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1/2(週一)〜1/7(週六)，內容為『主今日行動的方向』第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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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2016 年冬季錄影訓練年冬季錄影訓練年冬季錄影訓練年冬季錄影訓練：自 2017 年 1/14 日起至 1/25 日止，地點：進士會所。 

內容為以西結結晶讀經(一)，時間如下： 

時間與日期 1/22 1/23 1/24 1/25 

19：30~21：20 第九篇 第十篇 第十一篇 第十二篇 

四. 安息聚會:劉東魁弟兄已於 1/13 安息主懷，安息聚會訂於 1/22(日)下午二點在福園 802 廳舉行。屆
時請眾聖徒在基督身體的愛裡前來扶持。 

五. 進士會所球場等工程：需經費 80 萬，目前已收到奉獻款為 440,260 元。 
六.新春 1/26(四)~1/27(五)期間，韓國城南召會約 40 位聖徒於來訪相調，1/26 晚上六點在進士會所有愛

筵，請各家帶菜各家帶菜各家帶菜各家帶菜同赴愛筵，當天當天當天當天需接待需接待需接待需接待一晚一晚一晚一晚，可接待神家裡親人的請告知李建廷弟兄(0918-057-242)
或林世麟弟兄(0935-280-000)。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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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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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青少年本週晨興追求材料：聖經之旅第七冊：第九課(主生命供應的職事（一）生命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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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禹丞弟兄(手術後恢復)、吳振昌弟兄(車禍受傷)、沈朝陽弟兄(中風恢復)、

吳笛(細菌感染住院，吳緯中弟兄的兒子)、康勤(開刀住院，康金進弟兄家族的大姊)。 

 人數統計 (1/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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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5 13 -- 9 13 -- 5 8 -- -- -- -- 16 

礁溪鄉召會 31 -- 20 28 5 -- 25 -- 1 -- -- -- 35 

壯圍鄉召會 5 1 3 -- -- -- 6 6 2 -- -- － 8 

員山鄉召會 44 15 9 11 8 -- -- 7 -- -- -- － 51 

蘇澳鎮召會 16 6 8 8 7 -- -- 7 1 -- -- － 21 

大同鄉召會 10 8 6 12 5 -- 7 10 1 -- -- -- 15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48 17 8 36 8 -- -- -- -- -- -- -- 64 

延平區 26 7 5 11 7 -- 3 1 -- -- -- -- 35 

進士區 44 7 2 28 10 -- -- -- -- -- -- -- 54 

學生區 31 3 6 41 4 -- 6 6 -- -- -- -- 52 

合  計 270 77 67 184 67 0 52 45 5 0 0 0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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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肢體與功用 

每一個得救的人都是基督身體上的一個肢體；

旣是一個肢體，就有他那一分的功用。這個功用，可

說是一分恩賜，也可說是一分職事。羅馬十二章四至

五節說，『正如我們一個身體上有好些肢體，但肢體

不都有一樣的功用；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裏是一個

身體，並且各個互相作肢體，也是如此。』神的話清

楚指明，我們是肢體，並且都有一分功用。祂定規會

作工到一個地步，叫每一個肢體都有功用。 

 

功用的顯出與聯絡建造 

我們在召會中要顯出功用，不在於我們愛主或

屬靈，也不在於我們禱告多少，乃在於我們眾肢體互

相聯絡。一個肢體要顯出功用，首要的條件乃是要和

身體上的肢體互相聯絡，並且要聯絡得合式。這個聯

絡就是被建造。 

無論是恩賜、屬靈、知識、亮光、禱告或是破碎，

卻不一定會叫人顯出功用。有的人不像有恩賜的人，

也不太屬靈，亮光和知識不多，禱告也不多，也不那

麼注意破碎，但是他們在主面前卻相當有功用。原因

只有一個，就是他們能和別人聯絡得合式，結合得堅

固。 

在召會中，所謂有恩賜的人無法和人聯絡，所謂

屬靈的人孤芳自賞，所謂有亮光、有知識的人，對人

不理不睬，這些都達不到神所要的建造。因此我們要

顯出功用，首要的條件就是與人聯絡結合。沒有一個

弟兄姊妹，是他不能聯絡的。這樣的人，在召會中最

有用處。由此可見，我們要和別人聯得起來，纔能盡

得出功用。誰聯得最多，誰的功用就能盡得最大。我

們有沒有被建造，就看我們和別人聯絡得如何。 

 

聯絡的建造乃是一切 

脫離自己最容易的路，就是把自己擺在被建造

的地位上。就是和弟兄姊妹聯絡在一起。有的人盼望

屬靈；當他一接受建造，一和別人聯絡，就屬靈了。

有的人盼望會禱告，若是他能和別人聯絡在一起禱

告，他就自然而然會禱告了。 

    無論在甚麼事上，只要人肯把自己擺在身體裏，

和別人聯絡，他不必講破碎，身上定規有很厲害的破

碎。同時，他也會很絕對的脫離自己。我們所有的問

題和難處，都能在基督的身體裏得到正確的解決。一

旦擺在身體裏，就甚麼難處都沒有了。將自己擺在身

體裏，擺在弟兄姊妹中間，就是和別人聯絡得合式，

這乃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原則。 

 

聯絡與單獨 

神要建造祂的家，建造祂兒子的身體，基本的原

則就是要我們不單獨。神要我們和別人聯絡在一起，

目的是要破碎我們天性裏單獨的成分。我們只要合

式的把自己的輭弱擺在弟兄姊妹中間，讓整個身體

來對付，不必禱告，問題就過去了。神的恩典不是要

給『我』的，神的恩典乃是要給身體的。 

若是我們真的都被建造在一起，就要看見神的

祝福在我們中間有何等的顯明！當我們都將自己擺

在身體裏，與聖徒彼此聯絡，各個互相作肢體，神和

基督一切的豐富，都要在祂的身體裏給我們享受並

得着。 

哈該書一章說到，那時以色列人只注意自己，不

注意神的家，結果他們撒的種多，收的卻少。我們不

該求別的，只該求神的家被建造。當我們願意這樣讓

神的家被建造，並且先在我們身上有建造，我們立刻

能有一種真實屬靈的光景，有真實的能力，真實的亮

光。我們在召會中，就能摸着神厲害的同在。所以，

要顯出功用，捷徑乃是將自己擺在身體裏，和眾肢體

互相聯絡。千萬不要作一個單獨的人，追求個人的屬

靈。但願我們在神的家裏一同被建造，與人聯絡得合

式，結合得堅固；這樣，我們自然會是個有功用的人。 

 (摘錄自建造召會的異象、豫表與實行 第五篇)  



話語職事-------------------------------------------------------
-----------撒但火燒的箭 

以弗所六 16：此外，拿起信的盾牌，藉此就能銷滅那惡者一切火燒的箭。 

林後二 11：免得我們給撒但佔了便宜，因我們並非不曉得他的陰謀。 

 

    我們都需要完全相信神，相信神的心，相信神的信實，相信神的能力，相信神的話，相信神的旨意，

並相信神的主宰權柄。我們若有這樣的信，撒但火燒的箭就不能傷害我們。 

    火燒的箭就是撒但的試誘、題議、懷疑、問題、謊言和攻擊。在使徒時代，打仗的人使用火燒的箭；

使徒用這個說明撒但對我們的攻擊。每一個試誘都是欺騙，都是虛假的應許。 

火燒的箭包括魔鬼給我們的題議。我們早上醒來時，撒但常向我們題議。因這緣故，我們早晨頭一件事就

是需要進到主的話裡。我們若不在主的話裡，就沒有遮蓋以抵擋魔鬼的題議。 

    懷疑和問題也是撒但火燒的箭。你有沒有注意到，問號看起來很像一條蛇？撒但問夏娃說，『神豈是真

說…？』（創三 1。）『藉著問一些問題，撒但企圖使我們疑惑神的愛，目的是讓我們懷疑神向著我們無限

美好的心意。』當魔鬼這樣問我們時，我們的反應應當是逃跑，一點也不要和他說話。許多時候撒但用謊

言攻擊我們。但是信的盾牌保護我們，抵擋這些火燒的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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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 至 655 頁。） 

 
晨興拾穗-------------------------------------------------------
------帶進神的國（⼀）

                                        神的國作神聖生命的擴展，為著神永遠的行政 
神的國與諸天的國神的國與諸天的國神的國與諸天的國神的國與諸天的國    

壹、神的國 

一、神的國是指神一般的掌權，從已過的永遠到將來的永遠，包括創世以前無始的永遠、蒙揀選的列祖（內

含亞當的樂園）、舊約的以色列國、新約的召會、要來的千年國（內含其屬天部分諸天之國的實現，和其屬

地部分之彌賽亞國）、以及新天新地同新耶路撒冷，直到無終的永遠。 

二、神的國乃是救主作生命的種子，撒到祂的信徒，就是神的選民裏面，並發展為一個範圍，就是神的國，

使神在祂神聖的生命裏，能在其中掌權。神國的入門是重生，其發展是信徒在神聖生命裏的長大。 

貳、諸天的國 

一、諸天的國在神的國裏是特殊的部分，只包括今天的召會，和要來千年國的屬天部分。根據馬太福音，

諸天的國有實際、外表和實現三方面。 

    (一)諸天之國的實際，乃是諸天之國屬天和屬靈性質上的內容，這是馬太五、六、七章新王在山上所啟

示的。 

    (二)諸天之國的外表，乃是諸天之國名義上的外狀，這是馬太十三章王在海邊所啟示的。 

    (三)諸天之國的實現，乃是諸天之國在大能裡實際的來臨，這是馬太二四、二五章，王在橄欖山上所揭

示的。 

二、諸天之國的實際與外表，今天都隨著召會。諸天之國的實際，就是正當的召會生活，是在諸天之國的

外表之內，這諸天之國的外表，就是所謂的基督教國。 

三、諸天之國的實現，乃是要來千年國的屬天部分，在馬太十三 43 稱為父的國，得勝的信徒要與基督同王

一千年。千年國的屬地部分，乃是彌賽亞國，在馬太十三 41 稱為人子的國，得救的以色列遺民要作祭司，

教導萬民敬拜神。 



    我們若靈裏貧窮，諸天的國就是我們的：現今在召會時代，我們是在諸天之國的實際裏；將來在國度

時代，我們要有分於諸天之國的實現。 

蒙恩分享---------------------------------------------------------
------------壯年班見證 
   

    羅羅羅羅馬書十二章十一節：『殷勤不可懶惰，要靈

裏火熱，常常服事主。』勤，就是不可懶惰。殷勤

的人總是『隨神而行，與主同在』，在主手中纔能

成為有用的人。來壯年班以前，我是一個不喜歡作

家事的人。姊妹常說家裡的事都要她作，而我都懶

得動。來到訓練生活中，凡事都要自己動手做，還

要整潔公共區域，這實在反我天然的個性。但是一

整天下來，外面雖是勞累的，裏面卻是充滿了喜樂，

滿有主的同在。藉著壯年班的訓練，使我得著了光

照，我必須是一個殷勤愛主，並且活在靈裏的人，

好使自己能被神所使用。 

    現在回到家中，我也開始作家事；在召會生活

中，也配搭傳福音、探望聖徒，這樣的生活漸漸使

我靈裏火熱，能夠起來服事主，姊妹看到我，也都

覺得我有了大改變。感謝主！因著來壯年班參訓，

使我在事奉上有學習。不僅顧到家人的感覺，更顧

到主的需要。今後我更要藉著訓練與操練，建立合

乎主用的性格，有分於新耶路撒冷的建造，成為得

勝者！（陳義文弟兄） 

 

    利利利利未記一章三節：『他的供物若以牛為燔祭，就

要獻一隻沒有殘疾的公牛；他要在會幕門口把公牛

獻上，使他可以在耶和華面前蒙悅納。』主啊！感謝

祢藉著此處經節，得知每天都要獻上燔祭，使神可以

享受並得著滿足。 

    2016 年十二月十日上午十點回到宜蘭，壯年班

展覽合唱丶見證。很喜樂，我久未聚會的兒子來了，

還有我親愛的弟兄也來了。我們在召會生活過久了，

有點像老舊摩托車需要進廠維修一下，加點油讓零

件潤滑一下〜就是要接受神聖屬天的輸供！並操練

我們為主說話，更學習己的破碎、靈的出來！ 

    曾經我對我弟兄說過，利未記上說，要獻上沒有

殘疾的公牛作燔祭。要在我們身體狀態尚好時，撇棄

地上的追求來答應主的呼召，蒙神悅納！我期待已

久的弟兄，終於起來答應呼召！求主保守並堅定弟

兄的奉獻，我們夫妻是獻給主的，訓練也需在一起

啊！更多被更新裝備我們，一同成為耶穌在地的見

證人！（李李淑華姊妹） 

奉獻見證 
    加拉太 6：7『不要受迷惑，神是嗤慢不得的，因為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召會生活多年，

我看過許多積極的見證，和許多消極的例子。同樣的，在財物奉獻上，我也聽過許多積極的見證和消極的

事例。現在我要分享一個：財物奉獻的見證！ 

    早期要信主是很不容易的事，特別在台灣這充滿偶像的地方，還有祭祖拜拜的問題，尤其是嫁到人家

家裡做媳婦，週週進召會更是不簡單！這位師母是在病危時信主的，她總說：是主耶穌把她救出鬼門關！

原本就守本分的她，受浸後更加的莊重敬虔盡本份。每每在主日聚會當天，清早就到河邊，洗完一大家子

的衣服、回家整理家務、煮完早餐，才去主日聚會。 

    師母不識字，卻能將聚會中聽到的真理記住並教導兒女，更為他們的得救禱告。當孩子們上幼稚園，

她也一一帶到召會去。過程中少不了長輩的責罵、更多的家事、刁難，她卻以溫柔的態度，默默接受並完

成他們的要求。就這樣堅定持續一陣子，長輩也被軟化了。到了週六晚上，她會提醒孩子：明天要去主日

聚會早點睡，有沒有做錯什麼事，要跟主認罪悔改...。去主日聚會前，叫孩子們一個個坐在椅子上，囑咐他

們聚會時要安靜聽道，並給他們錢幣，說：『這是給你們投到奉獻箱的錢，讓你們學習奉獻的！』 

    希伯來 13：7『要記念那些帶領你們，對你們講過神話語的人，要效法他們的信心，留心看他們為人的

結局。』師母現在高齡九十，身體硬朗容光煥發，兒女孝順子孫滿堂，並且個個活在召會生活中， 

有服事有配搭盡功用。真令人羨慕又佩服！雅各 1：22『只是你們要作行道者，不要單作聽道者， 



自己欺哄自己。』師母的一生就是作行道者，是聖徒們活的榜樣與見證。(宜蘭縣眾召會聖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