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10/10(週一)~10/15(週六)，內容為『出埃及記結晶讀經(八)』，晨興聖言第十二

週：帳幕的建立，以及帳幕、雲彩、與榮光乃是三一神完滿的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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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六)、10/22(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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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正確的排聚會，需要許多學習，讓我們一同進入並研討，帶進新的復興。 

四. 進士會所球場等工程：需經費 80萬，目前所收奉獻 42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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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梯次目前有名額，鼓勵姊妹們報名第五

梯次(11/3~11/5)。欲參加者請向邱淑眞姊妹報名。本地已經有 102位姊妹報名參加。 
七. 宜蘭市召會集中擘餅與特會：10/23日於進士會所集中；信息主題：建立享受、復興得勝的生活。 
八. 台灣福音書房報告：2017年福音月曆與信徒日誌開始訂購，10/15日前訂購月曆預約價 110元；

10/31日前訂購日誌預約價 65元。請向各召會書報服事者訂購並繳費。 
九. 2016秋季長老同工訓練教材訂購：中英文綱要與晨興聖言，請向眾召會、各區書報服事者訂購。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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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截止後概不退費。欲參加者請向邱淑眞姊妹報名。 
十一.青少年本週晨興追求材料：聖經之旅第七冊：第十二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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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至 10/14(週五)審查新會所建築圖，關鍵時刻， 
    請聖徒們持續並加強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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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田等弟兄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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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張澤蘭姐妹的母親)，林萬來先生食道腫瘤(林世麟

弟兄父親)、李弘文弟兄手術後恢復(李建廷弟兄父親)、傅月姿姊妹(腫瘤治療)。 

人數統計 (9/2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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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3 1 -- 11 7 -- 4 10 -- -- -- -- 18 

礁溪鄉召會 28 -- -- 27 -- -- 19 10 4 -- -- -- 36 

壯圍鄉召會 9 4 3 -- -- -- 6 5 2 -- -- -- 11 

員山鄉召會 40 -- 10 6 16 -- -- 5 -- -- -- -- 47 

蘇澳鎮召會 14 6 8 6 10 -- -- 6 -- -- -- -- 22 

大同鄉召會 10 1 4 11 7 -- 9 10 1 -- -- -- 13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 1 14 -- 1 -- -- -- -- -- -- -- 56 

延平區 -- -- 6 8 3 -- -- -- -- -- -- -- 32 

進士區 -- 2 6 21 11 -- -- -- -- -- -- -- 24 

青少年區 -- 1 6 25 6 -- 3 11 -- -- -- 28 34 

合  計 260 16 57 115 61 0 41 57 7 0 0 28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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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看過，所有的工作，都是出於神。所有

的事奉，我們都得靠著主的能力作。以中文來說，『靠

著』並不太達意。事實上，這是指在事奉上，我們需

要與主聯合的作，與主交通著作。一個人在主人面前

事奉，第一個問題，就是該問這事奉是出於自己，還

是出於主人?第二，立即要看這個人，究竟能不能配

得上主人的需要，應付主人的要求。在提後二章二十

一節，保羅對提摩太說，要『合乎主人使用』，這裏

『合乎主人使用』的『主』，和主耶穌的『主』不同。

『合乎』二字，原文意思是能彀應付主人的需要。『主

人』一辭，指明我們雖然作一件事，但我們所作的，

不是發起於我們，乃是發起於主人。 

 

事奉主首要的點，在於事奉的人要停下來 

    一個事奉主的人，首先要問，這個事奉是出於自

己呢，還是出於主?這個問題一解決，立刻要問，自

己能不能應付主的需要?這兩個問題，首先是要求我

們放下自己，其次是要求我們完全配合。馬太在十六

章，主說，『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到

了十七章，彼得立即對主說，他要為主搭一座棚。彼

得向主的提議，是出乎彼得的觀念，不是出於神對祂

兒子基督的定意。所以就神而言，祂需要藉著彼得，

把建造身體的材料帶進來；然後藉著保羅，把這些材

料建造成房屋，使基督有家可居住。 

    我們都看見，彼得要為神的兒子搭一座棚的提

議，乃是出於他自己。表面看，這好像與神的定意相

同，實際上卻抵擋了神的定規。許多時候，神在我們

這些蒙召的人身上，也有祂的定規，要作一些事；然

而，因著我們的題議、想法、見地和主張，與神的旨

意有相當類同之處，就頂撞了神的定規，取代了神的

定規，甚至破壞了神的定規。所以天上立刻聲音說，

『你們要聽祂。』這表明，現在不是我們發言的時候，

不是我們說話的時候，不是我們題議的時候，不是我

們主張的時候；乃是祂，是祂要說話，我們必須聽祂。 

    因此，事奉必須注意的第一點，就是要打住我們

這個人，停下我們全人。我們要看見，人基本的難處

在於，自己沒有給神摸着，就不過問神的事；一旦被

神摸着，他的主張立即就來了。主的意思是建立祂的

召會，是要為祂自己的居所建造召會，然而，彼得竟

然題議，要搭一座棚；這棚就是許許多多宗派的象

徵。房子是主人定規的家，帳棚是僕人的題議；馬太

十六章是主的定規，十七章是彼得臨時的題議。就在

彼得題議的當下，主打住了他，今天因著許多人的題

議沒有被打住，以致許多的『棚』出來了。所以，事

奉主的第一個難處，就是打不住，停不了。 

 

事奉主其次的點，在於事奉的人要起來 

    所有救贖的工作，都是聯合人作的；神的確極需

得着人的配合。每一次神要工作時，都是先把祂所要

作的事，啟示給人，要人把人的主張和一切都打住；

然後，神再向人有要求，就是要求人配合神。這個配

合就需要人起來。那位在大馬色路上的掃羅，是個事

奉神的人。卻滿有自己的主張。所以，神在保羅往大

馬色的路上遇著他，把他整個人停下來。然而，事情

沒有停在這裏。從那時起，神把保羅帶起來，並且是

起來應付神的需要，接受神的應用；這是第二點。許

多時候，這第二點比第一點更難解決。毫無疑問，停

下來並不容易，然而要起來更加困難。所以，要學習

事奉主，必須進到主面前，自己必須先停下來。我們

該作甚麼，不是由我們定規，乃是由祂發號施令;然

後，我們必須起來應付祂的需要。 

(摘錄自認識生命與召會第十七篇) 



百日復興-----------------------------------------------------
----------------信息分享
 根據⻑⼤⽽有不同     

    一個家庭中有祖父母、父母、以及不同年齡的

孩子。根據以弗所二章十九節，我們是神的家。在

神的家中，就如同在人的家中，也有因長大而有的

不同階段。因此，在我們中間必然會有些不同，然

而我們卻都在同一個家中。小的孩子可能會哭鬧，

會爭玩具。不過，這樣的爭鬧是正常的，有時甚至

是必需的。但孩子長大後，他們就不該再爭玩具了。

在家庭中包含各種年齡的人；年老的不能排斥年輕

的，年輕的也不能排斥年幼的。假如我們排斥任何

人，就破壞了一。這樣，家中的一就被破壞了。 

    在以弗所四章，我們可以看到這種不同的事。

不要太理會這些不同是對或是錯，因為這是正常

的。雖然我的妻子和我都不年輕，但我們不會排斥 

任何一個頑皮的孫子。如果他們一直不來看我們，

我們就會非常的想念他們，這就是家庭生活。所有

在主恢復中的召會都要像這樣。 

    今天基督徒中間的問題就在於沒有家庭，而像

學校中一個一個班級。在小學裡，孩子們按年齡來

分班。幾乎每一個基督教團體都是一個班級。但在

召會中我們不是班級，我們乃是家庭。 

    真正的一，也就是那靈的一，是首要的。為要

保守那靈的一，我們需要在生命中長大。今天我們

都在生命長大的過

程中。只要我們繼

續在這過程中，我

們中間定規會有所

不同。不在生命中

長大就無法保守正

確的一，因為那靈的一是由生命的長大來維持的。

（摘錄自生命信息第一篇） 

 

 

 

晨興拾穗-------------------------製作帳幕的人，以及安息日與建造工
作的關係 
     

    對人來說，帳幕是會幕，是比較外表、外面的，與神在地上的權益和祂的行動有關。對神來說，那

是帳幕；帳幕與神的見證有關，會幕見證的櫃在帳幕裏，是放進帳幕的頭一件器物，指明這櫃是帳幕及

其器物的中心項目。出埃及記啓示，神的心意是要得着見證的櫃，就是救贖的基督爲中心，在見證的帳

幕裏，至終要終極完成於一個永遠的帳幕，就是新耶路撒冷。 

    帳幕被立起來，被雲彩遮蓋，並被榮光充滿時，就成爲三一神完滿的豫表。因爲帳幕是豫表基督，

雲彩代表那靈，並且榮光是神自己得着彰顯，所以帳幕被雲彩遮蓋並被榮光充滿的圖畫，在表樣上，將

整個三一神具體表現出來。 

從創世記到出埃及記，三一神從未在地上得着具體表現，直到帳幕立起來，雲彩降下來遮蓋它，榮

光進來充滿它的那日，乃是大日。三一神具體化身在作帳幕的基督裏，目的是要將祂自己分賜到祂的贖

民裏面，使他們享受祂所是的一切豐富。雲彩遮蓋、榮光充滿的帳幕，是以色列人極大的祝福，但他們

所有的只是表樣。感謝讚美主，今天這位話成肉體的基督，就是三一神的具體化身，已經成了賜生命的

靈，並進入祂所救贖之人裏面，豐豐滿滿的有恩典，有實際。 

我們需要有聖經中心事物的異象—神聖的心意、神聖的經綸、以及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要分賜到在



基督裏的信徒裏面，爲着建造召會作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作三一神永遠、團體的彰顯。 

 
週四日間成全------------------------------------------------

-------------蒙恩見證 

 
    這次的百日復興，復興我們天天過得勝的生

活，天天與主親近，與主有交通，天天把家打開，

讓家成為神福音的出口，這叫我經歷主在以弗所

召會的說話。叫我們不落入勞苦的服事，而缺了享

受主，天天要恢復對主起初的愛來愛主，在召會中

沒有居間階級，操練在團體中作祭司，有一次因孫

女夜間不睡，早晨睡到七點多，本有點疲倦想睡，

但主在裏面推動，仍是到會所一同禱告，禱告禱告

後，全人就明亮。精神就回復，過正常一日的生

活，感謝主！（林樓麗環姊妹） 

 

    在開課之前，得知有『福音問題』的課程，原

本沒有想參加的意願，卻被吸引了。感謝主，懷著

再次被挑旺的心靈，來到成全訓練，相比較前兩

期，是被動的接受，所以吸引並不多，然而這次是

渴慕的，有目標的，感覺完全不一樣，能更進入到

狀態中，要把起初的愛心尋回來，在主的手裏發

光，更要作夠資格吃生命樹上果子的得勝者。 

（蔣景艷姊妹） 

 

    雖說是『福音問題』，但對我這信主多年的聖

徒，也是非常需要的。『第一問』題目是講『恩典』，

實在是對付我那宗教的頭腦，常常我在沒有更新的

心思裡，總還覺得『我應該要再做什麼？』、『我好

像做得還不夠？』、『做得還不夠好』『我很不夠格，

因為我沒有辦法像有些聖徒做得那麼多、那麼

好…』。但信息裏說『恩典』是白白的，不因我們的

好與壞而改變，也不用我們做多做少來得多得少，

並且恩典不是債款，當時得救不必還，將來也不必

還。若後來我們事奉神，也是因主愛的激勵，因那

靈的能力，不是為還債。我們的事奉只該是因著愛

神而主動、甘心並樂意的來事奉。（吳張馨云姊妹） 

    本週對於別迦摩教會的得勝者所得到的兩個

應許，特別地有感動，這兩個應許是隱藏的嗎哪和

白石。這得勝者是成為主忠心的見證人。站在神的

這邊反對召會與世界的聯合。堅守主的名，沒有棄

絕主的道。盼望神開我們的眼睛使我們知道得勝者

的路是什麼，使我們能夠得着隱藏的嗎哪，就是將

每日嗎哪的經歷溫習一遍，我們經歷過的困難，流

淚，痛苦就變成以後的溫習，到了那一天，主要擦

乾我們的眼淚，賜我們一塊白石，因我們是變化過

的信徒，白石上寫著我們的新名，說明我們被變化

的經歷。這新名只有主和我們自己知道，何等奧

秘！(劉瑞琴姊妹) 

 

    在第三堂課裏認識啟示錄裏的別迦摩召會因

著與世界聯婚，便成了堅固高塔的召會，裏頭有巴

蘭的教訓使召會從生命轉到教訓，使信徒不能享

受基督做生命的供應轉去拜偶像，還有尼哥拉黨

的教訓，更破壞了基督身體之肢體的功用，無法彰

顯神在信徒身上的作為。 

    我更寶貝對啟示錄二章十七節所提到隱藏的

嗎哪及ㄧ塊白石，它是我在生活很貼近並激勵的

獎賞，我也在與同伴讀經時ㄧ同分享並鼓勵彼此。

有ㄧ個同伴分享她因ㄧ次的車禍，看不到聖徒為

她的事有任何的幫助及關心，感謝主，我便跟她分

享了這段經節，並岔開她軟弱的點，我跟她彼此勸

勉，鼓勵她，應該看重的乃是藉著車禍事故，如何



經歷與主ㄧ同渡過ㄧ切的無助及害怕，並且主如

何成為她隱藏的嗎哪，這是有流淚、有過程的回

憶，是只有她和主才知道的，也是她因主得勝、主

給她的賞賜。我們若這樣經歷，將來我們都要因每

次的苦難從主得獎賞。(賴張素華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