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1/30(週一)〜2/4(週六)，內容為『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一)』第一篇：神的異象以

及神定旨和祂心願的揭示。 
二.晨禱時間晨禱時間晨禱時間晨禱時間：每日 7：00~8：00，地點為各召會或各區會所。鼓勵弟兄姐妹用每天最上好的時間作最

上算的事，就是每天早上來禱告，來親近神並吸取神。 
三. 進士會所球場等工程：需經費 80萬，目前已收到奉獻款為 505,660元。 
四.禱研背講：2/6(週一)晚間 19:30~22:00在”文化會所”，內容為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一)：第二篇，請弟

兄姊妹自備教材、彼此邀約，一同被真理構成 
五.青年成全聚會：1/30晚上六點於進士會所舉行並留宿，隔天出發至大同鄉會所，至 2/1下午三點返

回進士會所，對象為宜蘭縣 35歲以下青職與學生聖徒，請弟兄姐妹彼此邀約。 
六.兒童家長與服事者成全：2/4(六)下午四點於進士會所，參加對象：負責弟兄、兒童家長、青職及兒

童服事者，盼全召會人人一同關心。 
七.青少年家長與服事者成全：2/4(六)晚上六點半至九點於進士會所，備有晚餐，請家長與配搭學生工

作聖徒共同參與，彼此交通，使學生在生活中經歷並贏得基督。 
八. 青少年本週晨興追求材料：聖經之旅第七冊：第十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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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澳鎮召會舊會所整建：蘇澳鎮召會舊會所改建工程，預定 2017年二月動工，所需工程款約 380

萬元，目前奉獻款 176萬元，請聖徒們繼續代禱並記念。 
三. 新受浸聖徒：12/月藍黃彩珠、吳俊明、謝璧如、周哲諄、張薇芳、陳奕慈、林郁閔、吳政龍、吳

趙悅梅、羅君驊、羅君騏、羅施珊珊等弟兄姊妹，得救後繼續受餵養，並穩定在召會生活中代禱。 
四. 為病痛中聖徒代禱：吳振昌弟兄(車禍受傷)、沈朝陽弟兄(中風恢復)、康勤(開刀住院，康金進弟

兄家族的大姊)。 
 

 人數統計 (1/1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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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20 16 -- 15 10 -- 5 8 -- -- -- -- 21 

礁溪鄉召會 30 11 12 29 9 -- 24 -- 1 -- -- -- 35 

壯圍鄉召會 7 5 6 8 -- -- 6 5 -- -- -- － 9 

員山鄉召會 41 20 9 13 12 -- -- 7 -- -- -- － 46 

蘇澳鎮召會 19 6 5 7 7 -- 1 5 1 -- -- － 23 

大同鄉召會 8 5 7 12 5 -- 8 10 1 -- -- -- 15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46 19 8 24 14 -- -- 2 -- -- -- -- 55 

延平區 29 12 -- 9 14 -- 2 1 -- -- -- -- 33 

進士區 51 8 1 26 12 -- -- -- -- -- -- -- 60 

學生區 26 5 5 34 7 -- 6 6 -- -- -- -- 44 

合  計 277 107 53 177 90 0 52 44 3 0 0 0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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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與顯出功用 

在基督的身體上，每一個肢體都是有功用的，而

肢體顯出功用的條件，在於和身體中其他肢體有正

確的聯絡。屬靈、亮光和禱告，都需要用建造測量。

正確、正常的屬靈，定規叫人和眾聖徒聯得起來。有

些人好像並不是那樣屬靈、完整，但他身上卻掛着好

多人，他就像個多生多養的父母，全身掛着兒女，滿

有功用。主在約翰十五章明說，『我是葡萄樹，你們

是枝子；住在我裏面的，我也住在他裏面，這人就多

結果子。』葡萄樹的枝子只有結果子，纔顯出功用。 

建造的難處 

你我若要和眾聖徒互相聯絡作肢體，一同被建

造，就該看見我們身上有許多怪僻，使我們無法包容

別人。沒有包容，就沒有建造。人合你口味，你就親

近他，不合你口，你就遠離他。然而在召會裏，主把

你和所有弟兄姊妹都擺在一起，甚至還要你和他們

互相聯絡作肢體，一同被建造。爲此，我們要學功課，

對付我們的怪僻。 

同鄉癖 

在基督的身體這新人裏，沒有猶太人或希利尼

人。你我必須看見，一切人的不同都消除了，纔有身

體的建造。使用方言，是爲着需要，不該爲着滿足我

們特別的味道和癖好。你對同鄉特別親熱，這就不是

建造，乃是拆毀。我們不該有任何分別。因爲我們和

聖徒的關係不是在同鄉裏，乃是在主裏。 

屬靈癖 

有些聖徒特別愛屬靈的，厭惡屬肉體的。然而，

屬肉體固然可惡，但屬肉體的聖徒仍是基督身體上

的肢體，我們還得愛。正確的屬靈，會讓人樂意去接

觸輭弱的，關心跌倒的，尋找退後的，掛着不能行動

的，寶愛不可愛的、有問題的。你身上有破碎，屬靈

的癖就從你身上脫落。 

讀經癖 

有的人就是喜歡讀經，喜歡研究聖經，他碰到人

就談聖經；一讀起聖經，天地都可以忘記。讀聖經固

然是屬靈的事，但是這種讀聖經有問題，是一種怪

僻。這種情形說出這個人沒有破碎，所以無法和弟兄

姊妹聯在一起。 

禱告癖 

要在召會生活中與人建造，不能把甚麼都撇下

不管，只管禱告。有的人正在爲難中，需要我們去扶

持，我們不能只禱告，卻不去看望。召會中有些聖徒

只注重禱告，卻輕看其他的服事，他們好像不是地上

的人，完全不懂聖徒的需要，這在在證明他們身上缺

少破碎。 

愛的聯絡 

一個破碎過的人，無論輭弱、剛強、幼嫩、老練、

站住、跌倒，各式各樣的人都能聯絡得來。我們這樣

愛他們，和他們聯絡，立刻我們就有功用，我們的果

子必定纍纍下垂，許多聖徒都掛在我們身上。這個愛

是出乎神的，是神的愛。 

神並不是只愛那些和祂一樣的人，祂乃是愛那

些和祂最不一樣、最不像樣的人。主說，『你們要彼

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我們若和他們彼此相愛，

立刻就會結果子。 

愛與建造 

真實的聯絡，就是真實的相愛，也就是真實的被

建造，結果定規結果子。恩賜不是首要的問題，愛纔

是首要的。在任何召會中，若有一班聖徒能切實相

愛，互相包容、忍耐、看顧、扶持，卽使沒有講道的

恩賜，那個召會仍然是活的。盼望神給我們看見，你

我若真要讓神得着安息之所，一個可居之家，並且讓

神在這時代通行祂的旨意，你我都得倒下來，被破

碎。這需要我們去掉自己身上所有的難處，叫我們能

愛每一個弟兄姊妹。我們的愛是出乎主的，就能叫我

們和弟兄姊妹互相聯絡作肢體，彼此同被建造。叫基

督的身體，就是召會，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 

(摘錄自建造召會的異象、豫表與實行 第六篇)  



德國開展------------------------------------------------------
---------------代禱事項 

【法蘭克福】 

1、本週能邀到四位本地學生到校園小排，發出四十本聖經，並傳講一百位對象。 

2、每天有四場新移民家聚會，藉接觸他們的親友，傳福音給他們，並邀約前來召會的聚集。 

【杜賽度夫】 

1、下週正式開始的探望。盼望我們能將一切屬靈的實際，藉著具體的經歷供應給新人，而不是知識、字 

   句和道理。 

2、許多新人只能說波斯語或俄語，盼望在家聚會時能越過語言的限制，將基督供應給新人。 

3、本次開展的長期目標乃是，在我們離開之後，新人們都能被成全起來，能有個人的追求，也能盡生機 

   的功用牧養人。 

【斯圖加特】 

1、得著三十位可以繼續牧養的本地青年人。 

2、為目前敞開的人能穩定被接觸（邀約讀經、家聚會） 

【柏林】 

1、請為能找到更大客廳的房子禱告。 

2、請為學員於自由大學接觸到的學生渴慕真理禱告。（轉傳自美地季報） 

    
晨興拾穗-------------------------------------------------------
------帶進神的國（二）

                                                        國度的操練為著召會的建造 
提防四個消極的因素 
一、提防野心 

    在主的工作裡，野心就是要作帶領人。野心也可能是要為你的工作得著一個地方，甚至一個區域。我

與倪弟兄在一起，向他學習。我從未看見他懷有野心要得著一個地方、一個區域，作他的區域或小王國，

叫每件事都在你的控制和統治之下，每個人都必須聽從你。野心也可能是要俘擄人作你私人的同工。這意

思是說，在主恢復中你的工作裡，裡面有一些非常接近你的人被你俘擄、吸引並迷住。然後他們就成為你

專屬的同工。 

二、提防驕傲 

    驕傲就是誇耀。你可能不是公開的誇耀，卻可能隱藏的誇耀你屬靈的性能、能力和才能。驕傲也是高

舉自己，藐視別人。我再問：『誰不高舉自己，藐視別人？』因此，保羅囑咐我們說，『我藉著所賜給我的

恩典，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乃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度量，看得清明適度。』 

三、提防自義以及暴露他人的失敗和缺點 

    我們必須承認，嘉許自己和暴露別人的缺點，是我們天然的性情。我們本不需要說別人的缺點，但我

們就是喜歡說。許多時候，弟兄們來在一起，談論別人的弱點、缺點和失敗。在談論別人缺點時要恐懼戰

兢。在世界裡，這種事在法律上叫作『誹謗』。每當我說到別人的短處，我就被定罪，對我自己說，『難道

你沒有這些短處麼？』 

四、提防不模成基督的死 

    馬太十六章二十四節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否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並跟從我。』不模成基督

的死，就是不絕對的否認己，並且背十字架。背十字架就是把己一直放在十字架上。不要離開十字架；那

是己該在的地方。不模成基督的死，也是不一直釘死天然人。 

    我們若不對付這四隻『地鼠』，其他的一切都毫無意義。我們可能有一些性能，但我們的性能會因我們

的個性、驕傲、以及我們不願把與生俱來的個性釘十字架，而被廢掉、廢除了。主祝福了祂的恢復，並且



仍在繼續祝福。然而，我們的光景就像雅歌二章十五節所說：『要給我們擒拿狐狸，就是毀壞葡萄園的小狐

狸；因為我們的葡萄正在開花。』。因著我們未能提防這四件事，就給撒但機會，破壞主今日恢復的『開花』。

仇敵是狡猾的，我們不該不曉得他的詭計。。。。    
蒙恩見證------------------------------------------------2016 年
美國安那翰冬季訓練 
 

    這次到美國參加安那翰冬季訓練，實經歷主是

那主宰的神。使祂的兒女凡事興盛，凡事順遂，乃是

因祂藉著叫萬事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女兒的一

折機票，加上姊妹的呼召，並因環境的安排，從職場

退下，使我能抓住機會至美國享受以西結書結晶讀

經訓練。因著在本地小排中追求以西結書，有事先的

預習，使得這次的信息備感輕鬆，聽得很清楚，且在

哈崗會所，早上有禱研背講的複習，使得思路更加清

楚，能抓住大綱、中綱、小綱和經文的結合，以西結

書的艱深內容能清楚的呈現在腦海裏，並馬上也能

很快的幫助我們如何與別人聯串在一起。 

    覺得這次的行程，幫助我更加認識主的定旨及

主所給的啟示，把祂所要作的清楚啟示出來，從第一

篇到第九篇都講以西結所看到的異象，揭示神的心

願及定旨，藉著風雲火金銀合金產生四活物，藉著四

活物的配搭，彰顯寶座上的人子，並帶下地上的行

動，需有鷹翅、人手、牛腿，產生同心合意，才能輪

中套輪，看見高而可畏的輪子，神的經綸的完成，需

要輪的行動來完成。如何完成，需要我們與主有清明

的天，其上有寶座，達到屬靈的最高點，看見坐在寶

座上的是人，而我們也是人。主藉著虹，信實守約的

把我們帶到寶座上去，與祂同坐寶座，這是何等的榮

耀！藉著喫書卷，消化並吸收神的話，把主的話完全

吃進去，構成我們的所是，接受主的牧養，而有生命

的恢復，我們經歷基督作我們永遠的牧人，藉著重生

得着新心和新靈，使我們的內在生命得以恢復，完成

神的經綸。主藉著一次一次的說話，來加強供應我們

及祂的召會，感謝主！（林樓麗環姊妹） 

 

感謝主，我能參加美國冬季訓練，實在是神的憐

憫，因我訓練後回頭看，神一直是不斷說話的神，姊

妹第一次邀約去美國冬訓時，就像暴風從北方颳來，

我的靈渴慕『去』！當我一跟我二姐交通，她說：『去，

要把握機會！照顧爸媽的事我負責。』主呀，我要成

為今日的以西結，完全向祢敞開，尋求、接觸祢。讓

諸天向我開了，使我能看見神的異象。雖然冬訓前，

我聽了好多遍以西結的信息，但在現場，看見聽見是

活的，新鮮的，這種新的經歷是何等寶貴，因主要把

我帶進基督身體的實際裏，從其中得着更大的亮光，

更多的祝福。 

 

    主細細的揭開一個一個的異象，從風雲火金的

屬靈歷史個人的經歷，再往前到四活物 (人、獅、牛、

鷹) 的實際，使我們能配搭在一起的一班活物，是團

體的基督，常常活在交通中。對別人的職事，功用和

負擔都說：『阿們！』從這次在美國被接待的事上看

到及享受到這『阿們』的實行。關於鷹翅的大能、正

常人性的人手，正直的牛腿，所帶下的經歷配上這高

而可畏的輪子神聖行動，只有在有清明的天和其上

有寶座及真實順服寶座上的人，行動才能成就，這會

引進我們基督徒生活和召會生活之經歷的總結---虹。 

    哈利路亞！全豐全足的神已啟示祂的景象了，

我們要藉著喫書卷—喫並消化神的話，神一直作我

們的大牧人，牧養我們，為使我們生命長大，也就是

不僅有法理的救贖，更有生機的救恩，使我們達到成

熟，供應生命，活出基督，彰顯神！ 

（吳呂琪峰姊妹） 

 

                            接受神祝福的條件 
 

路加一 53：叫飢餓的得飽美物，叫富足的空著回去。 

詩篇一零七 9：因祂使乾渴的人得以滿足，使飢餓的人得飽美物。 

有一件事是我們必須看見的，就是神給人祝福是有條件的。神要祝福人只有一個條件，就是飢餓。我們

如果不飢餓，我們在神面前就得不著甚麼。神的恩典，神的豐富，只為一種人豫備，就是飢餓的人。有些人

常會覺得不滿意、不滿足，但不滿意、不滿足並不一定是飢餓的。一個人也許不滿意、不滿足，但他可能仍

然不追求更多，因他不覺得飢餓。飢餓是甚麼呢？飢餓就是在神面前的『空』，裡面覺得不飽足。這種在神

面前的空、不飽足，會叫人不斷的尋求神。但一個人如果不飢餓，他可以日日夜夜仍舊坐在那裡。神只應許



飢餓的人得飽；神沒有應許不滿意的人得飽。至於飽的人，就是那些自以為富足的人，神就叫他空手回去。 

和受恩教士告訴人說，她從年幼到年老，在神面前有一個『永遠的飢餓(eternal hunger)。』她說，我們裡面的

心眼若是不看主，就不會覺得飢餓。所以她的心眼時時注視主，她在主面前一直保持飢餓。她天天是飢餓的，

所以神使她天天都得飽足。（取自倪柝聲文集特會、信息、及談話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