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3/20(週一)〜3/25(週六)，內容為『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一)』第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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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宜花東全時間暨歷屆壯年班聖徒集調：3/22（三）早上 10:00-12:00地點：花蓮市召會國聯會所，

請弟兄姊妹彼此邀約，同蒙主恩，意者請洽邱淑眞姊妹。 
五. 2017 宜蘭眾召會外出相調：5/27至 5/29 三天兩夜，分西部與東部兩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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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
團：沈國偉弟兄、林京翰弟兄，報名截止日 3/19。 

六. 宜蘭大學晨星音樂賞析：3/23(四)，晚上六點至九點，於文化會所舉行，備有愛筵，請弟兄姊妹彼此
邀約、代禱並記念。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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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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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2017年夏季訓練：七月三日至七月八日，於美國加州安那翰水流職事站園區舉行。請各召會自行組

團前往，惟參加者均需報名，並為有分於職事的工作擺上奉獻；若不便自行組團而需由福音書房服
事者，請於報名單上註明。意者請洽邱淑眞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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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三月開始在宜蘭國小實施生命教育課程。 

（２）推行生命教育工作的代禱，呼召弟兄姊妹配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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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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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12)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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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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28 17 36 8 -- 3 9 -- -- -- -- 64 

延平區 32 2 6 15 3 -- 5 -- -- -- -- -- 35 

進士區 48 6 4 26 20 -- 6 3 -- -- -- -- 58 

青少年區 21 12 5 41 16 -- 6 17 -- -- 21 41 45 

合  計 253 49 91 198 84 12 85 60 6 9 21 41 359 



                              愛的建造               2017/3/19 第六十八期 

我們已經看見，神的建造乃是神把祂自己和人

建造在一起。神在祂兒子耶穌基督裏，進入人裏面作

人的生命，叫人憑這生命與祂完全調和爲一。在聖所

裏，陳設餅是生命的糧食，金燈臺是生命的光，金香

壇是復活生命的馨香；在至聖所的約櫃裏，還有隱藏

的嗎哪作隱藏的生命供應，有兩塊法版所指明生命

的律法，還有發芽的杖所指明復活生命的悅納。這些

都豫表基督作人的生命。而在帳幕的聖所和至聖所

裏，處處金包木頭的光景，則是豫表人與神調在一

起，人性和神性相調爲一。在神的建造裏，人越往深

處去經歷，所有的就越都是基督，並且越完全與基督

調和。 

 

建造的過程完全是愛的故事 

以弗所書在三章十七至十九節保羅禱告的話裏，

頭一個重點說到基督安家在我們心裏，末了一個重

點說到我們被充滿，成爲神一切的豐滿。就是讓神的

豐富組織在我們裏面，叫我們裏面滿了神的成分，而

成爲神的彰顯。那就是神與人建造並調和在一起。這

個過程，就是我們要在愛裏生根立基，領畧基督在宇

宙中那個闊、長、高、深無法測量的量度，並認識基

督那超越知識，無法測量的愛。我們必須看見，神是

在愛裏建造祂的居所。神的居所，基督的身體，乃是

在愛裏建造起來的。 

愛就是神被人享受、摸着 

    說到在愛裏生根立基，在愛裏建造起來，這個愛

不是我們自己的愛，乃是神在祂兒子裏給我們接觸、

享受、經歷並摸着了。我們能經歷基督到一個地步，

在心情的感覺裏，覺得安家在我們裏面的基督，是一

位甜美可愛的主，是我們的享受，是我們的愛情。我

們越這樣活在神裏面，摸着基督，在甜美心情的感覺

裏與神有交通，我們就越在愛裏生根立基。 

人的愛極其有限 

    人越講彼此相愛，越相愛不來。因爲人必須是在

神裏頭，摸着神這個愛，纔能真實的彼此相愛。我們

若憑自己彼此相愛，那個愛太有限了。等到你摸着

神，真的活在神裏面，讓基督安家在你心裏，你裏頭

有愛，那愛就是神自己。到這時，所有弟兄姊妹你都

愛，沒有任何分別。屬靈的你愛，不屬靈的你也愛，

甚至更愛。人越得罪你，你越愛他，因爲你有憐恤的

心腸，能同情他的輭弱。卽使你責備人，也是因爲裏

頭實在愛人，爲着幫助人。 

聖靈的愛與建造 

    舊約的帳幕裏，有幾道金包木頭的閂穿過豎板，

把豎板連接在一起。閂豫表在聖靈裏的愛，乃是在這

個愛裏，纔能使我們合而爲一，建造在一起。當這個

愛在基督身上顯出來時，那是無法測度的。有了這個

愛，對弟兄姊妹就無所不愛了。我們裏面愛的成分有

多少，神的成分就有多少。當我們與神交通，摸着愛

的感覺，活在愛的甜美裏，我們就是活在神這個愛

裏。結果就叫我們被充滿，成爲神一切的豐滿。真實

的建造乃是在愛裏。這個愛就是基督，就是神自己。

所有的建造，都是基督，都是神，也都是愛。 

你若是摸着神自己，進入神裏面，在你的心情裏

覺得祂這個愛時，你不光是穿上基督，也穿上了憐恤

的心腸，穿上了愛，你就在愛裏。這愛是神自己給你

享受，是基督自己給你經歷。你裏頭的愛是無限量

的，這個愛就是神，就是基督，也就是闊、長、高、

深。無論人合不合你的口味，站住或跌倒，剛強或輭

弱，你都愛。到了這時，一所屬靈的建築就建造起來

了。這建築不是別的，就是神自己調在人裏面，就是

愛充滿在人裏面；也是人浸透在神裏面，就是人浸透

在神這愛裏面。這纔是神所要的建造。 

(摘錄自建造召會的異象、豫表與實行 第十四篇) 



兒童工作-------------------------------------------------------
-----關於兒童排的開排 

 

一、從禱告開始 

弟兄們需要帶著眾聖徒從禱告開始，直到眾人同心合意，領受負擔，這時就可以開兒童排。 

二、從中心到圓周 

剛起頭切忌拉著架子做，不是到處招兵買馬充人數，如此不過是熱鬧一場，拖累服事，對於打開的家

也造成重擔。召會的任何服事都是從中心到圓周，我們應該先從弟兄姊妹的兒女做起，有幾位孩童就

做幾位孩童，將他們做成中幹，再逐漸擴大招生。 

三、陪同孩子代求並操練作中幹 

父母必須陪同孩子常有代求，建立禱告的生活，一同交通、一同禱告。教導孩子為同學列名代求，

並成全我們的兒女在兒童排中做小主人、做中幹，操練捨己為人、捨己給人，樂意將自己的東西與

人分享。 

四、做中學、學中做 

兒童排的師資，還不在乎聖徒是否學過有幼教或老師經驗，只要有負擔、有愛心、有信心、能禱告，

人人都可以盡功用服事。持之以恆，人人都能成為稱職的服事者。 

五、認真檢討、虛心學習 

開排初期，對於兒童排的管制原則雖然還無法完全的落實，但總是從某一項做起，週週按圖施工，遇

到瓶頸，多與有經歷的聖徒交通或觀摩成功的兒童排，尋求突破並往前。只要堅定持續、栽種餧養、

勞苦澆灌，神就必定叫他們生長。 

    兒童排需要從禱告開始，也需要你我一起交通兒童的光景，方能從主領受

負擔，給予兒童正確的教導。兒童屬靈教育要從「靈」入門，帶著兒童操練靈，

使靈要敏銳、新鮮、活潑，方能拔高他們良心的感覺，這是經年累月的事，要

堅定持續的操練，纔能產生長遠的果效。兒童排不僅在聚會中學習，更重在生

活的操練，所以家長需要率先作兒女的榜樣，讓兒女從小在家中「看榜樣」、

「學榜樣」，並有心願意成為榜樣。（兒童服事者） 

 

 
晨興拾穗-------------------------------------------------------
----------------清明的天
 

    在得救以前，我們的天昏暗多雲，甚至霧氣籠罩；也很狹窄，毫無開闊延展。對我們而言，幾乎是沒

有天，是暗無天日的。但有一天我們悔改認罪，並接受主耶穌作我們的救主。…當我們徹底認罪之後，我們

第一次感覺到，在我們以上的天是清明的，…也是延展的。 基督徒屬靈經歷最高的一步，就是在我們的穹

蒼中，在我們清明的天裏，有寶座。有寶座，或達到寶座那裏，乃是讓神在我們基督徒生活中有最高、最

優先的地位。神在我們裏面有寶座，意思就是神在我們裏面有地位掌權。因此，在我們屬靈經歷中達到寶

座，意思就是在凡事上完全服從神的權柄和行政。這樣，我們就不再是沒有寶座、沒有權柄、不受管治的

人。一個沒有清明的天、其上也沒有寶座的信徒，在他日常的生活中很容易鬆懈隨便。相反的，一個信徒

若有明如水晶的天，就會感覺到是在神聖的管治和限制之下，因此在他所說所行的每一件事上，都不會鬆



懈隨便。一個在其上有清明之天的信徒，乃是在權柄之下，而在說話、發怒等類的事上，受這權柄的約束

和限制。這權柄乃是寶座的事。 

蒙恩見證--------------------------------------------
-----小百合兒童排 
     

    帶著孩子參加兒童排一年多以來，看到孩子最

大的進步，竟是最近才查覺。以往孩子對於家裡開

排，事前準備、事後收拾，往往覺得很辛苦，唉唉叫。

但最近竟然聽到孩子說：即使媽媽不在家，我都可以

準備好兒童排需要的茶點。包括事前把玩具收拾好、

家裡打掃乾淨，等待小兒童來臨。忽然覺得家裡開

排，最顯著的改變是孩子知道怎麼應對進退、招呼客

人。經常弟兄姐妹來到我家，我的孩子就蹦蹦跳的上

前熱烈的歡迎對方來到，會拿脫鞋、遞茶水，熱切的

跟弟兄姐妹攀談聊天。以往，我對此覺得很正常，以

為孩子本來就會去跟來的客人聊天，即使年紀差異

很大。最近，我到親戚家裡，看到他們的孩子都坐在

沙發上(年紀比我的孩子更大)，轉著電視遙控器、雙

眼直瞪著電視目不轉睛，對著來的客人彷彿視若無

睹的畫面，我有了很大的震驚。頓時間，腦海浮現家

裡客人來的畫面，忽然覺得這是主的恩典。原來這一

切都是開排所帶來的祝福，孩子默默之中就學習如

何當一個主人，觀察體貼別人的需要。學習對人有人

性的關懷，會聽爸爸媽媽和客人聊天的內容，關懷弟

兄姐妹近況。噢主耶穌，讚美你！默默成就了這一

切。花代價開排實在太值得了！(李楊馥聿姊妹) 

 

    以前孩子寫功課比較慢，但為了參加小排或相

調，我不需要催促，她就會把握時間趕快完成功課，

好參加她期待已久的兒童排。在小排裡，孩子可以聽

到許多屬靈小故事，這是在圖書館或書店裡，無法看

到聽到的。而且，有些事情是父母沒有辦法教的，她

可以跟屬靈的小同伴學習，獲得供應。 

現在的社會形態和以前大不相同，不但孩子生的少、

親友住的遠、對鄰居同學之間的往來，也多有防備！

所以，我這做媽媽的對於孩子學習人際關係的往來，

既期待又怕受傷害…..。但親友間久久才碰面，叫孩

子打招呼，她總是彆彆扭扭，心不甘情不願。因此，

對於週週來在一起的兒童排，孩子不僅有同伴，學習

同儕間彼此相愛；還會對阿姨們的

關愛有感覺，且學著敬重並稱呼。

這些人際關係的學習，都是花錢也買不到的。(黃田孟

蓮姊妹) 

 

    小百合排，從第一次百日復興到現在，一年半

了。當初，姊妹邀我一同扶持時，我認為自己是友情

贊助，功能性不大。而且，我孩子都長大了，沒有小

孩可帶去湊熱鬧。所以，只想去幾次，關心扶持就好。 

    幾週後，我弟兄關心這排的情況，並提醒我：小

排的成立不是那麼容易！服事者之間的磨合，也許

就得花一段時間，才能彼此擔就、進而配搭。妳既然

要去扶持，重點就必須擺在服事者之間的調和，不要

讓新成立的排半途夭折，這才是妳該盡的功用。 

    我將這段提醒，當成主藉著弟兄對我說話，為此

禱告並調整心態來陪伴兒童排。這段期間，經過孩子

們的爭鬧、不合適的光景的暴露，讓媽媽們有機會，

一起學習在主裏溝通協調、解決問題，不倚靠肉體，

而倚靠神來顧到所有人；也經歷過只剩一位媽媽，撐

著這個小排，我們仍堅定持續，不輕易喊停。教導的

內容：從按表操課，到為著孩子的性格與人格培養而

選材；也會用時事新聞，進行機會教育，讓孩子懂得

保護自己。而媽媽們，如今也能有默契的一搭一唱！

現在，看到眾人的長進、變化、聯結又配搭，真是要

感謝讚美主！榮耀歸主！(黃劉凱芳姊妹) 

 

    我有二個小孩，在與孩子們相處的過程中，深覺

得要當好「媽媽」這個角色真是不容易。回顧過去的

2016 年，孩子的變化很多，需要我們父母給孩子更

多的關愛和幫助，生活中多一些讚美和鼓勵，讓孩子

有健全的發展，幫助孩子樹立責任心。為孩子們營造

召會生活最好的路，就是實行兒童排！ 

    在兒童排時，孩子難免也會滿場跑，但大人因著

預備教材，自己先得餧養。而那些來的福音朋友們，

在兒童排中也會開口禱告。上班雖然疲累，但回到家



中配搭兒童排，自己也得著供應，而滿了活力。孩子

們一面在聚會中有同伴很快樂，另一面更要培養孩

子對人有負擔，積極邀約同伴來聚會，看到孩子從小

在生活中享受主，大人們也有同伴彼此扶持，更加激

勵我應當天天餧養、供應主的話給孩子，這樣的習慣

將成為她們一生的祝福。(張李明姿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