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2/6(週一)〜2/11(週六)，內容為『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一)』第二篇：『正常基督徒

屬靈的歷史—風、雲、火、金銀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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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禱告集中禱告集中禱告集中禱告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成全成全成全成全聚會聚會聚會聚會：宜蘭市召會二月份，每週二禱告聚會集中於進士會所，請弟兄姐妹彼此告

知，互相邀約，使主的殿成為禱告的殿。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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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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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弟兄姊妹自備教材、

彼此邀約，一同被真理構成。 
六.青少年學生茶會：2/12日下午兩點半於擺厘路 9-65號舉辦，請弟兄姊妹代禱服持並邀約青年人前來

赴會。 
七. 青少年本週晨興追求材料：聖經之旅第七冊：第十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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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2017年二月四日開工，所需工程款約

260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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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卓子皓、二月/黃靖儀、吳康貝等弟兄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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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清海弟兄(眼睛手術後的恢復)、吳振昌弟兄(車禍後記憶力的恢復)。 

 

 

 

 人數統計 (1/23~1/29)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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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 兒童 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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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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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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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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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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3 2 26 4 -- -- -- -- -- -- -- 47 

延平區 20 -- 2 7 -- -- 2 -- -- -- -- -- 30 

進士區 31 -- 1 9 -- -- -- -- -- -- -- -- 33 

學生區 14 1 7 33 3 -- 4 3 -- -- -- -- 33 

合  計 222 67 51 159 50 0 50 38 3 0 0 0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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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別的墮落帶來語言的分別 

    我們必須看見，因着人的墮落，舊造裏的人逐漸

就有各樣的不同。到了創世記十一章，人第四次的墮

落後，人中間又加增了一項更複雜的因素，就是語言

的不同。語言是將人羣分得最厲害的因素。撒但進到

人裏面，與人調在一起，要建造一座巴別城，和一個

巴別塔，塔頂通天，他們這個舉動，大大得罪了神；

因此，神來變亂他們的語言，叫他們無法再合作。於

是，造城和造塔的工作就停止了。在此我們看見，語

言完全是一件關乎建造的事。撒但利用人原先語言

的統一，建造一座城來頂撞並反叛神。神審判他們，

變亂他們的語言，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今天雖然

人羣中分別的因素不勝其數，但最厲害的就是語言。 

神的建造消除語言的區別 

    在創世記十一章，撒但在巴別那裏聯着人，要建

造一座頂撞神、反叛神的城。然而在使徒行傳，神在

五旬節那天聯着人，要建造祂的那座聖城新耶路撒

冷。這兩面的建造正好遙遙相對。因着巴別的建造，

神來審判人，帶進了咒詛，就是變亂他們的語言；結

果，不同的語言成了叫人類分別最厲害的因素。但在

五旬節那天的建造裏，神也作了一件事，就是把語言

的不同消滅了；可以說，五旬節時，語言的區別在聖

靈裏消失了。 

不可將語言的區別帶到召會裏 

    行傳二章起碼題到十多種不同的方言，然而當

聖靈澆灌他們的時候，在巴別所帶進來的咒詛，就是

語言的不同，都消滅了。語言的區別不消滅，對於召

會的建造就是個大難處。如果在召會中還有種族的

區別，召會的建造就會遇到厲害的障礙。我們要清楚

看見，召會的建造完全是在基督裏，脫去舊人，穿上

新人，召會纔得以建造，因此在新人裏只有基督。無

論甚麼人把他所寶貴的方言帶到召會中，使它有地

位，就是把最大的攔阻帶到召會裏。語言的區別乃是

在神審判下的咒詛。在召會中，我們若是把一種語言

看爲特別重要，我們就破壞了召會的建造。爲着方

便，我們可以有臺語聚會，但若要建立一個臺語召會

那就錯了。在召會裏，不該特別講究某種語言。甚麼

地方通行甚麼語言，我們就該取用那種語言。我們永

遠不該建立一個以任何語言爲根基的召會。 

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爲着召會生活，我們需要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卽使是在語言上，也應當脫得非常乾淨。舊造裏最厲

害的分別因素，就是語言問題。我們可能從未想到，

特別偏愛某一種語言，也是舊造沒有脫去的一個厲

害顯明。你若蒙拯救，就會盼望巴不得有一天，你和

所有的聖徒都會說像『阿利路亞』那種眾所周知的

話。『有一天，我們都到主那裏去，那時我們會說甚

麼話？』相信必定是說像『阿利路亞』那樣的話。若

是我們能從這些語言的不同裏出來，那是何等的祝

福。 

在召會裏，基督是一 

   在新人裏，沒有種族上希利尼人和猶太人的分

別，沒有宗教背景上受割禮和未受割禮的分別，沒有

文化上化外人和西古提人的分別，更沒有社會階級

上自主和爲奴的分別。若是你還有任何一種分別的

感覺，你最多只能作一個敬虔屬靈的基督徒，不能作

一在召會中被建造的基督徒。爲這緣故，那些所謂有

地位、有身分的弟兄，都該與那些在社會上沒有地

位、沒有身分的弟兄，在一起多有交通。對任何弟兄

姊妹，我們都是同樣的寶貝，同樣的親熱。此外，從

作人的一面說，我們也相當尊敬在社會裏有地位的

人。但我們要看見召會是一個新人，一切舊造裏的都

當脫去，一切舊造的分別都要留在召會門外，惟有基

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但願我們真實的看見在新人裏沒有任何區別，

並且盡力學習脫去我們的舊造，靠着主的恩典，把身

上所依附那些舊造的區別都放在一邊，好讓神把我

們這麼多不同得救的人，建造在一起成爲召會，使召

會成爲祂的居所。 

(摘錄自建造召會的異象、豫表與實行 第七篇)  



屬天嗎哪---------------------------------------------------------
------------愛與信並行 

                       加拉太五 6：…惟獨藉著愛運行的信，纔有效力。 

                 以弗所六 23：願平安與愛同著信，從父神並主耶穌基督歸與弟兄們。 

    你知道你的信是藉著愛運行的麼？一個人聽了福音，悔改，然後欣賞主耶穌，覺得祂全然可愛，就會有

很強的信。這信是藉著他對主的愛運行的。我們越愛主，我們對祂的信就越強。這是保羅在加拉太書的思想。

然而，以弗所書所強調的是愛，不是信。在以弗所書，保羅關心的不是救恩，乃是繼續往前與交通。這需要

愛同著信。我們的信若是因著接受懷疑和問題而軟弱，我們就會發現很難愛主。每當信受損，愛也受損。我

們若要藉著愛主，而繼續在與主的交通中，就需要剛強的信。因此，我們需要藉著愛運行的信，也需要同著

信的愛。 

    我們已經指出，愛是從神來的。這意思是說，愛是在神那一邊。相反的，信是在我們這一邊。因此，『愛

同著信』這辭含示，神和我們，我們和神之間的來往交通。愛是從神到我們，信是從我們到神。神將愛給我

們，我們以信回應。這是愛和信之間的交通。藉著這愛和信之間的來往，平安就留作我們的分。藉著神的愛

來我們這裡，以及我們的信去祂那裡，我們就蒙保守在平安裡。 

（經文取自聖經恢復本，闡釋部份取自李常受著『以弗所書生命讀經』，第 674 至 675 頁） 

 

晨興拾穗---------------------------------------神的異象以及神定旨
和祂心願得揭示
    關於以西結書，我們需要看的第一件事是日期，有年月日。那年是三十年。這是指以西結的年齡。當時

以西結三十歲。以西結是到了三十歲的祭司，有資格開始他祭司的職事。這裏有個原則：要領悟屬靈的事物

並看見屬天的異象，我們需要在生命裏成熟。以西結接著說到第五年。三十年是從他出生那年算起，而第五

年是從被擄那年算起。為甚麼異象在被擄第五年進來，不在更早的年間？異象沒有更早來臨，因為百姓沒有

豫備好，不到三十歲的以西結，自己也沒有豫備好。這指明看見以西結書裏所記載的異象，需要我們把自己

豫備好。 

    第二點是以西結看見異象的地點。三節告訴我們，以西結『在迦勒底人之地，迦巴魯河邊』，異象臨到

他。以西結看見異象時是在河邊。他在一節說，『我在迦巴魯河邊，被擄的人中。』迦巴魯河表徵仇敵毀壞

神子民的力量。（參賽八 7～8。）。今天『迦巴魯河』就是今世將人從神帶到巴比倫那撒但的潮流。 在以西

結書裏有兩道河：一章裏的迦巴魯河，和四十七章裏從殿流出來的河。迦巴魯河將神的子民從神帶開，但流

自殿的河將人帶到神的生命裏。你是在那一道河邊？是在迦巴魯河邊，還是在流自神居所的河邊？天向以西

結開啟時，他是在迦巴魯河邊，但不是在這河裏。接著說到看見異象的人-以西結。三節清楚說到『祭司以西

結』。身為祭司，以西結是活在神面前，事奉神，並與神調和的人。因為以西結是這樣的人，並且這樣親近

神，所以天向他開啟，他就『得見神的異象』。 

    我們鼓勵所有在主裏的弟兄姊妹都作祭司事奉神。我們都需要學習禱告神、親近神、與神交通、並活在

神面前。我們若這樣操練作祭司，天就會向我們開啟，我們就會看見神的異象。以西結是布西的兒子。布西

的意思是『恥辱』或『被藐視的』。以西結是非常受人藐視，受到恥辱對待的申言者。他盡職時沒有得著榮

耀。以西結的意思是『神必加強』，也是『大能者是你的力量』。一面，他是被別人藐視的布西的兒子。另一

面，他是被大能者神加強的以西結。他被藐視並受到恥辱的對待，但他被神加強。雖然以西結是蒙羞受辱的

羞辱之子，但全能的神是他的力量。 

    最終，我們需要來看關於見異象的情景。『天就開了，得見神的異象』。（1 下。）每當地上的人與神是一

的時候，天就會向他們開啟。在被擄之地，有一個成熟的、與神是一的人以西結，天向他開了。今天原則是

同樣的。我們需要天向我們開啟，但在我們的經歷中要天開啟，我們就需要作以西結。神一直需要能叫祂的

天開啟的人。今天地仍受撒但的霸佔，地上的人仍在撒但的手下，並且大多數神的百姓仍在被擄之中。因此，

急切需要一些像以西結一樣尋求神、親近神，並且作神的祭司在神面前供職的人。今天神若得著這樣的以西



結，天就會開啟，地上的人就能看見天上的異象，天上的事也要成全在地上。在這些日子裏，但願我們都尋

求神，親近神！但願天向我們是開啟的！ 

冬季錄影訓練蒙恩----------------------------------------------

------如鷹展翅上騰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

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賽

40：31)，這次以西結結晶讀經錄影訓練篇篇滿了啟

示、亮光與生命供應，特別在第五篇第一大點提到：

鷹翅表徵基督復活的大能，神生命的大能應用在我

們身上，成了我們的恩典。 

  我過召會生活的頭幾年聽到一位同工弟兄說到生

命讀經(後來的結晶讀經)錄影訓練的重要性，他說每

半年的錄影訓練乃是被今時代神聖的啟示所構成，

其目的是為著聖城新耶路撒冷打美好的根基。從那

時起我就忠信並竭力與眾聖徒一同進入每一卷書的

錄影訓練(其中有一次到美國參加)，將近十六年的時

間幾乎全程進入，實在能見證太寶貝又享受其中豐

富的真理與生命的輸供。所以當兒女上了小學也把

他們帶在旁邊受屬靈的薰陶。之後雖因在職變得忙

碌，週間時段加班時就無法參加，但因著主在裏面

的吸引、建造新耶路撒冷的異象、聖徒的鼓勵與姊

妹的提醒，而仍能緊緊跟隨。每次能來參加就感覺

是賺得屬天的產業-買火煉的金子、買白衣、買眼藥，

並且能同著一般清心愛主的聖徒聆聽高峰的啟示是

何等大的福分與享受-安息舒暢、供應滋潤、亮光平

安、生命湧流、恩典洋溢...，又有機會些微配搭更是

主的憐憫與高抬。 

    這次訓練時間適逢學校期末又遇年初，許多公

事要加班才處理得完，大同到進士會所又需一小時

車程，但為了屬靈生命的長成及聖城新耶路撒冷的 

 

 

建造、出一點代價其實是值得又上算的，把握後面的

幾篇信息，求主加深我們對祂並祂話語的渴慕與珍

賞，並釋放我們脫離裏外所有的綑綁，一同前來過屬

天的節期，哈利路亞！(林新發弟兄)    

~~~~~~~~~~~~~~~~~~~~~~~~~~~~~~~~~~~~~~~~~~~~ 

關於竭力進入一年七次特會訓練，我有兩點的蒙恩： 

   一、在某地開展的時候，我們弟兄和姐妹有不同

的意見，並且為此爭執，使開展受阻。好在那時候教

師們跟我們提醒：如果我們在開展的時候無法同魂，

最好的方式是全體一同進入一年七次特會訓練信

息。後來因著我們的一同進入，使主的光大大的照在

我們的心裡， 主的生命也供應到我們裡面，也使我

們能夠有同樣的異象和目標，我們得以經歷基督的

死與復活，開展才得以順利進行。 

    二、有一次我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家，在路上遇到

某位姊妹，她容光煥發、喜樂洋溢。我問她為什麼，

她說：我剛剛參加完姊妹集調。我就跟她說：有人講

信息給你聽真好，我都在加班。自此我心裏就有一種

感覺，能夠浸透在主的話裡，能後經歷基督身體的開

展，暫時忘記我們手中所忙碌的事情，是何等的有

福。我們的時間是主的、金錢是主的、工作是主的、

生活是主的、任何事情都是主的，所以，祂都可以按

著祂的美意，調度萬有，使愛神的人得益處。即使我

們需要為了工作盡為人的本分，我們還是渴望過這

種屬天的生活，所以只要一有機會，我就盡力的把自

己擺在今時代職事的供應底下。（林京翰弟兄） 

 

 

    以西結書一章 27 至 28 節：『我見從祂腰以上，看來好像光耀的金銀合金，有彷彿火的樣子四面包圍；

又見從祂腰以下，有彷彿火的樣子。…下雨的日子，雲中虹的樣子怎樣，周圍光輝的樣子也是怎樣。這就

是耶和華榮耀的樣式顯出來的樣子。』以西結一章所啟示的屬靈事物，乃是開始於風，而結束於虹。我們

越經歷風、雲、火、金銀合金的循環，我們就越活而成為活物，並且活物的樣子如同燒著的火炭，如同火

把的樣子。而這位坐寶座的，從祂腰以上（指性情）看來好像光耀的金銀合金；又見從祂腰以下（指行動），

有彷彿火的樣子。因此，在地上的活物與在天上的神完全一式一樣，這說出人在生命、性情、彰顯、行動

上與神一樣。彩虹是由藍、紅、黃三原色所組成，藍是藍寶石之寶座的顏色，表徵神的公義；紅是聖別之

火的顏色，表徵神的聖別；黃是金銀合金的顏色，表徵神的榮耀。這道虹的實際必須作到我們裡面，使我



們有基督作我們的公義、聖別和榮耀，而有一道虹的樣子，作神的見證。至終，作為永世裡的新耶路撒冷，

我們要成為一道虹，見證神心意和目標的完成。神將祂自己在基督裡作到我們這些受造之物裡，使我們與

祂調和、同被建造成為一個配搭的四活物。這團體的人要彰顯神並與天上的寶座是一，帶進高而可畏神經

綸大輪的行動，在永世新耶路撒冷裡顯出一道彩虹的樣子，見證神的信實。（摘錄自新竹市召會週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