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3/27(週一)〜4/1(週六)，內容為『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二)』第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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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宜蘭眾召會外出相調：5/27至 5/29 三天兩夜，詳情請參閱通啓。請向各召會/區服事弟兄報名

彙整至總管，西部團為：李建廷弟兄、林世麟弟兄，報名截止日 4/30。 
五. 宜蘭眾召會學生英語生活園：4/8(六)12:00至 4/9(日)12:00，於進士會所舉辦，盼望幫助學生在英語

能力上更往前，請向邱淑眞姊妹報名並繳費 400元整。 
六. 進士會所球場等工程：需經費 80萬，目前已收到奉獻款為 518,760元。 
七. 2017年夏季訓練：7/3至 7/8，於美國加州安那翰舉行，意者請洽邱淑眞姊妹（0919912646）。 
八. 「基宜花東與新北市 2017 FALL ITERO參訓暨德法捷訪問團」:由花東與新北市合辦。日期：

2017.10.2(一)~ 10.16(一) 地點：德國、法國、捷克。10/5-10/7弟兄參加 ITERO聚會，姊妹參加相調
行程。10/10-10/11在柏林參加發送德文聖經開展行動。費用:8萬 9千元（不含台胞證，不含花蓮到
機場的車票）。名額:尚有 10個名額。報名方式:請於 4/9（日）前向何恩奇姊妹（0912-702758）報
名。（報名以繳費為憑，請預繳訂金 5萬元。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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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鎮召會舊會所改建工程：蘇澳鎮召會光明路會所改建工程，目前進度 50%，工程款約 280萬，

目前奉獻款約 200萬，請繼續代禱並記念。 

三. 新受浸聖徒：二月/黃靖儀、吳康貝、陳鴻銘、陳毛屏萍、陳廷恩、蕭林法靈、張素珠，三月/陳金

龍弟兄、陳珮硃、謝天皓、黃賜福、陳家盈、吳姿吟、周清照、周林桂英、李鈺娟、李創庚、李吳

美緞、吳芷珊、李雪瑜、邱游美月、謝麗卿等弟兄姊妹，得救後繼續受餵養，並穩定在召會生活中

代禱。 
四. 為參加本學期壯年班聖徒代禱：陳藍欽、陳黃誠華、蕭金煜、李清風等弟兄姊妹。 

 人數統計 (3/13~3/19)  

         項目 

 地方 主日 

集中 

主

日 

申

言 

禱

告

聚

會 

小排

聚會 

家

聚

會 

受

浸

人

數 

晨興 兒童 青少年 

召會

生活 
個

人 

團

體 

主

日 

小

排 

主

日 

小

排 

頭城鎮召會 21 1 9 16 -- 3 5 10 -- -- -- -- 17 

礁溪鄉召會 10 -- 21 26 7 5 19 -- 3 -- -- -- 33 

壯圍鄉召會 7 - 6 5 -- -- 6 5 1 -- -- － 10 

員山鄉召會 40 -- 10 14 17 -- 26 -- -- 9 -- － 65 

蘇澳鎮召會 16 -- 8 9 7 4 1 6 1 -- -- － 19 

大同鄉召會 9 -- 5 10 6 -- 8 10 1 -- -- -- 13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63 24 13 40 9 -- 13 11 -- -- -- -- 74 

延平區 45 8 6 13 3 -- -- -- -- -- -- -- 45 

進士區 45 8 4 24 19 -- 5 3 -- -- -- -- 58 

青少年區 22 2 4 37 37 -- 4 8 -- -- 22 37 42 

合  計 278 43 86 194 105 12 87 53 6 9 22 37 376 



                              福音的目的             2017/3/26 第六十九期

    『耶穌在伯大尼長大痲瘋的西門家裏坐席的時

候，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至貴的真哪噠香膏來，

打破玉瓶，把膏澆在耶穌的頭上。…耶穌說，…我實

在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無論在甚麼地方傳這福音，

也要述說這女人所作的以為記念。』這樣，主規定了，

馬利亞用至貴的香膏膏祂的故事，必須與福音同傳。

馬利亞所作的總要伴同著主所作的。這是主自己說

的，那麼主在這件事上要我們明白甚麼呢？ 

 

枉費 

   『有幾個人心中很不喜悅，說，何用這樣枉費香

膏呢？這香膏可以賣三十多兩銀子賙濟窮人；他們

就向那女人生氣。』十二個門徒都認為那是枉費的。

但是如果主是配的，怎麼能說那是枉費呢？祂是配

得過人這樣事奉的。主說，『由她罷，為甚麼難為她

呢？』所以我們也不必介意。因為主說，『這是一件

美事。』真實的工作並不是作在窮人身上的；作在主

身上的纔是真實的工作。 

 

使祂喜悅的事奉 

   『無論在甚麼地方傳這福音，也要述說這女人所

作的以為記念。』主為甚麼這樣說呢？因為福音的目

的就是這一個。福音不僅是為著滿足罪人而已。傳福

音的主要目的，乃是使主得到滿足。福音裏面的第一

件事乃是，必須讓神的兒子在凡事上都得著滿足。如

果我們不把自己『枉費』在祂的身上，祂就絕不會滿

足。在事奉神的事上，枉費的原則就是能力的原則。

捨棄的原則就是決定我們用處的原則。在神手中真

實的用處，乃是以『枉費』來測量的。轉過來看你的

主，並且問問你自己，到底祂看甚麼最有價值。枉費

的原則就是祂支配我們的原則。似乎我們給得太多，

卻一無所得〜然而這正是討神喜悅的祕訣。 

豫先膏祂 

    對於馬利亞，主這樣說，『她所作的，是盡她所

能的。』主的意思就是說，她把她所有的完全擺上了。

她沒有為著將來的日子留下一點。她把她所有的一

切都揮霍在主的身上；然而到了復活的早晨，她絕無

須懊悔她的浪費。那一天在伯大尼的家裏，祂的埋葬

已經在望；而今天擺在我們前面的乃是祂的加冕，就

是祂將要在榮耀裏，被歡呼為受膏者，為神的基督。

那一天，我們會把一切都倒在祂的身上！但是如果

我們現在就來膏祂，不是用物質的油膏，乃是用我們

心裏所認為最貴重的東西來膏祂，那是何等寶貴的

一件事！但願祂今天就從我們得到這樣的受膏。 

 

香氣 

    馬利亞把玉瓶打碎，用香膏膏主耶穌，屋裏就充

滿了最馨香的香氣，每一個人都能聞到，當你遇見真

正受過苦的人，就是那些與主同經歷，寧受限制被主

禁閉，不願擺脫限制而成『有用』，因而學會只在主

裏面，不在別處尋找滿足的人，你會立刻覺得碰到了

一個東西。你屬靈的感覺立刻察覺一種基督的香氣。

在他的生命中有些東西已經破碎了，所以你聞到香

氣。那一天充滿在伯大尼屋裏的香氣，今天仍然充滿

在召會中；馬利亞的香氣永遠不會消失。 

    我們影響別人的關鍵，在於十字架在我們裏面

的工作，而這工作乃是為著使神的心喜悅。它要求我

只求祂的喜悅，只尋求祂的滿足，不顧我出多少代

價。我們必須有一個願意降服，破碎一切，把一切傾

倒給祂的心，這樣纔能釋放基督的香氣，纔能在別人

裏面創造需要，吸引他們出來，往前認識主。願主賜

恩給我們，使我們學習怎樣討祂的喜悅。當我們把這

件事作為我們最高的目的時，福音就自然達到它的

目的了。(摘錄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弟十四篇/倪柝聲著) 

 



信息分享-------------------------------------------------------
--------嘗過主是美善的 

 

主日聚會弟兄姊妹見證多數重於物質精神，不重於喫主的話。 

    在彼得前書二章三節，彼得說，『你們若嘗過主是美善的。』主是可嘗的，祂的滋味又美又善。我們嘗

過祂，就會切慕祂話中滋養的奶。本節的『美善』一辭，意思也是可喜悅的，恩慈的。 

    彼得確定他寫信的對象已經蒙了重生，但他不確定他們有否嘗過主。為這緣故他說，『你們若嘗過主是

美善的。』信徒確實是纔生的嬰孩，但如三節所指明的，他們有些人也許沒有嘗過主是美善的。今天真正蒙

了重生的信徒有千千萬萬，但有許多從未嘗過主是美善的。 

    讓我們用一個例子表明人也許得重生，卻沒有嘗過主是美善的。一位中年婦女得救兩年了。她得了救贖，

也蒙了重生。她參加我們的聚會幾次以後，有一天站起來作見證。她說，她丈夫失業了，並且他們無法付房

租。不但如此，他們的兒子患了病。她接著說，她為這情況向主禱告。她讚美主給她丈夫更好的職業，給他

們更好的住處，甚至醫治他們的兒子。她宣告：『阿利路亞，主耶穌是活的、有能的！』 

    我們仔細看看這個見證；我們要問這是不是嘗過主之人的見證。我要堅決的說，這不是嘗過主是美善之

人的見證。多年前，我對這事會有不同的感覺，我會說這婦人的確嘗過主是美善的。事實上，在她的見證裡

她的確說，『主對我是何等美善！祂是真實的、活的、美善的。我們禱告，祂就給我們更好的職業，更好的

房子，並且醫治我們的兒子。阿利路亞！主是美善的。』她雖然說到主的美善，但這並不是嘗過主是美善的

見證。那麼，甚麼纔是嘗過主的真實見證？假定同一位姊妹見證這樣的事：『我的丈夫失業了，我們失去了

住所，我們的兒子也患病。我們越禱告，我們所有的難處似乎越多。但弟兄姊妹們，我能見證我們的情況越

艱難，我裡面越喜樂。哦，我何等享受主！我略略經歷了保羅所經歷的，他求主把刺除去，而主拒絕，說祂

的恩典彀保羅用的。主使保羅享受祂的恩典。祂將保羅放在特別的環境裡，使他必須享受恩典。祂沒有把刺

除去。一面，保羅受刺的苦；但另一面，他經歷主扶持的恩典。我們在這樣的情形裡，已經好幾個月了，主

還沒有在外面為我們作甚麼。但我能見證，我享受祂作我的恩典。我母親曉得我們的情況，就說，『這是甚

麼？你的耶穌在那裡？祂是又真又活的麼？為甚麼祂不為你作甚麼？你改去拜佛好了。』但無論她對我說甚

麼，我繼續享受主的恩典。』這是嘗過主的見證。 

    嘗主不在於外面的神蹟，乃在於內裡生命的滋養。無論我們在怎樣的環境裡，或者我們有怎樣的景況，

我們都得著主的扶持。我們能與保羅同說，『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裡面，凡事都能作。』我們經得起富足和

貧窮、順境和逆境的試驗，因為我們不在意外面的情況，乃在意內裡的滋養。這內裡的滋養就是真正的嘗主。

在這些經文裡彼得指明，我們若嘗過主是美善的，必然會切慕話中的奶。（摘錄自彼得前書生命讀經第十六篇）

 
晨興拾穗-------------------------------------------------------
-----------在寶座上的人
    聖經裏對於神和人的關係，有一個奧秘的思想。神的心意是要成為與人一樣，並使人與祂一樣。這意

思是說，神的目的是要將祂自己與人調在一起，因而使祂自己像人，也使人像祂。主耶穌乃是神人；祂是

完整的神和完全的人。我們也可以說，祂是人而神者。我們今天所敬拜的，乃是人而神者。不僅如此，成

為像摩西一樣屬神的人，就是成為神人，成為與神調和的人。神喜悅所有蒙祂揀選並救贖的人，都成為神

人。揀選的神成為一個人。這位神人藉着祂的死與復活，產生祂自己的大量複製。祂是那一粒麥子，成了

許多子粒。這許多子粒磨成細麵，調成一個餅。主耶穌這位神的獨生子，乃是那獨一的子粒，祂使我們成

為許多子粒，與祂『同胎』所生的許多弟兄，調和成一個餅，一個身體。我們中間沒有國籍、種族或社會

地位的分別。我們是新的一類，是『神人類』。    

    神親自成為人，如今在寶座上祂仍然是人。人可能想要像神，但神卻要成為人。神的目的，是要將祂

自己作到我們裏面，使我們與祂一樣，甚至使祂自己與我們一樣。因此，神的目的是要得着人，並將祂自



己作到人裏面。我們必須對主在寶座上還是人這個事實，有深刻的印象。在以西結書中，『人子』這個辭用

了九十多次。這指明神多麼願意得着人。 

開家見證-------------------------------------------------------
-------------高中弟兄排      
     

    當基督的執事，神的同工，在神的耕地上工作時，神也在工作。何等的權利與榮耀，人竟能成為神的

同工，在神的耕地上與神一同工作，生長基督！(林前三章 9 節註 1)去年下半年我姊妹交通到高中排的聚

會要移到我們家時，我們的反應是樂觀其成、甘心樂意，然而我裏頭是有些擔心停車及空間等問題，但經

過了半年家打開以後，發現所顧及的問題是小，反而卻是帶來一些蒙恩：首先聚會前一天大家都要動起來

清掃，把客廳廚房整理到自己都感覺舒暢，雖然後面幾天還會漸漸變亂，但每次聚會前又恢復整齊狀態。

飯食方面，姊妹們都同心合意、忠信殷勤的配搭預備，必讓與會者吃喝飽足，倘若我姊妹遇到上班時就會

提早通知我要回來配搭煮飯菜湯等，因我先前有幫姊妹做過月子的食物，所以只要有食材也稍能料理出普

通的家常菜。感謝主！因工作逐漸釋放，因此每週三原則都會準時下班趕來配搭服事，每次的配搭並與高

中弟兄們、服事者的相調交通時，都有從主和肢體來的生命供應湧流，使靈裏感到喜樂且充實。想想若無

高中排在家中的聚集，我就一個人在大同忙東忙西，頂多就是個人追求屬靈書報，無法享

受身體甜美的相調與豐富供應。讚美主！家打開實在是件蒙恩又蒙福的事，並且藉此能與

神一同工作以生長基督，是何等的權利與榮耀。(林新發弟兄)  

 

    高中弟兄小排在我家裏，我必須在前一天把客廳和廚房整理乾淨，等候他們的來臨。 

在某次的小排中，有位弟兄分享羅馬書 8：6『因為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

乃是生命平安。』 我常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家，聚會到一半時，會想著還有什麼講義沒寫？

隔天要考什麼小考？使自己陷入苦惱的光景裏，幸好有這句經節提醒我要時常轉回靈中享受主。高中小排

不只能間接讓我的家乾淨許多，也是每週忙碌生活的補給中繼站。(林耀主弟兄) 

                 

主在亞洲的行動------------------------------------------------
------------禱告負擔 

 

柬埔寨 

更多的家能被興起在各地背負主的見證代禱。 

 

巴基斯坦 

1. 為拉瓦爾品第的開展代禱，求主得著更多尋求的

家，並開他們的眼看見時代的異象。 

2. 為卡拉奇每週的事奉者訓練，所有參訓者能清

楚領受主的話並看見異象，被主得著率先實行神

命定之路代禱。 

 

土耳其 

1. 為新接觸的福音朋友，特別是敞開的青年人更

深渴慕認識神和神的話，並得釋放脫離各種霸佔

而與聖徒相聚代禱。 

2. 為伊茲密爾的聖徒在生活和工作上得加強，相

調一起，並為更多扎實的家被主得著，作伊茲密爾

的見證代禱。 

 

 

越南 

1. 為主在龍川市和巴地市得著更多的家並興起召

會生活代禱。 

2. 為在湖奈舉行的牧人成全訓練，所有領頭弟兄都

領受豐厚恩典牧養神的羣羊代禱。 

 

尼泊爾 

1. 為成立之拉利特普爾召會的聖徒藉每日團體晨

興被這份職事構成，並堅定站住正確立場作召會的

見證代禱。 



2. 為波卡拉的聖徒藉著享受神的話得著牧養，而被

真理構成並成為召會紮實而盡功用的肢體代禱。 

 

緬甸 

1. 為在 Than Taung Town 舉行的事奉者聚會代禱。 

2. 為在密支那舉行的聖經真理訓練代禱。 

3. 為第二十三期 FTTY 開訓聚會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