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10/31(週一)~11/5(週六)，內容為『回歸召會的正統』：在士每拿的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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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六)、11/19(六)早上八點至下午四點，於進士會所舉行。請眾召會弟

兄們彼此邀約共同進入職事信息與負擔，在異象中堅固我們，作主明亮的使者，顧惜祂的召會，成
為今時代的得勝者。 

七.日間班成全日間班成全日間班成全日間班成全：：：：因姊妹們參加集調緣故因姊妹們參加集調緣故因姊妹們參加集調緣故因姊妹們參加集調緣故，，，，原訂原訂原訂原訂 11/311/311/311/3((((週四週四週四週四))))暫停一次暫停一次暫停一次暫停一次，，，，11/1111/1111/1111/11((((週五週五週五週五))))上午同時間補課上午同時間補課上午同時間補課上午同時間補課。。。。 
八. 青少年本週晨興追求材料：聖經之旅第七冊：第十五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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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收到奉獻款約 7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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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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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10/24)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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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1 -- -- 9 11 -- 5 8 -- -- -- -- 15 

礁溪鄉召會 31 11 19 19 1 -- 18 2 2 -- -- -- 34 

壯圍鄉召會 5 4 3 7 -- -- 6 7 -- -- -- -- 10 

員山鄉召會 42 -- 9 9 18 -- -- -- -- -- -- -- 46 

蘇澳鎮召會 17 7 9 4 7 -- -- 8 1 -- -- -- 25 

大同鄉召會 7 -- 4 77 5 -- 8 10 -- -- -- -- 11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37 -- 11 11 9 -- -- -- -- -- -- -- 40 

延平區 25 -- 9 -- -- -- -- -- -- -- -- -- 25 

進士區 52 -- 3 20 9 -- -- -- -- -- -- -- 55 

青少年區 38 -- 3 37 2 -- 4 13 -- -- -- -- 47 

合  計 265 22 70 193 62 0 41 48 3 0 0 0 308 



                   在事奉上與主聯合（下）            2016/10/30 第四十八期

事奉主的三要點  

    我們永遠要記得，事奉主乃是與主配合作主的

工，與主配合應付主的需要。在事奉主的事上我們必

須清楚三個大點。 

第一我們必須看見，主的工作是主調和著人作

的。不是主單獨作，也不是人單獨作，乃是主聯合著

人一同作；並且要讓主作，因為他是主。 

第二，我們必須看見我們需要剛強站起來，與他

合作，以應付他的需要。 

第三，我們需要看見，甚麼時候我們一站起來，

立刻我們就要在主裏面倒下去 。 

許多時候，主要我們打住，我們打不住；主要我

們起來，我們起來時，主說，『你要倒在我裏面。』

我們能嗎？我們能不用手腕，能不用辦法嗎？從

1946 年起，我和弟兄們一同事奉主至今，每一次遇

到難處，我總是學習不用手腕，不用人的辦法。我們

懼怕手腕比懼怕犯罪還厲害。這並不是說我們比別

人笨，沒有高明的手腕；而是要認識我們所事奉的是

誰，不需要我們用手腕。 

這三個重點，乃是所有事奉主之人必學的功課。

站不起來的人就是不容易站起來；站起來的人就是

不容易倒下去。凡能站起來，並且站起來又能倒下去

的人，在神面前才有用處。能在神的工作前停下來，

也能在他的呼召下站起來，並且能在祂的功用上倒

下來的人，才能事奉神，才能治理召會。 

 

問答 

問問問問：：：：事奉主不能用手腕，但又需要靈巧。請問靈巧與

手腕如何分別？ 

答答答答：：：：馬太十章十六節說，『看哪，我差遣你們去，如

同綿羊在狼中間；所以你們要靈巧像蛇，純真像鴿

子。』『靈巧』是指要躲避別人所給你的難處及傷害；

『純真』乃是不傷害別人。靈巧是要避免別人所給你

的傷害，所以，不是用在聖徒中間的。靈巧與手腕不

同；手腕是為著達到自己的目的，靈巧是為著避免受

到別人的傷害。 

  問問問問：：：：彼得沒有條件的跟從主，是因他先碰著了主，現

在我們沒有碰著主，該當如何？ 

答答答答：：：：彼得所以爽快的答應主的呼召，是因彼得遇見了

主。每一個得救的人，都是在他的靈裏遇見過主的

人。只不過有的人遇著的厲害一點，有的人遇著的輕

微一點。同樣的，每一次當一個人遇著主時，在他裏

面多少都會有一點要求，那個要求就是呼召。我們不

怕人裏面沒有遇見主，我們就怕人遇見了主，卻是馬

馬虎虎，不爽快，不絕對。人沒有遇著主的時候，不

必答應主的呼召；但若是得救蒙恩，遇著主，碰見了

主，就當立刻答應主的呼召。我們的蒙恩、得救，豈

只能遇著主一次。許多時候，我們在路上行走，主一

次又一次的來到我們跟前。問題是當祂碰著我們時，

我們的反應如何？所以，所有的問題不在於我們碰

著祂、遇見祂，乃在於我們答應的太慢、太遲鈍。 

問問問問：：：：摩西的蒙召是不是在八十歲以後？ 

答答答答：：：：如果我們查考摩西蒙召的時間，應該是在創世以

前他就蒙召了。我們看見神在摩西身上幾步的預備。

第一，神為他預備敬虔的父母，在他出生後就把敬虔

的思想灌輸到他裏面，第二，神預備埃及王宮的環

境，使他受了當代的教育，好叫他能夠帶領以色列

人。第三，因著父母的傳輸，他有了敬虔的思想，這

使他有一個觀念，要拯救以色列人。就他而論，他的

這個觀念，乃是神呼召的開始。第四，神為他預備曠

野，來訓練他的性格。神叫他在曠野牧羊四十年，使

他像堅鋼在火爐裏受鍛鍊一樣。到了各種環境都安

排成功時，神纔清楚的進來呼召他，這時神的呼召就

完成了。在我們身上，原則也是如此。我們回顧以往，

就能見證我們的蒙召，也是神在已過就豫定的。然後

到了一個時候，他把我們安排在適當的環境中，他不

讓我們過去，我們也就在那時，答應了神的呼召。(摘

錄自認識生命與召會第十八篇) 

 



學生工作------------------------------------------------------
----------現況蒙恩交通

 

    感謝主，聖靈在學生這環動了善工，這學期各年級各有新生加入，在學生中間注入新的活力。在復興

這道水流中，林志漢弟兄家打開，固定於週二下午六點愛宴大專。大專固定十位前來吃飯，不定時有同學

受邀吃飯，最多到十五位；週三於宜蘭大學的教穡大樓 409 教室上社團課，經營自己的聚集；上一週大專

弟兄打開自己租的公寓，邀請大專弟兄一起開伙，住同棟的學弟也同來吃飯，得眾人的喜愛。 

 

    高中弟兄排於週三晚上六點於林新發弟兄家，叫學生調在一起，裏外得飽足。週五於吳明標弟兄家有

高中姊妹排，國中排在劉祐伊姊妹家。讚美神，在眾民面前有恩典，學生往前的時候，我們也需跟上聖靈

的工作，托住主的祝福，學生需要一個個的家打開為著他們，作一個站口叫人心快樂，正確的餵養總是使

人快樂，我們都同有分這樣的福分，樂意為青年人花費。(沈國偉弟兄)             

   

 

晨興拾穗-----------------------------------------------------
--------在以弗所的召會 

 

    啟示錄二至三章給我們看見，我們需要回歸召會的正統--甚麼是主真正所喜悅的，甚麼是主所定罪的，

以及甚麼是主對於召會所定的道路。一個人若真要走主的道路，就必須要看啟示錄二至三章；今天召會出

了問題，啟示錄就告訴我們怎麼作；若不從這兩章去尋覓道路，就不知道怎麼作基督徒。 

     在主給以弗所召會的書信中，有四個主要的點－愛、生命、光和燈臺。我們不該離棄主作我們起初

的愛，並且我們必須行起初所行的。離棄起初的愛是歷世代以來召會失敗的根源和主要原因。恢復起初的

愛，就是在凡事上以主耶穌為第一，為基督的愛所困迫，不僅為主活著，更向主活著。起初的愛必須是在

凡事上-在大事上和小事上－讓神、基督、主，我們的主人作第一位。而『起初所行的』乃是因著『起初

的愛』所發出的行為，也惟獨受主愛激勵的工作纔是金、銀、寶石。我們對主若有起初的愛，就會恨惡尼

哥拉黨的行為，這也是主所恨惡的。尼哥拉黨是指一班認為自己高過一般信徒的人；無疑的就是宗教的階

級制度，在正常的召會生活中，不該有聖品階級，也不該有平信徒，因著居間階級破壞神經綸中普遍的祭

司職任。像以弗所這樣好而有次序，正式的召會生活裏，我們需要喫基督作生命樹，然而在召會的墮落中，

宗教及其知識偷偷進來打岔在基督裏的信徒，使他們不能喫祂這生命樹；喫生命樹，就是享受基督作我們

生命的供應，該是召會生活中首要的事。召會生活的內容在於享受基督；我們越享受基督，召會生活的內

容就越豐富，我們若要享受基督，就必須用起初的愛愛祂。我們若離棄對主起初的愛，就要失去對基督的

享受，並且會失去耶穌的見證，結果，燈臺就要從我們挪去，不能再作神忠信的見證，失去在神面前的地

位，不配再作主見證的召會。 

    愛與生命樹有關，生命與光有關；愛、生命和光乃是三而一，我們若承受基督作我們的愛、生命和光，

就會在我們所在的地方，如同燈臺照耀，持守耶穌的見證，所以我們必須記得這四個辭--愛、生命、光、

燈臺。我們必須在各方面，在凡事上讓主耶穌居首位，以恢復起初的愛。這樣，我們就會享受祂作生命樹，

而這生命立即成為生命之光，我們也會成為照耀的燈臺，作耶穌的見證；這至終要成為我們的賞賜，不僅



在今世，更是在來世，在千年國裏，在神的樂園裏享受基督作我們的賞賜。 

 

蒙恩見證------------------------------------------------------
家打開，帶進繁增之福

    

新詩第 69 首，「天地廣博，浩瀚長濶，何處是我神的居所？殿宇何大，祭祀繁華，但神的心卻不在它；

永世計劃，終久記掛，救贖所達，智慧所誇。天上心意得滿足，地上需要成祝福，全都在於罪人的家；稅

吏的家，貴人的家，寡婦的家，獄卒的家，以至所有信入主的家，千千萬萬像你我的家；因著蒙恩我打開

家，天地之主請來此歇下，神人同居又美又佳，即使天上亦無此畫！」 

    2016 年九月初宜蘭眾召會同心合意進入「百日復興」的水流，每天早晨 06：30～08：30，聖徒們來到

各會所晨禱，晚上下班後實行排聚集，將家打開愛筵聖徒、親朋好友，過彼此「顧惜、餧養」甜美喜樂的

召會生活。 

    為了加深、加廣「百日復興」的水流，召會擇用週末晚上 19：00～21：00 於進士會所，作成全訓練；

已過十月十五日(週六)晚上是第一次聚會。今將參加成全訓練所得益處謄列以下： 

家的重要 

    從神經綸的眼光來看，「家」是蒙神救贖的單位，也是事奉神的單位。神的祝福總是聯於基督生命的繁

增，而家打開即是其中一項具體帶進繁增之福的實行。召會中若有許多的家願意打開並有合式的 

配搭，就會有許多的聖徒被成全，也會有許多的新人被帶進來。 

聖經中「家打開」的榜樣－亞居拉、百基拉 

    聖經談到百基拉和亞居拉這個家時，都是將百基拉寫在前面（徒十八 18；羅十六 3），這是說出百基拉

這位姊妹領頭過召會生活，服事主不落人後。當他們住在羅馬時就把家打開為著召會（5 上），到了以弗所

（徒十八 18~19），在以弗所的召會也在他們家中（林前十六 19），他們無論在那裏，都甘心樂意把家打開，

為著主和親愛的聖徒。在當時，他們是以製造帳棚為業（徒十八 3），當服事上有需要，他們也願意放下一

切跟隨使徒保羅往前（18）；在他們身上給我們看見「地上的工作是副業，服事主纔是正業」的榜樣。 

神的祝福聯於生命的繁增 

    在舊約中耶和華向亞伯拉罕顯現說，『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我必使多國從你而立，多王從你而出』

（創十七 6）。當亞伯拉罕經過試驗，耶和華起誓說『論福，我必賜福給你；論繁增，我必使你的後裔繁增，

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二二 17）。這裡的「大福」，不是家財萬貫，也不是學位、升遷、妻子、房子、

或肉身的兒女。神所賜的大福，特指繁增屬靈的後代。「生養眾多、昌盛繁茂」，就是神所賜的大福。 

在新約約翰福音十五章主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裏面的，我也住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

子……。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約十五 5，8）。葡萄樹不是以它

的花朵或枝子著稱，乃是以它纍纍的果實彰顯生命的豐富而聞名。主是葡萄樹，我們是枝子，藉著「接枝」

生機的聯結，我們住在主裏面，並與主共享一個調和的生命，使我們成為祂的繁殖和榮耀的複本。 

為著盛裝神的祝福我們該將「家打開」作為召會生活的據點 

    家是神命定之路的命脈，在新路的實行上需要許許多多的家為主打開，無論作兒童排、青少年排、青

職排、社區小排、讀經排、或作晨興、禱告、傳福音、家聚會，這些都與神的經綸發生重大關係。這次訓



練的負擔，弟兄一再的提醒我們要每天規律的讀聖經裝備真理；『開家開排』的服事，啟發聖徒生機的功用，

使每一個家成為福音站、真理站、以及召會生活站，好帶進繁殖與擴增。(冉冠群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