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本週進度『出埃及記結晶讀經(八)』，晨興聖言第十一週：製作帳幕的人，以及安

息日與建造工作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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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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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位姊妹報名參加。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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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參加者請向

各召會、各區負責弟兄報名並繳費。統一匯整至盧阿水弟兄（0920-254-969），報名截止日至 10/4。 
八. 宜蘭市集中禱告聚會：10/4(週二)晚上 7：30~9：30於宜蘭市進士會所集中禱告。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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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2016秋季長老同工訓練教材訂購：中英文綱要與晨興聖言，此為要來眾召會晨興所用追求材料，請

向眾召會、各區書報服事者訂購。 
十一.青少年本週晨興追求材料：聖經之旅第七冊：第十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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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10/4(週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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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統計 (9/19~9/25)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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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6 11 -- 8 8 1 5 8 -- -- -- -- 17 

礁溪鄉召會 33 11 16 22 -- -- 19 7 2 -- -- --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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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山鄉召會 43 21 10 14 17 -- -- 7 1 -- -- -- 44 

蘇澳鎮召會 19 8 8 7 8 -- -- 7 1 -- -- -- 22 

大同鄉召會 8 5 4 12 10 -- 9 9 -- -- -- -- 16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49 -- 14 -- 1 -- -- -- -- -- -- -- 56 

延平區 28 9 7 11 3 -- -- -- -- -- -- -- 32 

進士區 52 8 5 22 11 -- -- -- -- -- -- -- 56 

青少年區 21 9 10 31 11 -- 5 11 -- -- 21 31 37 

合  計 272 87 80 115 63 0 46 76 5 0 28 28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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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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二字，原文意思是能

彀應付主人的需要。『主人』一辭，指名我們雖然作一

件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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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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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裏，我們能看見，人的意見有時會和神的

意見相同。然而，人就是在這相同的點上，打岔了神

的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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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事奉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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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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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中間定規有會所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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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出埃及三十一章一至六節，我們看見製作帳幕的三班人；首先是工頭比撒列，他是在神建造上領

頭的人，也是受神恩典蔭庇的人。我們的名字都該叫作比撒列。我們都該是那些受神蔭庇的人。這使我

們脫離許多攪擾我們的事，並使我們留在平安的處境和光景中，作建造的工作。凡建造神居所的人，也

都當滿了光，都當是自由、尊貴、清潔而純一的。 

其次是亞何利亞伯，他是與比撒列同作工頭的。比撒列屬猶大支派，就是君王的支派；亞何利亞伯屬

但支派，是低下的支派。這指明神居所建造的工作，必須由神所有的子民來完成。 

    製作帳幕的人需要心中有智慧，從神得着智慧、悟性和恩典，並且心中受感，好建造神在地上的居所。

惟有神的靈才能藉著我們建造祂自己的居所。我們需要被神的靈充滿，有知識、悟性、智慧、能作各樣的

工，使我們能從事建造的尊貴工作。我們要被神的靈充滿，就需要樂意爲神的建造作些事情，並且我們必

須放棄天然的才幹，還必須在禱告裏倒空自己，向神完全敞開。我們就有智慧在神聖的性情裏作工，將人

所需要特別的基督服事給他們，爲着他們在生命裏的長大以及神的建造。 

    在帳幕建造的囑咐之後，耶和華神論到安息日的話；『你們務要守我的安息日…….，要世世代代守這

安息日爲永遠的約。這是我與以色列人之間永遠的記號……..』(出三一13、16、17) 。人受造不是爲了作

工，乃是以神爲滿足，並與神一同安息。人的第一日乃是安息的日子，這立定了一個神聖的原則—神首先

以享受來供應我們，使祂作我們的力量、能力和一切，使我們能與祂同工，爲着建造召會作基督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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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今時代的水流 

 
    我我我我得救很早，和許多弟兄們一樣，很早就願

意學習把自己奉獻給主，願意事奉祂。可是今天回

想起來，重新來看我們當初所作的是甚麼樣的工

作？我實在是覺得，為著這時代主能說的這些話，

如果我當時能聽見，或者當時聽見有反應，那就該

有多好，偏偏這些話我是聽了十年才聽見，所以投

身在這水流中是很後期了，但是無論如何，是主的

憐憫，逐漸看見在主的恢復中，真的是只有一道的

水流。我不應該離開水流作任何的工；我應該學習

在這水流中作工。所以，今天人常問我，你今天的

工作怎麼作？我說：我現在和過去作工不一樣，過

去我只在我的度量裏、在我的範圍裏，看我如何服

事人。 

    我相信，你只要忠心，大概跟我的心情都是一

樣的：我如何勞苦？我如何服事人？我如何把人

服事起來？我如何使我所服事的地方能夠興旺？

是不是呢？可是蒙主的憐憫，現在我學習不從自

己說：我如何服事人？我把人帶到甚麼情形？我

只留意這水流今天流甚麼！如果我是一個忠信的

人，能夠把水流帶過來，我就是在作身體的工作，

我就是在作水流的工作，而我不是在作我自己的

工，而且這個工不是我會作的。這信息也不是我會

講的，我如果沒有主僕人的幫助，我根本講不出這

種信息來。我的程度很低啊！我怎麼能幫助人到

基督的身體裏呢？ 

    所以感謝讚美主，我看見今天在主的恢復裏，

我很低，這東西很高；我很遠，主僕人的信息很應

時。那請問今天我應該作甚麼工作呢？我越被量、

越被量，這些年我就懂得了，其實我不需要從自己

考慮那麼多、說那麼多、作那麼多，我只要學習怎

麼把主僕人今時代的說話，成為我們所在地普遍

的說話。我裏頭很受警惕！如果我不學著這樣作，

在我所在的地方，對主恢復今時代的說話就完全

是陌生的，搞不清楚的。如果我忠信的這樣作，這

就不是我的工作，這根本就是主在這時代職事裏

的說話，我很簡單的我只要把這水流引進來就可

以了。 

   李弟兄曾經跟我們這樣說，你們要學習自己進

入，然後把這樣的高峰真理，像教小學數學一樣教

你們的新人。這意思是說：人人都能懂，只是你不

會講；人人都能懂，在於你怎麼教；人人都能懂，

就是水流有沒有引進來。因此，所有的區負責、所

有的負責弟兄、所有在各地背負責任的，你我是很

關鍵的人物。我再說，在主的恢復中只有一道流，

這一道的流，被稱為生命的流；這一道的流，被稱

為交通的流；這一道的流，被稱為見證的流；這一

道的流，也是今日主工作的流。 

   歷世歷代，神只有一個工作，祂的水流只有一

個。甚麼時候我們和這工作出了問題，我們就從這

個水流岔出去了。巴拿巴在保羅的時代，他的傳福

音是出於爭競，就離開了這條水流。歷世歷代離開

水流的人太多了，但是，主所得著忠信的人，卻一

直留在這一道水流裏。 

    表面看，在保羅的時代，有許多的召會都棄絕

了他，好像這一道的流沒有了，但至終這水流越流

越旺。那些似乎是很多的、很興旺的，今天到那裏

去了呢？他的工作在那裏呢？結果在那裏呢？不

要等到主來審判，其實就已經沒有了。我們需要蒙

主的憐憫，要留意工作的內在元素，也要留意在一

道水流裏作工，你會覺得輕省、容易。學習自己在

水流中泡透，然後學習把你所泡透的分享給弟兄

們，那麼⼤家都會享受這時代的說話。然後，我們

一同「流」到這時代的水流裏，這個水流至終把我

們流到的，就是「建造基督的身體」。我不曉得弟



兄們，你們覺得怎麼樣？這話是不是「健康的

話」？是不是「滋養的話」？是不是我們「最需要

的話」？的的確確，我們需要蒙神的憐憫，來這樣

的作工，願主憐憫我們！祝福我們！（林鴻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