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 晨興聖言追求：本週進度『出埃及記結晶讀經(八)』，晨興聖言第七週：幔二.蘇澳鎮召會舊會所重
建：建築圖已送宜蘭縣都委會審查，預估工程款為 940萬，請聖徒持續為此代禱並記念。 

二.三.新受浸聖徒：七月/許庭瑄、許麗琇、鍾宛馨，八月/謝耀霆、林禹丞等弟兄姊妹，得救後繼續受
餵子、簾子、以及和好的兩面。 

三.進士會所球場等工程：需經費 80萬，目前所收奉獻 303,150。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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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宜花東日間班成全，時間：9/8~12/15，每週四上午 8:25-12:20，地點宜蘭市進士會所，欲參加者請

向林王美子姊妹報名並繳交訓練費 1000元，報名截止日 9/4(主日)。參加者請預備"教會的正統"和"
福音問題"這二本書，若需要者請向吳呂琪峰姊妹登記購買。 

六. 2016年全台姊妹事奉相調特會：地點：中部相調中心；鼓勵姊妹們報名第三梯次：10/27（週四）
至 10/29（週六）。宜蘭市召會向邱淑真姊妹報名，其他的請向各召會負責此項服事者報名。 

七. 主後 2016年國際感恩節特會，訂於 11/24(週四)至 11/27(主日)，於美國加州•聖荷西市貴地召會，
若有聖徒渴慕參加者，聯絡人：邱淑真姊妹(0919-912-646)。 

八. 青少年當週晨興追求材料：聖經之旅第七冊：第七課。 

禱告事項禱告事項禱告事項禱告事項 

一.聖徒的召會生活：各排各區彼此餵養牧養，邀約每個聖徒均入排，實行生養教建的生活。 
養，並穩定在召會生活中代禱。 

四. 

 人數統計 (8/22~8/28)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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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 兒童 青少年 

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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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3 -- -- 7 -- -- 5 6 -- -- -- -- 14 

礁溪鄉召會 21 -- 21 7 -- -- 25 7 -- -- -- -- 34 

壯圍鄉召會 5 -- 3 -- -- -- 6 6 2 -- -- -- 6 

員山鄉召會 46 -- 9 11 -- -- -- -- -- -- -- -- 47 

蘇澳鎮召會 17 2 10 5 10 -- -- 7 -- -- -- -- 26 

大同鄉召會 10 1 9 15 8 -- 9 12 -- -- -- -- 18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 -- 12 21 -- -- -- -- -- -- -- -- 56 

延平區 -- 7 4 6 -- -- -- -- -- -- -- -- 21 

進士區 -- -- 8 -- 8 -- -- -- -- -- -- -- 67 

青少年區 29 -- 3 30 1 -- -- -- -- -- 29 30 37 

合  計 290 10 79 102 27 0 45 38 2 0 29 30 326 



               神救贖的工作—神與人調和（上）     2016/9/11 第四十⼀期

    羅馬十一章三十六節說，『因為萬有都是本於

祂、藉著祂，並歸於祂；願榮耀歸與祂，直到永遠，

阿們。』這裏的『本於祂』，原文就是出於祂的意思。

藉著祂可繙作經過祂，『萬有』可以繙作一切，包括

人、事、物，一切的人、事、物都是出於祂，經過祂，

最後歸於祂。 

 

認識生命與召會、操練作事並作工 

    我們要事奉主，就必須認識主的路，纔能知道如

何事奉。在此，我們要注意兩大方面，並要有兩項操

練。兩大方面就是認識生命和召會，兩項操練就是學

習如何作工並作事。我們都知道要作事，首先得把材

料豫備好，有了材料之後，還得研究作法，我們認識

生命和召會，就是材料；學習作工和作事，就是作法。

對生命和召會的認識，乃是事奉主的資本和材料。當

我們有了材料，各地的工作要怎樣作，工作裏的許多

事要如何安排，都是有講究的。同樣一個地方，你去

作沒有果效，另一個弟兄去作，立刻看見那個果效。

這分別只在乎『人』和『方法』。因此，要會作工，

就得先會作事。許多召會光景差，情形不好，主要原

因都在於弟兄姊妹不會作事。有些在主面前光景很

好的弟兄姊妹，他們既愛主、又敬虔，並且常常流淚

禱告，但奇妙的是，他們的服事總是沒有果效。禱告

是禱告了，環境還是一樣；召會的光景依舊如故。這

原因何在?原因在於他們雖然屬靈，又會禱告，但他

們不會作工，不會作事。 

    你的屬靈沒有問題，禱告也彀多，但你這個人作

工的方式、作事的作法有問題，事情還是不會成功。

僅僅屬靈、常常禱告，仍是不彀的，還必須加上會作

工，會作事。我們需要屬靈和禱告，但我們作工的方

法和作事的問題，也都得要解決。凡自覺不認識生

命，不知道如何事奉、作工並作事的，都要不恥下問。

我們不研究零碎的問題，而要專門的研究如何事奉、

作工並作事。這一切的總和，就是事奉主。 

 

認識神救贖的工作需要人的配合 

    我們要說到關於事奉主之人，一個應當有的基

本認識，就是神在祂的計畫裏，定規要人與祂配合。

在創造裏，神是自己單獨創造。人並不需要作甚麼，

也不需要求甚麼。然而在救贖裏，神要人與祂配合。

救贖乃是神與人配合成功的。救贖乃是神與人調和

完成的。神以祂的身分、資格、力量、權能、一切，

作了創造的工作；然而在救贖裏，乃是神與人兩者調

在一起，兩者聯合一起作成的。 

 

神救贖的工作乃是神與人調和 

    我們都必須記得，在救贖裏的每一點，都是神與

人調在一起的。救贖從甚麼地方開始呢?救贖從伯利

恆開始。伯利恆的故事，就是神進到人裏面。成為肉

體就是說明，神的救贖需要神與人調在一起。生於伯

利恆的馬槽並受人敬拜的那一位，是神又是人；在法

利賽人家裏坐席的那一位，是神又是人；在各各他山

上釘十字架那一位，是神又是人。福音書的故事，就

是神在救贖裏，是神與人調在一起。在召會中，我們

申言，必須是神藉著我們講的；我們無論作甚麼，都

必須是神藉著我們作，是神調著我們作。主耶穌在地

上時，表面看不過是馬利亞的兒子，但其實祂裏面乃

是神的話，就是神；神自己就在祂裏面。這就是大哉，

敬虔的奧秘；這就是基督的救贖。救贖開始於伯利

恆，伯利恆的意思就是成為肉體；成為肉體乃是神與

人調在一起。從主耶穌成為肉體那一天起，直到如

今，原則仍是一樣，就是神要進到人裏面，與人調和

成為一個。我們事奉主，要為主作工，就必須看見這

個基本的大原則。(摘錄自認識生命與召會第十五篇) 

 



召會生活 -----------------------------------------------------
-路加集調蒙恩見證

 

   2016 全台路加集調

在宜蘭舉行，對本地聖

徒而言，都是一項試煉

與創舉，可說是空前，”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

能”，不是憑著眼見，乃是憑著信心，從疑慮到

堅信，經歷主是那位耶和華以勒的神，全豐全

足大能的供應者，也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與成

終者〜以下聖徒蒙恩記要： 

    一、同心合意，思念同一件事~服事項目多

而繁雜，藉著靈裡呼求禱告，放下己見喪失魂

生命，達到基督身體的一。甜美喜樂滿足歡暢，

榮神益人！ 

    二、心思寬宏，度量擴大： 

    士師記五章〜立大志設大謀，向主立下雄 

 

心大志，與主在地上的行動配合，完成主最後 

託付〜廣傳福音。禱告〜願成為轉移時代迎接

祢回來的得勝者。 

    三、作神新約福音勤奮的祭司~摸著路加剛

強開拓奮力活動的靈，藉由醫療服事愛人關心

人，把基督服事到病患裡面，得生命並且得的

更豐盛，過最有意義有價值的人生。 

    四、奉獻和給與 

操練作一個奉獻的人，手心向下，施比受更為

有福，路加聖徒無私擺上一切為神的經綸和祂

在地上行動，實際幫助有需要的聖徒，乃是一

件美事 ！ 

    在此呼籲宜蘭眾召會聖徒們~ 

懇請為蘇澳會所蓋造一禱告去！錢財去！奉獻

一切為建造！阿們！(林鴻飛弟兄)

 

 

晨興拾穗------------------作祭司穿著基督的彰顯而事奉，在神的聖所
裏點燈 
     

    帳幕是神居住的地方，也是以色列人聚在一起的地方；因此，稱為「會幕的帳幕」。在帳幕裏要有合  

適的事奉就必須要點燈(有神的光)，並且要穿著作為基督彰顯的衣服。 

點燈是祭司的事奉，在聖所裏有多少光，在於我們穿上基督作祭司衣服來點燈的資格有多少。我們

人人都應該是穿著為榮耀為華美的祭司衣服的人，就是作祭司穿著基督的彰顯而事奉神；並且也該是被

神據有，被神浸透，且絕對為神而活的人。如此我們在聖所就是聚會中說話時，燈光就上升，聚會也就

滿了光。神是光是在聖所裏，在這光中，我們必得見光，並看見事情的真相；我們看見神所看見的，並

認識祂的道路(詩三六 9)。 

無論我們是在室內或是在露天聚會，我們的聚會就是聖所，正確的聚會乃是點燈，就是發出光來；

我們在聚會中所作的每件事―我們的說話、唱詩、讚美、呼求、呼喊、禱讀，都必須

使聖別的光上升。這就是在神的聖所裏點燈，好使亮光把黑暗吞滅。每當我們在召會

的聚會中經歷真正的點燈，基督所經過的成為肉體，人性生活，釘十字架和復活的這

些方面都會成為我們的經歷。 

     讚美主！願我們都能明白信徒聚會的真義。聚會的目的就是要有合式的聖所，其



中有合格的祭司來點燈，使我們有基督不同方面的異象，並看見進入在神裏面之基督深處的路。 
百日復興------------------------------------------------------
---------------------------
 禱告的負擔與實行 

實際的交通、禱告、照顧和牧養，乃是排聚會

的基本因素。我們若沒有實行這些，就無法顧到每

個聖徒的需要。一處有兩百位聖徒的召會，需要二

十位誠實、勤勞、有知識、能幹的長老來牧養。他

們若天天去看望並牧養聖徒，召會就會很強。然而然而然而然而，，，，

要有這許多全時間的長老並不實際要有這許多全時間的長老並不實際要有這許多全時間的長老並不實際要有這許多全時間的長老並不實際。。。。不僅如此不僅如此不僅如此不僅如此，，，，這這這這

樣照顧聖徒違反身體的原則樣照顧聖徒違反身體的原則樣照顧聖徒違反身體的原則樣照顧聖徒違反身體的原則。。。。身體包括所有肢體，

而肢體照顧身體。我們不能僱用人來照顧身體，每

個肢體都該有分於對身體的照顧。 

然後，我們必須實際的照顧聖徒。我們不該僅

僅有屬靈的禱告，我們也必須受主差遣到有需要的

人那裡。我們若禱告，要主作某件事，我們可能會

被祂差遣去作這事。主是無所不能的，但我們若不

實際的作些事，幫助我們為其代禱的弟兄或姊妹，

我們的禱告就可能不蒙答應。我們可能禱告主，求

主應付一位手頭拮据之弟兄的需要，但主可能叫我

們先用我們自己的財物應付他的需要。新約告訴我

們，我們相愛，必須是實際的，不是只在言語上。

（約壹三 16～18）我們必須有實際的交通，帶著實

際的禱告和實際的照顧。接着，有些人可以去看望

他們為其代禱的人。我們必須去看望那些在苦難中

的人，並有分於他們的苦難。這就是彼此牧養。 
 

聖徒分享聖徒分享聖徒分享聖徒分享：：：：就如弟兄提過，考生需要的是關心和有

更多時間讀書，若沒來聚會，只需要拎著點心去看

他，為他禱告後，五分鐘走人。姊妹也分享了兒子

如何走過低谷，媽媽的包容，主的牽引，不是一昧

的要孩子來聚會，而是先為他禱告。 

 

文化區晨禱文化區晨禱文化區晨禱文化區晨禱：：：：約 10〜20 位 

    聖靈帶領有一段時間為召會的寶---年長聖徒

的代禱，也為李弘文弟兄和他們全家代禱，為晨禱

的水流代禱，人人或多或少，或長或短，都能有分

都能一同進入。 
 

進士區晨禱進士區晨禱進士區晨禱進士區晨禱：：：：約 10 位，另有線上禱告約 3〜6 位 

    聖徒分享：藉著向主認罪和同伴間的認罪禱

告，為以色列家犯的罪向神求赦免，感覺全身明亮

清爽，與同伴間沒間隔，主日聚會就能"沸騰"，被

焚燒⋯⋯。 

 排聚會的負擔與實行 

希伯來十章二十五節說：「不可放棄我們自己

的聚集，好像有些人習慣了一樣，倒要彼此勸勉；

既看見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我們自己的聚

集』一辭，指明這節所說到的聚集，乃是『我們的』

聚集。我們不該放棄排聚會，這是我們的聚集。小小小小

排聚會乃是身體肢體的聚集排聚會乃是身體肢體的聚集排聚會乃是身體肢體的聚集排聚會乃是身體肢體的聚集。。。。若沒有好好實行排聚若沒有好好實行排聚若沒有好好實行排聚若沒有好好實行排聚

會會會會，，，，就不可能照顧並牧養所有聖徒就不可能照顧並牧養所有聖徒就不可能照顧並牧養所有聖徒就不可能照顧並牧養所有聖徒。。。。    

    在我們的研究和實驗裡，我們發現最好的教導

之路，乃是在排聚會中題出問題。藉著問合式的問

題，並回答別人的問題，我們自然就教導、指導並

成全別人。藉發問而有的教導不是單由一個人來作

的，乃是給排聚會中所有的與會者有機會盡功用。

一個人不管多麼有知識，說話多動聽，他的說話也

絶不能與這許多答案相比。 

    從那時起，信徒繼續一組一組的在他們家裡聚

集。（徒二 42，46）行傳五章四十二節說，他們在家

裡，「不住的施教，傳耶穌是基督為福音。」我們可

能會問，怎麼有足夠的教師應付全部家聚會。按照

新約的原則，（林前十四 26）很難相信每一組裡只

是一人施教眾人聽。新得救受浸的人充滿了主，必

定有東西滿溢出來。他們都能說些關於自己得救的

事。很難相信那許多初信者全是啞吧，等候彼得或

約翰說話。彼得和約翰不可能參加每一個排聚會。

召會開頭的聚集必定是「沸騰」的聚會。在場的每

一個人，必定是癲狂的。 

（摘錄／排聚會的實行／李常受） 

    弟兄的交通記錄弟兄的交通記錄弟兄的交通記錄弟兄的交通記錄：：：：目前已有的排照常參加，活

力排需另外花時間，暫時無需將所接觸的人帶到舊

有的排中。等候時機傳講福音時，切勿群起而攻之。

進入基礎的真理，好及時供應人的需要，湧流生命。

包羅萬有的基督－淺顯易懂又滋養。生命信息－不

用陪新人讀，先自己或小組進入。 

    晨禱需多花一些時間認罪，不僅認自己的罪、

和同伴間彼此的認罪，還要認召會的罪。尼希米記



1:6：「願你側耳睜眼，垂聽你僕人的禱告，就是我

現今晝夜在你面前，為你眾僕人以色列人所禱告

的，承認我們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與我父家

都有罪了；」之後再摸摸靈裏的感覺，提名禱告也

可放在晚上的小組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