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10/24(週一)~10/29(週六)，內容為『回歸召會的正統』：在以弗所的召會。 
二.百日復興百日復興百日復興百日復興：9/1~12/31日，於宜蘭縣操練晨禱與正確的小排實行。晨禱為 6：30~8：30，地點為各 

召會或各區會所；小排操練家打開，操練彼此互相顧惜。讚美神，願我們都有分這復興！ 
三.排聚會實行成全排聚會實行成全排聚會實行成全排聚會實行成全：：：： 10/23(日)、11/26(六)、11/27(日)、12/3(六)、12/4(日)、12/10(六)、12/18(日)。

晚上七點至九點於進士會所。參加者請自備”排聚會實行”一書，並先進入。 
四. 進士會所球場等工程：需經費 80萬，目前已收到奉獻款為 423,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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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全台姊妹事奉相調特會：地點：中部相調中心；第五梯次(11/3~11/5)目前還有名額，鼓勵姊

妹們報名。欲參加者請向邱淑眞姊妹報名。本地已經有 105位姊妹報名參加。 
七. 2016年冬季結晶讀經訓練，訂於 12/26至 12/31日，於美國加州安那翰水流職事站園區舉行。報名

截止日期：2016年 10月 24日。欲參加者請向邱淑眞姊妹(0919-912646)報名，目前已有 3人報名。 
八. 青少年本週晨興追求材料：聖經之旅第七冊：第十四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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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蘇澳鎮召會舊會所重建：宜蘭縣政府都委會已經審核通過，後續預備申請建築執照，請聖徒們繼續

代禱並記念。 
三.新受浸聖徒：八月/謝耀霆、林禹丞、張淑娟(吳玳儀弟兄的姊妹)、林清田、游胤傑，古夢涵等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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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林月里姐妹肺炎氣喘(林張則蘭姐妹的母親)，林萬來先生食道腫瘤(林世麟

弟兄父親)，李弘文弟兄(李建廷父親)，傅月姿姊妹，林楊玉秀姐妹(車禍後恢復)。 

 

 人數統計 (10/10~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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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3 10 -- 8 6 -- 6 7 -- -- -- -- 16 

礁溪鄉召會 36 9 16 23 2 -- 19 3 3 -- -- -- 38 

壯圍鄉召會 6 2 6 -- -- 1 6 5 2 -- -- -- 6 

員山鄉召會 38 -- 7 -- 8 -- -- -- -- -- -- -- 40 

蘇澳鎮召會 16 3 9 9 7 -- -- 8 1 -- -- -- 22 

大同鄉召會 10 8 7 12 5 -- 7 10 1 -- -- -- 13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46 19 6 -- -- -- -- -- -- -- -- -- 50 

延平區 45 10 -- -- -- -- -- -- -- -- -- -- 45 

進士區 53 72 2 27 9 -- -- -- -- -- -- -- 59 

青少年區 26 6 11 38 4 -- 4 12 -- -- -- -- 46 

合  計 289 139 64 117 41 1 42 45 7 -- -- --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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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與主聯合  

   事奉主之人所作的一切 ，必須是與主聯合而

作的，必須是在主裡面聯合著主作的。 我們事奉主

的人，許多時候不能站起來答應主的要求，應付主

的需要。然而，當我們能站起來，要應付主的需要

時，我們卻有一個危機，就是不依靠主。我們好像

不需要依靠主，不必仰望主，就能靠自己的幹才、

殷勤、認真，作出甚麼工作。 

主的拯救就是主的呼召  

   主的拯救就是主的呼召，這是所有認識神的人都

知道的。主所以救我們就是要召我們事奉祂。福音

書給我們看見，當主在地上時，沒有一個人是得救

而不蒙召的。你若是得救的人，在你得救那天，神

的呼召就臨到了你。得救和呼召二者乃是一個。真

實得救的人，在他一得救時，裡面就有一個很深的

願望，要服事神。神乃是逢人必救，並且是逢人必

召。 

答應主的呼召 

   祂在救贖裏所有的工作，都是經過人，藉著人，

並且是調著人。祂所以救了你，救了我，就是要你

我事奉祂。然而，難處在於我們站不起來，我們有

太多要顧到，所以我們站不起來。一個為神站起來

的人，需要有冒險的膽量，以及百折不回、剛強的

意志。每一個為主有一點用的人，都有一點剛強的

意志，並且有膽量、有作為。 

住在主裡面，依靠主 

    然而一個人要為神站起來，應付神的需要時，會

出現另一個很大的危機。我們都知道，凡站起來的人

都是有一點魄力，有一點膽量的。因這緣故，在那些

站起來的人身上，很容易有一個危險，就是可以不依

靠神，不仰望神，自己就作起來了。他們不必住在主

裏面，就能作許多事。我們無論怎樣剛強，怎樣能為

主站起來，都應當在向前去的時候，每一步都像一個

最軟弱的人。我們要對主說，『主阿，我雖然站起來

了，但我仍是一個最軟弱的人。我需要像以色列被你

背在翅膀上，來事奉你。在人看我是膽大，我有主張，

我的意志堅剛，但是主你知道，我是軟弱如水。若不

是你托著我，若不是你背著我，我實在寸步難行。主

阿，我一離開你，就不能作什麼。不只在禱告時，我

裏面是軟弱的；在交通上，我裏面也是軟弱的；甚至

在工作的每一個感覺裏，我都是軟弱的。』 

不用政治手腕 

    一個人作工事奉主，治理召會，有一件事絕對不

能用，就是外邦人在社會上、在人羣中所用的政治手

腕。你ㄧ用手腕，就十足證明你是在主之外，你沒有

倚靠祂。一個事奉主的乃是在主裏面。這樣的人ㄧ遇

到危難，絕不轉到耍手腕上，乃是進到主裏面，對主

說，『主啊，我沒有自己的工作，工作都是你的。你

若認為這難處發生是可以的，我接受；但你若認為這

會叫你的工作受虧，就求你攔阻。』 

    當你治理召會時，就算你眼光再大、手腕再高，

也千萬不要用。要知道每次召會中有難處發生時，你

越想避免，那個難處就越厲害，召會不必招惹難處，

但召會也無須避免難處。在舊約裏，我們看見每一次

以色列人起來為難、反對、背叛時，摩西、亞倫他們

兩人甚麼都不作，只是縮手，俯伏在神面前。 

    摩西是個老年人，不是個初出茅廬的小伙子。他

住過埃及的王宮，他率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過紅海，

以色列人也信服他。每ㄧ次他出來應付難處時，在人

面前總是沒有高位，並且是立刻俯伏在神面前。 

    這意思是，這裏有一個為神站起來的人，但他不

在自己裏面事奉主，他是靠著主站起來，為著主事

奉。主是他的後盾，主是他的圍牆，主是他的保障，

主是他的盾牌，主是他的旗號，主是他的山寨。他事

奉主，乃是在主裏面事奉。舊約有這樣一個摩西，新

約則有一個保羅。保羅說，『我作了這福音的執事，

是照著神恩典的恩賜，這恩賜是照著祂大能的運行

所賜給我的。』他不倚靠自己的知識，不倚靠外面的

手腕；他裏面所倚靠的是神的大能，外面所倚靠的是

神出來的手。(摘錄自認識生命與召會第十八篇) 



百日復興------------------------------------------------------
----------------信息交通

 

今天我們需要藉著多而徹底的禱告調在一起。我們在禱告中不該僅僅運用靈，更要釋放靈。禱告是我

們運用靈，甚至更進一步釋放靈惟一的路。我們的靈得著釋放，我們就能在這釋放的靈裏調在一起。實際

上，我們的靈得著了釋放，就不需要談論調和了；我們釋放的靈就是一種調和。 

    我們聚在一起禱告時，需要有短的禱告，才能釋放我們的靈。我們的禱告太長了。長禱告乃是作文章

的禱告。這不是出於負擔的禱告。真實有負擔的禱告不會是冗長、作文章的禱告。一九六○年代有一段時

期，我們在洛杉磯的艾登會所，我們的禱告是非常短的。有時來禱告聚會的超過二百位；每一位聖徒禱告

一句話，加起來就像一個人在那裡禱告。我們在禱告中有配搭，沒有長的禱告。長禱告把我們殺死，短禱

告卻把我們挑旺起來。短禱告把我們的靈如火挑旺起來。習慣有長禱告的弟兄姊妹，很難改變為短禱告。 

    那些有長禱告的人總是在禱告中作許多解釋，以此為根基。他們向主解釋，為什麼他們需要禱告，或者

指示主如何答應他們的禱告。他們可能說，『主，祢這麼好。我們不是為自己禱告。我們不是在這地上。主

啊，我們今天是在諸天之上，甚至就在你的寶座那裡。』我們需要丟棄這種在禱告中向主解釋的方式，我們

要在活力排裡將自己調在一起，就必須丟棄長禱告的老路。我們該有短的禱告，簡單告訴主我們要他為我們

作什麼。（摘錄／關於活力排之急切的交通／李常受） 

             

   

晨興拾穗------------------------榮耀的基督作為在金燈臺中間行走之人
子的異象 
 

首先我們若要看見啟示錄一至三章榮耀的基督與七個召會的異象，就必須顧到以下的事： 

一、我們必須取奴僕的地位，我們要甘願作僕人，甚至作奴僕服事別人。而基督從前服事我們，現在仍是 

    服事我們，將來還要服事我們。我們若要用基督服事別人，就需讓祂先服事我們。 

二、我們必須運用我們人的靈作我們看見、領略並回應神行動的器官。 

三、我們必須有耳可聽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看見是在於聽見，願主開通我們的耳，讓我們發沉的耳朵  

    受到割禮，藉救贖的血洗淨，並用那靈膏抹，使我們能事奉主。 

    當我們顧到這些事，求主憐憫賜下亮光之靈，叫我們領略啟示錄這卷書乃是耶穌基督獨特並終極的啟

示。人子基督是大祭司，『身穿長袍直垂到腳，胸間束著金帶』，在祂的人性裏顧惜眾召會，並在祂的神性

裏餧養眾召會。祂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描繪出主的屬天亙古常在。主的七眼如同火焰是為著

注視、鑒察、搜尋，藉著光照而審判，以及灌輸。主的腳好像在爐中鍛鍊過明亮的銅，使祂夠資格施行神

聖的審判。主的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乃是全能神的聲音。這位基督更是握著眾召會光明使者的那位。從

祂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就是祂那辨明、審判、擊殺的話，為著對付消極的人事物。基督的面貌如烈

日中天，發光為著審判的光照，以帶進國度。 

    這是何等一位基督，是照著神永遠經綸作神行政中心的基督，祂是首先的、也是末後的，這向我們保

證，祂永不會叫祂的工作半途而廢；基督也是那活著的，使彰顯祂身體的眾召會，也成為活而新鮮並剛強

的；更是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的基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經廢掉了死亡，又在復活裏勝過了陰間，只要



我們藉著操練否認己，背起十字架並喪失魂生命，而讓主有地位在我們中間運行並作工，死亡和陰間就會

在祂的控制之下，使我們認識這一位坐在寶座上的主，並得着這樣的異象。 

聽我唱奇妙愛-----------------------------------------------水
流之音聖樂團觀後感 

    

   感謝主，藉著昨晚的音樂會，讓福音進入我所邀約的四位朋友裡面，聖靈來作工。會後他們不約而同，

眼眶泛淚，直直道謝，「送給了他們最好的禮物」，讓他們心得喜樂與舒暢。今天其中一位還特意來找我，

告訴我昨晚在她心靈是多麼的蒙恩，連她的另一伴（剛愎的個性），也一起開口唱詩歌了，表示希望還有機

會能參加此音樂會。主阿！謝謝祢，祢的奇妙之愛，己悄悄進入這些朋友裡面，願這福音種子，能發生果

效，把我們都圈在愛子的國度裡。（林張則蘭姊妹） 

    感謝主，我先生(福音朋友)和爸爸(在公會聚會的弟兄)也很享受這樣的音

樂會，而且全場都很專注的聽，沒有睡著、也沒有提前離開。先生說沒有參

加過這樣的音樂會，很特別。爸爸也覺得很喜樂。（李楊馥聿姊妹） 

 

    讚美神祝福我們邀約的親朋好友，用詩歌柔軟他們的心。（吳黃淑津姊妹） 

    我弟兄買了 CD 要送給住院的學生，給她祝福～對我們ㄧ家來說ㄧ起聽

這麼棒的詩歌音樂會，很喜樂、很特別！（曾黃雅容姊妹） 

    昨晚詩歌唱得很喜樂、很暢快，好久沒有團體的盡情的唱出，台上的聖徒很用靈，也將我們靈釋放出 

來，所以唱詩是有靈的才能叫人心得著共鳴，平日我也會唱許多朗朗上口的詩歌，我們詩歌本裏許多的詩

歌，無論真理、意境都是頂高、頂好的，這次唱的詩歌中，有些是青年弟兄姐妹和青職們較少唱的，昨晚

唱出氣勢磅礡，真是振奮人心，叫我們真是喜樂。（崔黃春紅姊妹） 

 

財務奉獻------------------------------------------------------
----見證又真又活的神 

    當姊妹跟我說，要我寫一篇財務奉獻的見證時，我毫無考慮的答應了。因為，這是我見證我們這位又

真又活的神最好的時候。 

    我們這個家，是我先得救，那時弟兄未得救，召會沒有幾個人。一開始，就把財務交給我來管理，每

個月的經常費都是負的。年輕的家，只有一對全時間夫婦在這地開展。所以，每看到帳是負的，我的壓力

就很大！怎麼辦？沒有幾個人聚會，召會又沒有錢……，我真的一邊禱告、一邊流淚。 

    召會是主的，全豐全足的神必為召會開路！弟兄還沒得救，我的奉獻當然是偷偷的給，怕弟兄知道。

然而，神並沒有因我的『給』讓家中有缺。我也深知神是活的，沒有因此被絆跌，反而為主更堅強的站住。

後來，神也安排了一對年輕的家，知道我們召會的情形而有所擺上。兩年後，我弟兄也得救了！我們夫婦

倆一起同心合意，為了召會一起往前、一起擺上。 

    我的孩子一生下來，我就會開個戶頭給他們存錢。從小，我就教導他們『要奉獻』。路加六章 38 節上：

「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並且用十足的升斗，連搖帶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們懷裡。」所以，他

們知道施比受更為有福，常在生活中一直是個給的人。不只如此，有一次召會呼召財務的需要‐‐買會所，



我招了孩子們來，告訴他們說：召會有需要，你們覺得呢？小兒子馬上說：媽媽，我把我存摺的錢先給主

用！孩子們異口同聲說：他們不要漏掉這個恩典！雖然那時他們都還很小，可是都知道：一切都是主的，

沒有主的祝福，我們是一無所有的……。 

    現在，有的長大了、有的還在念書。會賺錢的，都會將當納的全然送入倉庫。每想到這裡，我就會跟

主禱告：主啊！祝福他們，因為萬物都從祢而來，孩子們都是你的產業，我把他們的一生都獻給你，保守

他們一生一世都住在神的殿中。（宜蘭眾召會聖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