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11/7(週一)~11/12(週六)，內容為『回歸召會的正統』：在別迦摩的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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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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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2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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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眾召會弟兄集調宜蘭眾召會弟兄集調宜蘭眾召會弟兄集調宜蘭眾召會弟兄集調：11/12(六)、11/19(六)，早上 8 點至中午 12 點 15 分於進士會所舉行。請眾

召會弟兄們彼此邀約進入職事信息與負擔，也歡迎眾召會姊妹們一同參加。在異象中，做主明亮的
使者，顧惜祂的召會，成為今時代的得勝者。 

七.張林月里姐妹安息聚會：11/12（六）下午二時於福園 802 廳進行，願我們一同前往扶持，讓主的
名得著高舉。 

八.宜蘭市召會財務報告：8 月收 666,562 元，支出 660,292 元，餘 6,270 元；9 月收 795,501 元支出
179,765 元，餘 615,736 元。9 月 30 日現金 1,150,570 元，需待轉出款 976,536 元，召會淨剩餘額款
174,034 元。其餘內容明細請詳各會所公佈欄公告之財務報告表。 

九. 青少年本週晨興追求材料：聖經之旅第七冊：第十六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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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澳鎮召會舊會所整建：宜蘭縣政府都委會 10/14日審核決議，蘇澳舊會所建地依都市計劃使用管

制規定，建地寬度退縮為 4米，由於空間窄長，難符使用，經尋求交通後，改以原地整修重新規

劃，估算工程預算約 380萬，目前已收到奉獻款 117萬元，請聖徒們繼續代禱並記念。 
三.新受浸聖徒：10月/游胤傑，古夢涵，阮忠信，林寶琴，張純碧等弟兄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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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統計 (10/24~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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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9 7 -- 7 4 -- 6 7 -- -- -- -- 13 

礁溪鄉召會 36 12 19 26 -- -- 20 1 7 -- -- -- 39 

壯圍鄉召會 8 4 3 5 -- -- 6 7 2 -- -- -- 8 

員山鄉召會 36 -- 9 10 5 -- -- -- -- -- -- -- 40 

蘇澳鎮召會 15 4 8 6 3 -- -- 6 1 -- -- -- 18 

大同鄉召會 7 6 5 11 4 -- 7 10 -- -- -- -- 11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42 9 8 20 7 -- 3 2 -- -- -- -- 50 

延平區 23 -- 6 5 -- -- 2 1 -- -- -- -- 26 

進士區 41 6 5 26 -- -- 1 2 -- -- -- -- 50 

青少年區 18 -- 7 34 8 -- 7 14 -- -- -- -- 40 

合  計 235 48 70 150 31 0 52 50 10 0 0 0 295 



                            神拆毀的原則              --2016/11/6 第四十九期

    拆毀是指把原有的去掉，把原來的樣子改一改，

把原來的情形換一換。『拆毀』在人的觀念裏，不是

個好辭。然而，所有在神手中有用的人，都是經過神

拆毀的人。聖靈的管治和十字架的破碎，都與神有連

帶的關係，但都不是神拆毀本身。很多時候，神的拆

毀比聖靈的管治和十字架的破碎還要深，還要重。 

神救贖裏的工作，需要人與祂配合 

   神若沒有得着人與祂配合，就不能作甚麼。但人

要與神配合，人原有的、天然的東西，就需要被拆毀。

人天然、原有的東西必須除掉，纔能配合神；人要與

神配合，人就得被神拆毀。 

屬靈的事必須經過死與復活 

    凡沒有經過死與復活的，都是生的、野的，都是

天然的。神的拆毀就是死亡的手續，也就是死的過

程。在經歷上，我們只看見十字架的同死，那並不彀。

我們還得經過神多方的拆毀，我們這人纔真懂得甚

麼是十字架的同死。拆毀乃是十字架死的過程；沒有

經過拆毀的人，就是沒有經過十字架，沒有經過死的

人。神親手所造，神也親手拆毀；拆毀就進到死亡裏。

但經過死，就進入復活，一復活就達到神的目的。 

沒有被拆毀的人，是不能信託的人 

    一個沒有被拆毀的人，是永遠不能信託的人。一

個沒有被神拆毀的人，就是一個天然的人，他的生命

乃是天然的生命、虛假的生命。我們這個人若是沒有

經過拆毀，還活在我們原來的樣子裏，就是一個天然

的人，是不可信託的。一個沒有被拆毀的人，是永遠

沒有辦法服人的。我們實在不認識自己；只有那些真

實服過人的，纔知道自己的天然是何等不服。 

沒有被拆毀的人，不能照神的旨意行 

   一個真實遵行神旨意的人，乃是一個被神拆毀的

人。要與神配合，就得被神拆毀；要有屬靈的價值，

就要被拆毀；要讓神信託，也要被拆毀；要遵行神的

旨意，更要被拆毀。我們必須是個被神拆毀的人；這

樣，我們無論擺在那裡，都能為神所用。 

信心和拆毀，纔能帶進基督 

    猶太人非常注重他們兩個祖宗，一個是亞伯拉

罕，一個是大衞。新約馬太福音開宗明義就說，『耶

穌基督，大衞的子孫，亞伯拉罕子孫的家譜。』這給

我們看見，主耶穌能彀來到地上，乃是經過兩個生命

帶進來的。只有亞伯拉罕和大衞的生命，能把神從天

上帶下來。 

亞伯拉罕的生命表徵信心的生命 

    在聖經裏，特別稱亞伯拉罕為信心之父。信心的

生命乃是起源於他。信叫人摸着神，叫人與神有來

往，所以，亞伯拉罕得稱為神的朋友。 

大衞的生命表徵受拆毀的生命 

    大衞一生都受神的壓制，這使大衞成為一個合

乎神心的人。從大衞生下來那天起，就被自己的父親

輕看，甚至家庭要共享宴樂的時候，父親還把他打發

走了。聖經裏記載他無聲無息；他沒有其他的盼望和

貪求，在舊約裏，神所找着合乎他心的人，大衞是第

一個。等大衞的功課學得差不多時，神在他身上再度

的拆毀。一直到拆得差不多時，神便將他升到寶座上

作王。然而這樣還不彀，因為他還有敬虔的完整。於

是神安排一個環境，叫大衞墮落。若不是神的許可，

是無法叫大衞犯罪的。然而，神要拆毀他那敬虔的完

整，因著他的跌倒，引起了災禍，叫他被神拆毀到蕩

然無存的地步。 

人在神手中的用處在於人受神拆毀 

    我們在神手中真實的用處，乃是看我們這人的

背脊骨被打斷多少，拆毀了多少。我們這人只要有一

點長處，就要顯揚，就要作見證。反之，只要有一點

委屈，也是非要博得同情不可。然而，若是我們真看

見甚麼叫作拆毀，我們就會認識，所有臨到我們身上

的事，都能叫我們敬拜神。只有信心和拆毀，能帶進

基督，將基督傳輸給人。只有被拆毀的人，纔能在這

個時代，用神的生命，服事這個時代的人。 

(摘錄自認識生命與召會第十九篇) 



全體奉獻---------------------------接受引導參與得勝基督的行列，引

進祂的再來 

    你我都需要成為今日的拿細耳人，有了拿細耳人個別的奉獻，還需要全體奉獻。我們現在的速度不能

像篷車，你我今日的奉獻若是絕對徹底，神的行動在整個恢復裡，就要走一個快速的道路。祂渴望回來，

祂的回來需要你我的奉獻，你我的奉獻關係著主的回來。 

    奉獻裡面有一項是關係到財務。我們為了推廣主國度的福音，在給主的事上要作精明管家，正確的使

用錢財，使一些人在主裡得利益並得救，他們在要來的國度時代，必歡迎我們進到永遠的帳幕裡去。財務

聯於國度福音的推廣，我們要照著主給我們的豐富給人，我們所有的都是屬主的，我們要 100%給主。之後

再看有多少是主留給我們，為著我們的需要。 

    你要過神人生活，究竟神怎樣影響你的時間，影響你的理財？你要有一個計畫來計畫你的時間，你需

要一個時間表。今天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他們的失敗就是他們的財務上沒有經過神。還不是說你奉獻

多少的問題，在這裡是說你的財務、時間有沒有經過主。你若是時間財務沒有經過主 ，就不是聖別的。 

    在新約聖經裡說我們都是神的祭司，做為祭司，你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是你的敬拜、事奉。包括你怎麼

用你的錢，你用得對，就是一種事奉，新約裡面講到祭物有四方面：基督、新人、讚美、奉獻的財務。 

    如果要做祭司，你沒有祭物，你怎麼做祭司？你沒有這四項，你是空白的祭司。在彼得前書第二章講

到聖別的祭司體系，根據剛才的原則，若你是聖別的祭司體系，你必須有四項祭物。就一面來說，聖徒奉

獻，不是召會需要錢，不是召會的工作需要錢，是你自己要蒙拯救。（摘錄自楊梅召會週訊） 

 

晨興拾穗------------------------------------------------------
--------在士每拿的召會 
     

    在士每拿的召會是受逼迫之苦的召會，這個遭受逼迫的召會，在基督的甘甜和馨香中受苦，這召會乃

是在耶穌的患難裏，交通於祂的苦難。因為這個召會是耶穌苦難的繼續，所以她真是耶穌的見證。在士每

拿召會所受的苦是由於『那自稱是猶太人，卻不是猶太人，乃是撒但會堂的人，所說毀謗的話。』原則上，

今天也是一樣；主恢復中的召會，因著在靈裏並在生命中尋求主、跟隨主，不在意宗教的制度，熱心宗教

者就毀謗召會。可說受苦的召會所受的逼迫，是屬撒但的宗教和屬魔鬼的政治而有的。但主耶穌對受苦的

召會說，『我知道你的患難』，主知道。 

    主對在士每拿的召會說話時，說祂是『那首先的、末後的、死過又活的。』基督是首先的也是末後的，

意指祂永不改變。召會遭受苦難時，必須認識主是那首先的、末後的，是永遠存在，永不改變的一位。這

個宣告加強在士每拿受苦的召會，就是那經歷並遭受殉道之苦的召會。所有地方召會都必須相信，主耶穌

是首先的和末後的，是初又是終。基督更是那活著的；祂曾死過，現在又活了。主耶穌受過死的苦，但現

在又活了；祂曾進入死亡，但死亡不能拘禁祂，因為祂是復活。復活的基督--那活著的--活在我們裏面，也

活在我們之間，因此所有的召會應該像祂一樣活著，滿了生命並勝過死亡，我們越活，就越是活的耶穌的

見證。這位曾經死過現在又活了的基督，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死亡在祂的權下，陰間也在祂的掌管中，

今天召會生活中，我們不再服在死亡和陰間之下。哈利路亞，基督不僅勝過死，更將死廢去使其失效。 

    主更對士每拿召會說，『你務必要至死忠信，我就賜給你生命的冠冕。』我們的生命是屬於祂的，所以

我們必須忠信以至於死。而生命的冠冕是給那些勝過逼迫，至死忠信之人的獎賞，這是得勝的力量，也就



是復活生命的大能；也是指這些得勝者已經達到『那從死人中傑出的復活』。受苦的召會的賞賜不僅是生命

樹，更是生命的冠冕，這生命首先是我們的食物，然後將是我們的彰顯和我們的得榮耀，就是生命的冠冕。

讚美主，基督不僅是我們生命，更賜給至死忠信受苦受逼迫的召會那榮耀生命的冠冕。 

蒙恩見證-------------------------------------------------------
-----排聚會的實行心得

    

   現現現現在我們要開始有家中聚會。我們都知道難處在那裡。假定我們中間六到八個人來在一起，你看看我，

我向你點點頭。我們就是不知道該作什麼。第一，我們基督徒該是隨時在靈裏被充滿的人，而不是只有在敬

拜、禱告、晨更、或聚會的時候被充滿。我們隨時都必須是在靈裏被充滿的人。我們必須操練這個。不要只

在你來參加小排聚會的時候才操練這個。從早晨到晚上，在你的家中，在你的日常生活裡操練這個。操練在

你的靈裏被神、基督、那靈、和一切對祂的讚美所充滿。幫助我們這樣作最佳的路，就是用詩歌來說。你若

沒有任何說話的對象，最好對空氣、窗戶、草地、樹木、花朵說，有時候對貓、狗、或鳥兒說。對你的妻子

說，也讓你的妻子對你說。不要說平常的話，要說詩章和頌辭。 

    詩歌三百八十二首是一首適合講說的好詩。「榮耀基督，親愛救主，你是神的榮耀顯出！」要彼此對說。

你這樣操練，就會為著家中聚會得裝備。當你進來聚會的時候，不需要等待，不需要看別人。你只要說，『弟

兄們，我們可以說一首詩歌麼？』有時候你請大家唱一首詩歌，答案可能是沒有人知道那個曲調，沒有人能

帶著唱。但是每一個人都能說。然而從靈裏說是需要操練的。你需要操練說，用你的靈說。 

（摘錄自李常受弟兄『家中聚會』第二章） 

 

    已已已已過生活，當有姊妹來倒一些事情時，我總會

勸之以情，百般勸說，但少有真理的供應。自己有經

歷的經節，別人未必受用，以致讓這些談話又空空的

過了。但看到排聚集的實行「要常有兩、三個可餧養

的新人，就會發現自己的裝備何等缺乏。」我轉向主

禱告：「主啊、不管了啦！讓我再被祢的話語深深吸

引，我信祢會帶領，我只管享受吧！」因此，我開始

了馬太福音生命讀經。 

    我善用福音機＋聖經＋註解，當我被馬太的九

福吸引，我或研或禱日夜思索這『九福』。感謝主！

日子便得著翻轉。再有姊妹來倒一些婆婆的對付、生

活上的煩惱，甚至說不會禱告…… 

    我把『九福』當中合適她們的『福』的經節給她

們，並請她們花時間去看註解。（我怕用自己的意思

去解釋，誤判了人內裏的故事），再請她們將經節化

禱，又提醒她們下次碰面一起驗收作業。這些日子，

我天天依然被詩歌充滿，並尋求合適的詩歌，line給

三個新人。感謝主！昨晚姊妹來訊息，說要來家裡讀

經，且說那禱告很受用！謝謝主，讓我有按時分糧的

生活，不再讓談話空過。(林淑惠姊妹) 

 

    對對對對弟兄的負擔很有感覺，召會需要恢復到真理

與實際裡。我們不僅需要相信主耶穌，也需要認識真

理，為著召會的建造。在主的恢復中，我們只顧到基

督，基督就是真理、實際。為要學習真理並完全認識

真理，我們需要花時間在聖經上，研讀神的話，好認

識真理。提前三章十五節，保羅說召會是真理的柱石

和根基。召會包含了每一個信徒，神的真理今天乃是

基於召會。召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該擔負真理。我們乃

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讚美主 ! 聖經是基督徒過召會生活唯一且獨一

的準則。真理使我們得以自由(約八32) ，並使我們有

屬靈的辨別力(林前十四29) ，能對付異端的教訓和

組織階級的事。不僅如此，真理引至敬虔。提前三章

十五節下半至十六節上半說，「這家就是活神的召

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並且，大哉！敬虔的奧秘！

這是眾所公認的，就是祂顯現於肉體。」敬虔就是彰

顯神。每當我們實行真理，結果就是神顯現於肉體。

我們是主耶穌的見證人，(徒一8)我們的生活該是耶

穌的見證。我們一切所作和所言；以及我們行事的方

式，都該使別人看見神顯現於我們。 

    回顧以往，自己雖然有操練每日讀經，但是有讀



卻沒有懂，就是沒有專注在神的話上。求主開啓我，

使我個人在每次讀經享受的時候，不僅有速讀也能

禱讀並研讀，進入話語的深處，真能摸著話語的亮光

並得著真實的供應。也求主復興並引導每一個家，都

能成為真理教室。每一個成員都能操練錯中學、學中

作，渴慕成為教師。三三兩兩彼此教導，彼此對說，

彼此供應基督。使每一個家滿了神的愛和光、滿了基

督、滿了那靈、滿了神的話、滿了彼此互相、滿了彼

此相愛顧惜、滿了熱切互動、滿了新鮮與活力、滿了

吸引的力量、托住的能力並滿了真理的實際。榮耀歸

神，哈利路亞！（游崇清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