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10/17(週一)~10/12(週六)，內容為『回歸召會的正統』，榮耀的基督作為在金燈臺

中間行走之人子的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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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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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進士會所球場等工程：需經費 80萬，目前已收到奉獻款為 422,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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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位姊妹報名參加。 
七. 宜蘭市召會宜蘭市召會宜蘭市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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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與板橋青少年相調：10/22~10/23於進士會所，人數約 45位，10/22(週六)需住一晚，請弟兄姊

妹打開家，愛裏接待。接待總管：李建廷弟兄(0918-057242)、林世麟弟兄(0935-280000)。 
九. 水流之音聖樂團於 10/16(本週日)晚上 7：30-9:30，於宜蘭市演藝廳(宜蘭市中山路二段 482號)有詩

歌福音聚會，請為此多有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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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參加者請向邱淑眞姊妹(0919-912646)報名，目前已有 3人報名。 
十一.青少年本週晨興追求材料：聖經之旅第七冊：第十三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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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秀玉(車禍住院)。 

 人數統計 (10/3~10/9)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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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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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3 9 -- 7 5 -- 6 8 -- -- -- -- 14 

礁溪鄉召會 36 13 18 22 -- -- 20 9 1 -- -- -- 37 

壯圍鄉召會 7 4 4 -- -- 1 6 6 2 -- -- -- 9 

員山鄉召會 40 25 7 -- 8 -- -- -- -- -- -- -- 44 

蘇澳鎮召會 17 9 8 10 9 -- -- 7 -- -- -- -- 21 

大同鄉召會 12 8 6 14 7 -- 8 11 2 2 -- -- 21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42 19 18 18 10 -- 10 11 -- -- -- -- 48 

延平區 23 10 6 -- 2 -- -- 7 -- -- -- -- 26 

進士區 47 6 2 22 9 -- 1 1 -- -- -- -- 55 

青少年區 32 8 8 35 6 -- 6 16 -- -- -- 28 47 

合  計 269 111 77 128 56 1 57 76 5 2 0 28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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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面盡力學習應付主的需要 

    我們要起來應付主的需要，這個『起來』包括很

多方面。在世界裏，只要有一門長處，就可以有飯吃；

但是在事奉主的事上，門門都要強，甚至靈、魂、體

都要強。一個在主面前有用的人，就是一個有了主的

命令，整個人立刻都起來的人。他能運用他的思想、

意志、情感，像運用他的靈一樣。他知道怎樣管制、

供應並支配自己的身體。在大小事上，他都能起來應

付主的需要。  

    我們若要事奉神，就得學習在神面前，把自己這

個人停下來；同時，要學習在神面前，把自己整個人

帶起來。其中的每一點我們都要學。這不是一天或一

時的問題，乃是天天、時時，長久的事。 

    我們一再的說，你們要應付主的需要，就要在

各方面都有準備。事奉主的確需要是萬能的；沒有

一個人能說，他已經夠資格應付主的需要。主在事

奉上的運用，是需要人的『萬能』。這不僅是外面的

預備，更是裏面的預備；我們的靈要清潔、新鮮，

滿有主的同在，並且剛強，認識屬靈的道路。這都

是我們必須學習的。許多時候，我看見聖徒們在那

裏，好像無事可作，心裏就很難過。怎麼會無事可

作呢？ 若是我們都不斷的盡力學習，我們定規有作

不完的事。 

    另一方面，我們實在讀書讀得太少。按理，我

們每週應該讀一本新書。今天，我們中間一年沒有

讀一本書的人很多；這不能說我們不懶惰。這種光

景長久下去，我們怎能應付神的需要？ 

    請記得，沒有一個事奉主的人，可以遊手好閒，

無所事事；沒有一個可以這樣。每一個人都該把時

間好好規畫過，或是禱告，或是看望人，或是作整

潔，或是預備材料等，都要有所定規；這是需要學

習的。我們要事奉主，要成為有用的人，就得天天

學，並且不斷的學；否則，我們的命定就是無路可

走。所以，請我們千萬記得，在事奉上，自己這個

人一定要打住；但在應付主的需要上，一定要絕對，

要起來。 

 

預備自己 

    從提後二章我們看見，一個事奉主的人，要合乎

主的使用，首先必須學習潔淨自己。（21）所以，對

那些不正常的地方，不聖潔的場所，是非之地，都不

要有分，好使我們不受任何的玷污。我們天天都要學

習，天天都要受對付。這就是提後二章的意義。我們

若能這樣預備自己，有一天，當聖靈明令時，我們就

能應付主一切的需要。所以，無論如何，我們聖經要

讀得好，屬靈書報要讀得多，並且從現在起，就要學

習怎樣運用時間，使我們能更多應付主的需要。 

 

操練七個禱告的要項 

    我們都知道，召會的服事是有路線的，有福音的

路線、生命的路線、以及作事的路線等。在我們操練

時，都相當注意早起的時間，找地方禱告，讀撒上一

章、四章、六章、七章，看哈拿如何禱告得答應，並

有禱告的交通。總括來說，禱告有七項： 

第一為著神，第二為著召會，第三為著國家，第四

為著聖徒，第五為著人來信主，第六為著猶太人， 

第七為著自己。 

    第一求神的國降臨。第二求復興召會；為服事者

禱告，包括長老、執事、排負責等。第三為國家，為

執政掌權者禱告；為在上位者的健康、智慧禱告，使

我們能平安敬虔的度日，使福音得以廣傳。第四為眾

聖徒的缺乏禱告，為失迷的，為聖徒的長進禱告；為

能參加追求聚會，參加分班的禱告。第五，為打發工

人往外傳福音，為親友、同事的得救禱告。第六，求

神祝福猶太人，使他們悔改信耶穌。第七，為自己的

蒙光照、認識自己的需要禱告。求主潔淨我們，使我

們脫離罪惡，沒有過失；求主賜智慧、啟示的靈，使

我們能認識神的旨意和法則。 

(摘錄自認識生命與召會第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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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聖徒們的實行，我們可以印證，召會生活不盡然都需要在聚會中，或者說在會所裏。過去，在召會

聚會之外，就沒有召會生活；弟兄姊妹不來聚會，就沒有召會生活。所以，我們總是把人帶到聚會裏。當

時，為著鼓勵弟兄姊妹聚會，我們的確說過，召會是會，所以需要聚會。然而事實證明，召會生活不盡然

都需要在聚會中。有的人因著環境、處境、經濟狀況，有職業及家庭的問題，不許可他多聚會。若是一直

勉強他來聚會，反而會造成隔閡，引起反感。所以，現在我們要去俯就人，幫助人過召會生活。若是他的

環境不許可他多聚會，我們就需要私下供應他生命，幫助他在家中也能過召會生活。 

     我們應該在排中加強召會生活，並要在信徒家中加強召會生活。或許他不能來大聚會，但我們可以帶

他一週有一次小排聚會；這樣，相信百分之八十不聚會的人都能作到。在排聚會裏，他就可以有召會生活。

若是有人連排聚會都不能來，我們就把聚會送到他家；也許二週或三週一次，甚至一個月一次，為著使他

能聯於召會，最低限度也維持一部分的召會生活。我們不能只有呆板的集中聚會；這樣的聚會若有人不能

來，我們需要讓他知道，他在家中也能愛主，也能過召會生活。因為無論是家聚會、或排聚會，都是召會

生活的一部分。一年當中，只要有幾次特別的大聚會，其他都在家裏、在排裏過召會生活。 

      其次，召會生活不需要過於尋求劃一。當初在耶路撒冷，信徒有好幾萬，他們也無法一致，無法常常聚

在一起。所以，要就地，就著環境，帶人過召會生活。這其中有很大的學問，需要我們花工夫研究。為此，

我們必須殷勤，徹底研究，使召會生活能找出一條出路。 

  （摘錄／主恢復中劃時代的帶領 6-人人盡功用使召會得擴增／第五篇） 

   

雲彩圍繞---------------------------------------------------------
--------------蒙恩分享 
 

 百日復興 
    自從吹號百日復興，我雖投入這流中，卻隱藏在

群組中當觀眾，享受別人的分享。已往也不太分享經

歷，總覺得低調較好，因個人也喜歡~消失在身體裏。

直到參加討論《小排操練及餵養分享》，才感覺到主

動分享經歷的必要性。為此，我們還與幾個家交通。 

我們的結論是： 

    一、為著召會的建造，在身體的原則裡，我們總

是需要許多肢體的配搭、分享、堆加，使召會生活更

豐富完整。也分享給兒女，讓她們知道父母在召會做

什麼。 

    二、每當主的行動中有轉彎時，就需要加倍、堅

固、加強，好成為拐角的板，為著召會的建造。主在

祂的恢復裡所作的轉彎與行動，總會使我們有些困

惑，也難以了解。我們無法了解帳幕拐角的一切細節，

然而藉著大家的分享，新路就越顯明出來。也讓帶領

的服事者，看看葡萄發芽開花沒有，石榴放蕊沒有；

使他們能知道如何調整、堅固，或得著安慰和鼓勵。 

    三、而且，我們必須一直受人察驗、試驗與印

證，好使我們得以平衡。否則，我們就會乖僻，走

入極端。 

    我們中間沒有人能說，他從來沒有從主那裏領

受過甚麼；就是我們中間最小的一個，也從主領受

過一分恩典。你當花費這恩典，盡力使用這恩典。

只要分享你從主所領受的就好了。（黃劉凱芳姊妹） 

 

 日間成全     
    感謝主！在詩歌讚美這堂課中一面我們接受

教師的傳輸，另一面則在分組中，再來細細地享受

歌中的豐富。弟兄姊妹將摸著的與我們分享，其中

以『永分』、『早晨』較多人摸著。神就是我們的永

分，而我享受的是因神的生命，我們當歌頌祢名，

接受祢的恩典。我們歡樂，因我們歸羊群。 

藉著這次的姊妹集調，兩三個聖徒一同配搭去



看望尚未報名的姊妹。由於看望和交通，使她們靈

裏有感覺的，就立刻報名繳費，另有兩三位尚在尋

求交通中。我們看望的負擔是使她們能有分於身體

的相調，實際地歸回羊群。（吳呂琪峰姊妹） 

身體交通--------------------------------------------------主在

德國法蘭克福的行動 

親愛的聖徒們，願你們平安喜樂，讚美主！福

音的白馬正在歐洲這地奮力奔跑，騎在白馬上的

那一位已經出去，勝了又要勝！七月初第七梯次

福音行動結束，共有超過一千位的聖徒前來德國，

有分主在德國四個主要城市福音開展的行動。藉

着身體的配搭，主在各地傾倒祂的祝福。 

在法蘭克福一地，藉着開展聖徒和當地聖徒

同心合意的配搭，共有約四十位以上的中東移民

受浸歸入主名，他們大體來自伊朗。在福音開展的

前幾梯次，雖然名單上敞開的福音朋友有許多， 

但是聖徒們迫切向主要人得救受浸。記得我們當

時最常有的禱告是：『主，求你在這些移民中間得

着一些關鍵的人，好打開難民營中間福音的門！』 

主的確是聽了聖徒們的禱告，大概從第五梯次開

始，得救的人數就直線上升，並且常是受浸的新人

邀約身旁的朋友，然後帶他們受浸。我們在這裏真

是見證聖靈在人身上奇妙的工作和身體配搭所結

出成串的果實。我們也禱告主能打開說阿拉伯語

國家福音的門，正如祂在伊朗人民中間所作的！ 

對於這許多得救的新人，當地的弟兄們在主

面前禱告尋求牧養他們的路，盼望他們不但能成

為常存的果實，更能成為召會建造的材料。藉着與

其它三個城市配搭弟兄們的交通，這裏開始了週

週固定的新人成全聚會。雖然參加的新人人數上

上下下，但藉着弟兄們週週堅定持續的真理傳輸

和生命經歷的分享，主已經顯明了一班對主話特

別渴慕的新人，其中包括兩個家。主也藉着身體的

扶持供應豫備了一個弟兄之家，目前已有四位弟

兄入住，操練過團體的神人生活。另外，一位從一

月底就有分福音行動的波斯語翻譯，藉着連續幾

個梯次聖徒的牧養和聖徒在神面前迫切的代禱，

終於在兩個月前受浸得救。這幾個月她不僅堅定

持續配搭翻譯服事，得救之後更竭力在主日聚會

中操練申言。求主也帶她的先生過受浸的關，能全

家一同事奉主。願主在德國這裏得着一班被真理

構成的柱子，一同背負主在他們民中的見證！ 

在已過的數個月間，六個家接續移民到法蘭

克福。這些家都在各地的召會服事多年，並忠信實

行神命定之路。他們的前來成為我們原初這三個

家和幾位單身聖徒極大的加強和鼓勵。藉着身體

的交通和扶持，在已過五月中的全德語區特會中，

我們開始了第一次的擘餅聚集。我們的心何等喜

樂，主在法蘭克福恢復身體一的見證。這些日子我

們這些家從主領受活力排的負擔，盼望藉着多而

又多的交通和禱告被調和在一起，使我們能有真

實的同心合意。許多的負擔需要身體的代禱，一同

爭戰，特別是對德國當地人福音的負擔。我們真是

祈求主將福音的火丟在各大專校園裏，丟在我們

身旁的社區，丟在職場中！主阿，願你在這些年間

在德語世界復興祢的工作！ 

主在德國法蘭克福的行動，代禱事項： 

一、約四十位已受浸的聖徒，能成為常存的果子， 

留在召會生活中。 

二、每週三次的新人成全聚會，滿了真理啟示的傳 

輸。 

三、法蘭克福九個家相調一起並同心合意實行活 

    力排。 

四、校園工作有突破，得着本地德國青年人。主恩 

洋溢！      ------（殷宗義弟兄夫婦於法蘭克福） 

 

 

 

 

 



 

 

 

 

 

 

 

(文章轉載自台中市召會全球資訊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