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本週進度『出埃及記結晶讀經(八)』，晨興聖言第九週：胸牌—祭司體系中心和終

極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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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的號角響起了，願我們得著大
的復興，一同經歷這繁茂復活的春天！ 

三. 進士會所球場等工程：需經費 80萬，目前所收奉獻 41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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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6年全台姊妹事奉相調特會：地點：中部相調中心；目前一、三、五梯次已滿，鼓勵姊妹們報

名第二梯次：10/24（週一）至 10/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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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已有 87位姊妹報名參加，求主繼續加添人數，榮耀歸於神。 

六. 水流之音聖樂團於 10/16（日）晚上 7：30~9：30於宜蘭市演藝廳有詩歌福音聚集。願我們在靈裡
被充滿，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對說，從心中向主歌唱、頌詠。 願我們在萬民中傳揚祂的作
為，向祂唱詩、歌頌，談論祂一切奇妙的作為。欲參加者請向盧阿水弟兄（0920-254-969）報名繳
費，報名截止日 9/30。 

七. 青少年當週晨興追求材料：聖經之旅第七冊：第九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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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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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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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淑娟(吳玳儀弟兄的姊妹)

等弟兄姊妹，得救後繼續受餵養，並穩定在召會生活中代禱。 

 人數統計 (9/5~9/11)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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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4 9 -- 7 6 -- 5 8 -- -- -- -- 15 

礁溪鄉召會 33 14 19 26 -- -- 19 9 5 -- -- -- 40 

壯圍鄉召會 5 4 5 3 -- -- 6 7 -- -- -- -- 7 

員山鄉召會 37 14 13 12 10 -- -- 6 -- -- -- -- 42 

蘇澳鎮召會 16 8 9 4 9 -- -- 8 -- -- -- -- 19 

大同鄉召會 9 7 4 10 7 -- 9 11 -- -- -- -- 16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15 12 9 -- -- 15 -- -- -- -- 58 56 56 

延平區 -- -- -- -- -- -- -- -- -- -- 30 21 21 

進士區 8 13 10 -- -- 4 -- -- -- -- 54 67 67 

青少年區 7 28 12 -- 7 8 -- -- 28 28 37 37 37 

合  計 272 87 80 115 63 0 46 76 5 0 28 28 318 



               神救贖的工作—神與人調和（下）     2016/9/18 第四十二期

在救贖裏，神所作的一切，都是神調在人裏面，

祂要得着人的配合，我們一看見這原則，就解決以下

三個大問題。 

一切的工作不是出於人，而是出於神 

首先，我們要看見救贖的工作，既是神要人的配

合，所以一切的工作，並不是出於人，而是出於神。

我們在一切的操練中，都得尋求照著祂所立的原則行。

神要人配合的這件事，是從神發起的，並不是從人發

起；神的工作是神發起的，然後得着人來配合。一切

的工作都是開始於神，神是源頭，再從人裏面得着人

的配合。在今天基督教的紊亂中，所有難處都根源於

此。他們所以分為各宗各派，主要原因就在於他們中

間，有許多事不是由神起頭，而是由人起頭。召會與

宗教的差別在那裏?所有的宗教都不是開始於神，也

不是神發起的，更不是神推動的，然而召會是神起頭

的，是神發起，也是神推動的。是神在人裏面推動、

呼召，人答應神的呼召而蒙召出來的。宗教出於人的

想像，召會是出於神的啟示。宗教是人投軍來事奉神，

召會是出自神的呼召，開始於神自己。以賽亞十四章

中那個惡者是說，『我要』作甚麼，當人服下來時，就

不作甚麼，反而會說，『神阿，我當作甚麼?』召會就

是神來得着人，與祂行動，並配合祂行動。宗教裏的

事奉是人在這裏發起，在這裏定規，在這裏遵行；雖

然也是事奉，但都是從人來的。 

 

在神的工作裏，祂需要人 

其次，當我們看見神的工作需要人配合時，就知

道人在神的工作中，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就神而言，

有個已過的永遠；就人來說，有個將來的永遠，神從

那個永遠走到這個永遠，當中有一個時間；這時間就

是一座橋梁，這座橋梁就是人。好像神要從人這邊走

過去，許多人卻在身上寫著『此路不通』。神是四通八

達的；但在時間裏，神是處處受限制。今天在召會生

活裏，若是一位弟兄不讓神通過，神就毫無辦法，神

乃是在我們這個人身上，受到最厲害的限制。 

然而，我們的神是有忍耐的神，當祂在你身上走

不通時，祂會在那裏等待。然後再來呼召你；你不聽，

祂再等，祂是最有忍耐的。直到有一天，你被祂感動，

你說：『神阿，我答應你，我沒有「但是」，沒有「此

路不通」，只有阿們。』你在主手裏的用處，端看你在

主面前與祂配合有多少；祂在你身上能走多遠，端看

你的『阿們』說得多絕對。我們是個有罪、敗壞、會

發脾氣、會責怪別人的人，在跟隨主的經歷中，我們

都清楚知道這些事攔阻了主。然而，有一個更大的攔

阻，就是我們沒有絕對的順從主。 

有些弟兄姊妹向來不得罪人，但他們在主面前沒

有用處，因為他們在主面前的答應，都是先說『是』，

再說『但是』。這好比橋梁是完整的、乾淨的，卻有『此

路不通』四個字擋在那裏。另一座橋梁或許破爛不堪，

但是此路可通，主還是可以走得過去。有的人雖然是

這樣一墩破橋，但主卻可以走得過去。神的工作不需

要溫柔、無過的人，神乃是需要與祂配合的人。 

 

在神工作裏，人需要祂 

第三，你如果看見神需要人的配合，你就明白在

任何事上，你沒有一個時候可以向神獨立。一面我們

知道神沒有我們，祂行不通；另一面，我們沒有祂，

更是寸步難行。我們都要對神說：『神沒有我，祢不行；

祢需要我，祢需要人。』我們都要因神的恩，仰起頭

來，得着鼓舞這樣禱告，然而，我們更要說：『神呀，

沒有祢，我更不行，我需要祢。』 

(摘錄自認識生命與召會第十五篇) 



召會生活 ----------------------------------------韓國晉州召會聖
徒相調蒙恩見證

    感謝讚美主。2016 年 8 月 28、29 日，韓國聖徒

有二十位來宜蘭相調，我被主呼召要擔任翻譯。當時

我接到弟兄姊妹們的電話時，我既軟弱又驚喜。記得

在民國七十七年，我在冬山國中任教時，曾被宜蘭高

商張校長邀請到校，為來自韓國光州姊妹校翻譯，做

了親善大使。如今事隔多年，主在創世之前，在基督

裏揀選了我，使我在愛裏，在祂面前成為聖別，把我

預備好，要我盡功用，萬事都要互相效力，讓愛神的

人得益處。當我站在眾聖徒前做中、韓文翻譯時，雖

然有語言的隔閡，我們在基督裏，在一切的發表和知

識上，樣樣都得以富足。當下我們都喜樂的享受這樣

的交通。 

    這些聖徒是來自韓國慶尚南道晉州市。它離釜

山很近。這些全時間服事者，都在當地服事青年人，

如大學生或即將入伍的弟兄。讓我們印象深刻的是，

服事者當中也不乏年輕人，而且個個康壯有活力。 

    我家這次接待的是權弟兄和姊妹。因為語言相

通的關係，我們交通的很豐富。他們在韓國也曾經從

事教職工作過，現在都是在晉州召會全時間服事。第

一天晚上，我聽權弟兄的蒙恩見證時，讓我們這些信

徒覺得在基督裏真是有榮耀的盼望。 

 

    隔天主日聚會完，有弟兄姊妹們和我配搭帶他

們到宜蘭縣內觀光景點，晚餐在弟兄經營的餐廳吃

飯，道地的宜蘭菜讓韓國聖徒們讚不絕口，晚上又

到礁溪的一位弟兄姐妹家喝茶、相調，彼此都作了

蒙恩典的見證，我們在一位主裡，靠著祂力量的權

能，得著加力。 

    第二天，弟兄姊妹們和我們這一家都很有活力

的帶韓國弟兄姊妹們走遍宜蘭美景，好山好水盡收

眼底。用餐席間，大家一起帶動唱詩歌，我們的心

因耶和華歡騰，福音就這樣傳給餐廳老闆，他也面

露喜樂，給我們加菜。有時當我分身乏術時，他們

彼此用英文交通的也很滿足，更讓我們一起在愛

裡，滿有力量，能和眾聖徒一同領略何為那闊、長、

高、深，並認識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使我們被充

滿，成為神一切的豐滿。 

    一切行程結束後，天色已黑，大家聚集在進士

會所前，有三部廂型車準備要送機，

弟兄姐妹們彼此擁抱，互相道別，相

約在下一次的聚集，再次感謝讚美

主，讓我們在一個身體裡蒙召，我們

為有這樣甜美的聚集而感恩。阿們！(簡馬豐華姊妹) 

 

晨興拾穗------------------------------------------胸牌—祭司體
系中心和終極的點 
    按照出埃及二十八章十五至三十節，決斷的胸牌乃是祭司衣服的中心物件，也是祭司體系中心和終極

的點。 

     胸牌上的十二塊寶石鑲嵌在金框內，表徵變化且調和的信徒，乃是建造在基督神聖的性情裏，成爲一

個實體，就是召會作基督的身體。其上刻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相當於將基督寫在信徒心裏，使他們

成爲基督的活信，有基督爲其內容(林後三3)。 

烏陵和土明放在胸牌裏，胸牌就不僅作爲記念，也成爲決斷的胸牌。烏陵豫表基督作爲光，照明者，

藉着那靈（油）和十字架（來自祭壇的火）而照耀。土明豫表基督是成全者和完成者；所以祂是屬靈的字

母，爲着書寫，也爲着完成。烏陵和土明一起豫表基督是神的見證人，神的見證，在新約，烏陵和土明的

實際乃是調和的靈，就是神揭示的靈（聖靈），內住於我們重生之人的靈，是神對祂子民說話的憑藉，向

他們指明祂的引導。 

決斷的胸牌主要的目的是神的引導；神的子民根據由胸牌的實際所得着神的引導來行事。胸牌豫表召

會，就是身體生活的建造，神乃是藉着胸牌說話作爲祂的引導，這就成了我們知道神對祂子民旨意的憑藉；



然後我們纔能接受主的判斷，知道我們該作甚麼或不該作甚麼；我們就會認識主的道路；全召會也纔能按

主的判斷往前去。 

身體相調------------------------------------------------------
----印度奇妙之旅（二） 

    初初初初得知青少年要到印度遊學時，就與姊妹交通：我們也一起去吧！一生有幾次機會，能到一個陌生的

國度，生活一個月？深入了解當地的風土民情？於是就報了名。報名後從報章網路上，不免關注這個國家

的狀況，才知道這個國家不是那麼安全！食物不安全、水不安全，連上街都不安全。考量自己的身體狀況，

連在台灣都時常腸胃不適，去到印度……還有命回來嗎？姊妹也擔心當地的治安狀況，令人越想越害怕，

心想算了吧！留得青山在，下回再去好了……。 

    直到有人說了一句玩笑話：欸！這次去印度也許有機會可以殉道喔！看似一句玩笑話，但卻一直激勵

我跟姊妹。殉道是基督徒得勝的最短途徑，死都不怕了，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呢？於是將安危全然交託給神！

相信神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神的帶領，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到了印度，就住在全時間訓練中心。天氣意外的涼爽，水也可以喝、飯也很美味、印度的零食，更是

又便宜又好吃！惟一美中不足的是：印度人對垃圾的處理方法。他們也不急著把垃圾拿去焚燒或掩埋，而

是把垃圾散在路邊讓牛吃，牛吃完了換豬吃……導致放眼望去，路邊盡是垃圾。隨著垃圾而來的是蒼蠅，

揮之不去……。好在大家已經有了「去年大同鄉開展的經驗」，也就見怪不怪了。 

    在印度期間，課程的安排以英文為主。教師們上課非常用心，青少年的英文都大有進步。只有我跟柔

蓁兩人，像鴨子聽雷無法進入。只好用我們的土方法來學：Thank you Lord, blend us together ,make us one !記

成：『感謝主,不念二十主給的，每個二十萬！』我們就這樣說英語，他們竟然也聽得懂，真是太厲害了。 

    最令我們感動的是，從台灣到印度開展的幾個家，他們都有很高的學歷，很好的

工作，卻願意為著主，放下台灣舒適的生活，來到這個陌生的國度，開疆拓土。有弟

兄來到印度五年，搬了九次家，開展到哪裡，家就跟著搬到哪裡；有姊妹為著召會的

服事，不敢再生小孩。他們向著主的奉獻，深深感動了我們。（黃進義弟兄） 

 

       記記記記得去年百日復興時，弟兄在釋放信息的時候有說到：『要去印度的舉手』。當時的我，也不知道為什

麼裡面就有信心，主要我去哪裡我就去哪裡。這絕對不是說說而已，我是認真的。所以當下的我立馬就舉

手，雖然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去。 

    然而直到今年初，我聽到暑假要去印度，當報名開放的時候，我向主禱告禱告，裡面非常平安完全沒

有猶豫，就直接向召會報名。 

  在去印度之前，常常聽到媒體報導很多印度當地的負面消息，自己對印度的印象也不是很正面，不知道

是真的這麼危險，還是只是片面的消息。但裡面有個聲音告訴我：『即使當地真的如此 ，那又如何？去就

對了！有主~平安的神與我們同在，無需擔憂，無需掛慮。』 

    在印度的這二十七天，經歷主何等的豐富。在 SST 真理課程中，我們藉著救恩這本書報，了解神的計

畫與目標。神造我們，目的是要讓祂的生命注入到我們裡面，好彰顯祂自己。並且了解到召會是基督的身

體，尤其是來到印度，更能體會這樣的感覺。各地各地都有金燈臺，都有愛主的弟兄和姐妹。 

    特別是接待在北德里。7/23、8/6。那邊主日聚會是在一個弟兄家，他擁有三間房子，全部都奉獻出來

為著聖徒。他自己見證：從沒有北德里會所，聚會常常要開車到古爾岡，直到現在有三間房子，在當地成

為會所和接待聖徒的處所，並帶她妻子全家得救。我聽完非常感動。這當中我學到信心與禱告的重要。 

    出去相調的那幾天，配搭時認識兩位印度弟兄 Punit & Rakesh。他們都很愛主，也很愛青少年。在與他

們配搭的過程中，從他們身上我學到了服事的路在哪裡。特別是 Punit 弟兄，我與他交通很多服事上個人遇

到的難處，他都用見證和主的話來供應，使我心裏的問題得到解決。 



    另外非常享受天天與當地學員生活在一起，使我英文進步不少。並且看到學員們單純向主的心，認真

操練靈，以及在傳福音上的迫切，很激勵我！未來，我願意來印度參加全時間訓練。（韓毅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