福音的難處，需要竭力

傳揚。這讓我聯想到李常受弟兄，當初來台灣開工

時，也是非常為難。當時台灣經濟拮据，聖徒也散在

各地…。當他思考該如何開工時，主就感動他：「從

南到北遍走各地」，他就去坐火車一路看望聖徒。回

來後，就喜樂了！原來，各地還有這麼多愛主的聖

徒！他裡面也得著很大的鼓舞！所以，這次去新港

召會，我裡面也同樣得著非常大的鼓舞。我覺得以後

的相調還要再加強、還要去中部、南部。我也渴慕去，

求主釋放我，每一處都能跟隨。（崔黃春紅姊妹） 

    因為怕暈車，所以有很好的理由不參加外出相

調。但我感謝神，除去我的懼怕，使我跟上了。 

此次的相調有很多的感動：首先被福音朋友李榮杰

的細心觀察、顧到他人的舉動，感到喜樂！ 因座位

的關係，我兩腿無法舒展，下車時都快抽筋了…他竟

注意到並主動跟我換座位。為他，我感謝神，召會若

沒有得著他，真是我們的損失！ 

    還有，在朴子召會一下車，就被弟兄姊妹熱烈的

歡迎，以及會中張弟兄帶我們所唱的詩歌，一再的提

握，帶領我們更拔高、更深入，直唱到我們靈的深處…。

也看到他全家一同愛主事奉主，尤其是他兩個兒子的

服事，真是滿了當家的靈！還有他姊妹愛主的心，以

及向主的絕對，不愧是榜樣。加上兒童活力排的展覽

與見證，就是家餧養家、家扶持家、家與家所聯調的

產物。榮耀歸神！（胡游桂香姊妹） 

    這次三天二夜的阿里山相調，我們都一同經歷並

見證了那位又活又真的神，祂乃是以馬內利的神與我

們同在，祂也是君尊的大祭司一路上保守護衛並為我

們代禱，祂更是召會的元首、身體的頭，把我們帶進

享受基督身體的豐富與經歷基督身體相調的實際裏。 

    在這三天的行程中，外面的天氣雖然不穩定，但

我們無論是在竹東的登山步道、后里馬場的自行車運

動、阿里山森林遊樂區的雨中漫步以及嘉義番路的曙

光玫瑰農場等，我們真經歷了祂無時無刻的眷顧與親

密的同在。在遊覽車上，我們彼此自我介紹互相認識、

聽水流之音演唱、一同歡唱詩歌、讀經並禱讀主話，

也一同分享對基督的享受，使我們裏外都得著飽足。

週六晚上我們在中調擘餅聚會，我內心對主滿了感動，

能和聖徒們一同喫餅喝杯，喫喝享受基督建造在一起，

見證在主裏我們是一，榮耀歸神，阿利路亞。 

    第二天下阿里山後，我們這車被接待在朴子。剛

到朴子時，我看到聖徒們大大小小在門口兩旁熱烈歡

迎我們的到來，用完餐，我們相調的享受補充本詩歌

528 首，也聽他們兒童排的交通見證。其中，印象最

深刻的是有一位姊妹，她常教導孩子凡事把主擺在第

一位，有一次孩子要參加國際音樂檢定，但時間和青

少年特會衝突，她正陷入取捨兩難之間時，主的話臨

到她說，妳不是為孩子禱告，不求他在世亨通，只求

他一生愛主嗎?她蒙了光照，放下自己的感覺，讓孩子

參加特會，奇妙的事發生了，那次的國際音樂檢定竟

然破天荒的更換時間，在此，我看見神是那位調度萬

有，實際的掌權者，愛主的人必然興旺。我聽到許多

的家打開，作兒童排的見證，他們蒙恩的袐訣有二點:

一、對人有負擔，二、堅定持續的操練實行。他們的



兒童排實行了二十多年，才有這樣的蒙恩，召會滿了

青年人，也願我們都能看見，得著兒童就是得著他們

的一生，兒童是大的福音，是召會年輕化、本土化，

也是使召會繁殖擴增的路。（李建廷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