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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結晶讀經 ( 二 )

 前言
　在前一篇信息我們看過更換飲食，喫屬天的

基督作為神子民獨一的食物，好使我們能被基

督重新構成，能因基督活着，而成為神在宇宙

中的居所。本篇信息我們接着要來看『喝並湧

流在復活裏生命的水』，主要說到四件事：第一、

以色列人在曠野喝活水的背景；第二、甚麼是

生命的水；第三、喝生命的水；第四、湧流這

生命的水。

真理要點
　首先，我們來看以色列人在曠野喝活水的背

景及其屬靈意義。出埃及記十七章六節『我必

在何烈的磐石那裏，站在你面前，你要擊打磐

石，就必有水從磐石流出來，使百姓可以喝。

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長老眼前這樣行了。』這裏

擊打磐石是基督釘十字架清楚、完整且完全的

圖畫，表徵基督在十字架上被神律法的權柄擊

打，為使生命的水能在復活裏從祂流出來，流

進祂所救贖的子民裏面給他們喝（林前十 4）。

由此啟示出神在祂經綸裏的心意，是要作活水

的泉源、源頭滿足祂的選民，作他們的享受，

目標是要產生召會，作神的擴增及擴大，好成

為神的豐滿，使祂得着彰顯；神聖啟示的核仁

乃是神造了我們並救贖我們，目的是為了將祂

自己作到我們裏面，成為我們的生命和一切（耶

二 13，林前一 9）。

　接着我們來看甚是生命的水。從磐石所流出

的水，乃是在復活裏生命的水，從被擊打的磐

石流出的水，是在成為肉體、人性生活、釘死、

復活這些主要步驟成就之後纔湧流的；也就是

說，在基督進入復活以後，那靈纔能給我們領

受，作為我們喝並湧流的活水。而這生命水的

源頭是神羔羊（救贖的神）的寶座；因此，生

命水就是湧流出來，作我們生命的三一神。在

復活裏生命水的湧流，乃是為着建造基督的身

體，並豫備基督的新婦，二者都要終極完成於

新耶路撒冷（啟十九 7，二十一 9~10）。

　再來，我們這些在基督裏的信徒如何並湧流

這生命的水呢？在此我們簡要提及從救恩之泉

歡然取水的路：（1）需要認自己的罪；（2）

需要讚美主；（3）需要感謝主；（4）需要呼

求主的名；（5）需要向主歌唱；（6）需要傳

福音，使人知道基督所完成的；（7）需要在召

會的聚會中盡功用（賽十二 3~6）。 
　最後，我們還要留意從釘十字架的基督接受

活水，只需要『拿着杖』並『吩咐磐石』。拿

着杖就是在基督的死裏與祂聯合，並將基督的

死應用在我們自己身上和處境中。吩咐磐石就

是向基督這被擊打的磐石直接說話，求祂基於

那靈已經賜下的這個事實，將生命的靈賜給我

們（民二十 8，約四 10）。摩西沒有吩咐磐石，

反而稱主的百姓為背叛的人，並且擊打磐石兩

下。為這緣故，他雖然與神親密，被視為神的

同伴，卻失去了進入美地的權利。摩西該簡單

的吩咐磐石流出水來；今天我們若這樣對付神

子民的爭鬧，召會生活就會是榮耀的。

負擔應用
　一、操練藉着認罪、讚美、感謝、呼求主名、

向主歌唱，不斷從救恩的泉源歡然取水。

　二、操練藉着傳福音及在召會聚會中盡功用

而湧流這生命的水。

　三、在我們所說並所作一切關於神子民的事

上，態度上必須按照神聖別的性情，行動上必

須按照祂神聖的經綸，尊祂為聖，以避免在言

語和行動上背叛神並得罪神。（鄭高珍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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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力排的形成 (二 )    

那些在活力排裏的人，確定且絕對的

履行頭四個基本的要求
　為着要成為有活力的，並維持我們的活力，

有四個基本的要求是我們必須顧到的。我們必

須確定且絕對的履行這些要求。

親密而透徹的交通，使我們相調在一起
　第一個要求是要有親密而透徹的交通，使我

們相調在一起。我們相調的根據，相調的根基，

乃是我們的交通，而我們的交通必須是親密而

透徹的。

　徹底的承認罪、過犯、缺點、

錯誤行為等等
　第二點是我們必須徹底的承認我們的罪、過

犯、缺點、錯誤行為等等。我們必須承認個人

主義和單獨的罪。我們也必須承認我們罪惡的

天性、並其玷污、並其對世界污染的黏附、及

其老舊，求主用祂的寶血洗淨。這一切關於我

們罪惡天性的事，和我們墮落的人以及天然的

人有關，成為相調的真實攔阻，所以認罪是活

力排真實的需要。我們必須有透徹的交通，我

們必須承認這一切的攔阻，使我們能調在一起，

而能同心合意。

　徹底的將自己和自己的一切所有與

所作獻給主
　我們也必須徹底的將自己和自己的一切所有

與所作獻給主。要作有活力的人，並有活力排，

我們必須拚上一切。我們必須是有活力的人，

是得勝者，拯救召會脫離墮落。主乃要藉着祂

的得勝者，得着祂所渴望的。

　要作這樣的人，我們必須放下我們個人的權

益，以及我們對今生必需的憂慮，而向主立下

強的心願，並向主有絕對的奉獻。提後二章四

節說，『凡當兵的，不讓今生的事務纏身，好

叫那招他入伍的人喜悅。』我們若要作有活力

的人，就必須清除一切屬地的纏累。

　舊約有拿細耳人的原則。這是我們今日該採

取的原則。我們必須藉着彀多而徹底的禱告，

向主有拿細耳人的奉獻（民六 1 ～ 4）。在舊約，

一個人可以照着亞倫的等次，生來就是祭司。

但如果祭司的職任墮落了，主就有事先的豫備，

使別人可以藉着自願的奉獻，而成為祭司。在

墮落的時期中，需要有人自願的將自己絕對奉

獻給主作拿細耳人。

　施浸者約翰是拿細耳人（路一 15）。他生為

祭司，但他沒有照着亞倫等次的原則盡職。他

乃是照着拿細耳人的原則盡職。主用這人改變

了時代。他結束了舊約的祭司職任，也是新約

祭司職任的開始。我們要作新約福音的祭司（羅

十五 16），就必須向主有拿細耳人的奉獻。

不住的禱告，使我們被帶進素質與經綸

之靈的充滿與澆灌裏
　我們也必須不住的禱告，使我們被帶進素質

與經綸之靈的充滿與澆灌裏。裏外都充滿靈的

祕訣乃是禱告。我們必須在禱告的事上拚上一

切。

　在馬可十章那個想要看見的討飯瞎子，就是

這事的例子。他的禱告不是宗教的、形式的、

作文章的禱告。他乃是拚命向主喊着說，『大

衛的子孫耶穌，可憐我吧！』（48）。主就對

他說，『你要我為你作甚麼？』他回答說，『我

要能看見。』（51）。我們不需要形式、宗教、

作文章的禱告，乃需要迫切的禱告，直接告訴

主我們要祂為我們作甚麼。

　我們需要向主禱告說，『主阿，使我有活力！

使我活而有活動！我要作主恢復擴增的因素。』

我們也該迫切的禱告：『主阿，充滿我。將你

自己作為那靈灌輸到我裏面，灌輸到我的構成

裏，將你自己作為能力的靈澆灌在我身上。』

為了要有素質和經綸之靈的充滿和充溢，我們

必須操練我們的靈（提前四 7），不住的禱告，

（帖前五 17），以贖回光陰（弗五 16）。（關

於主的恢復和我們當前的需要，第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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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家裏都是傳統的宗教－道教，逢年過節

跟着父母在家裏到寺廟拜拜，覺得繁文縟節很

多。經過大小寺廟都要拜，沒拜就覺得沒安全

感。然後求個平安符放身上纔會感覺安心，一

路上就這樣走來。

　七年前，婆婆第三度中風，也是她最嚴重的

一次；右半身不遂，完全失去日常生活自理的

能力。看着中風的婆婆在身心方面極度不適，

心裏更是憂鬱。我雖長年在醫院工作，臨床也

照護過很多急慢性病人。然而，照護自己的家

人必需時刻，甚至要長期面對問題。身體的部

分可能藉着藥物可改善，但精神方面卻不是藥

物可以幫上忙的。

　苦惱之餘，我嘗試到佛教團體去找答案。三

年前正式退休，我開始參加佛學課程，每有學

習機會就盡量參加。二年多後我的丈夫驊騵偶

而題醒我：要留些時間給家人吧！我意識到這

溫和的抗議，就建議他和我一起學佛。但他每

次的答案都是：『等我退休後吧！』

　去年七月，很意外的從成大老同學得悉：闊

別三十多年的馮老師已回國。於是驊騵趕緊聯

繋見面。自從七月二十一日重逢以來，熱愛基

督的她總是竭力安排我們參加各種聚會，並隨

時分享她豐富寶貴的經歷，見證主耶穌是何等

奇妙的救主！起初，我是抱着『看看』的心情

參加召會的聚集。但是驊騵很單純，只覺得相

見恨晚，一再向馮老師表示：『我是迷失的羊，

該回家了！就等着受浸。希望能陪麗惠一起進

入神的國；請給她一點的時間。』

　我兒子馬以行在美國 Florida 大學從事分子生

物的博士後研究，時常碰到瓶頸，壓力很大！

我們愛莫能助，常鼓勵他尋求心靈支持的團體，

但他主觀性強，多年來並未因此參加任何團體。

當馮老師察覺我們對兒子的牽掛後，立即行動。

她竟找到最適合牧養以行的一對夫婦－張弟兄

夫婦，悉心照顧並帶領以行參加當地大小聚會，

幫助他認識並信靠主耶穌。就在三個月後的主

日相調聚會時，他竟然受浸了！

　兒子得救後，我們全家都感受到他的改變：

心情喜樂開朗多了！藉着呼求主名與禱告，他

不再為明天憂慮，不再帶着煩惱去睡。甚至在

清晨睡醒時，常有靈感，想出新方法解決問題！

　去年十月四日馮老師邀請我們參加第四大區

福音聚會，當天有一位弟兄受浸，我看到他的

妻子喜極而泣，兩個小女兒在旁感動、歡呼着

的一幕，很溫馨的畫面。那時我的心情如同補

充本詩歌『信的故事』－初次來這裏，聽他們

在說耶穌的事蹟，未曾聞過，但在我心坎有新

的感受，莫名的平安像股暖流，從他們臉上表

露的純真，我心暗想：真的有神！

　自去年十月八日起，馮老師帶我們參加每週

三晚上在黄弟兄家的讀經聚會，幫助我們認識

主耶穌和神的奧祕，並藉着研讀丶禱告享受主

的話。心裏漸漸覺得充實多了，變得很期待週

三的來到。

　到了今年一月上旬，驊騵告訴我：他經常在

禱告…。我也知道他在等我一起受浸，可是我

覺得我還在認識主耶穌的階段，沒那麼快吧！

直到最近一次讀經聚會時，楊弟兄題醒：『不

要想得很複雜，要簡單化。』是阿！我真的把

簡單的事複雜化了。因此，我試着敞開自己。

　一月二十五日晚上，我突然心事重重，睡不

好，半夜醒來，覺得很無助，那時我想起呼求

主名。而後不知不覺就睡着了！天亮醒來時驊

騵對我說：『我看妳半夜睡不着，就幫你禱告。』

我心裏很感動，即時回應他：『我也正想告訴你：

受浸吧！』他很訝異，問我原因，我說：就是

有個堅定的意念告訴自己：『我要受浸！』

　於是，一月二十八日晚上在會所門口剛好看

到馮老師從計程車出來，就立刻告訴她：『我

們決定下週三（二月四日）一起受浸！』她情

不自禁緊緊擁抱我；因她半年來一直在為我禱

告，盼望我倆在二月十日去南加州陪女兒生產

之前能一同受浸，遷入神愛子的國。…於是馮

老師立刻安排一切，我們的受浸聚會不僅原本

的讀經小排成員出席，還有近年在法國開展的

陳洵弟兄、台南市召會的一位負責弟兄王訓誠

弟兄和成大的徐立群弟兄夫婦、還有李慧曦姊

妹，共十六位聖徒抽空前來扶持，榮耀歸主！

陳弟兄還當場餧我們第一瓶靈奶－生命課程第

一課『知道得救了』。求主保守我們的餘生，

快跑跟隨祂，迎接主的再來。（馬驊騵弟兄與

馬林麗惠姊妹）

　　   －蒙恩見證－　



             2015.03.22 4
成全訓練─真理班─負擔交通

前言
　三月八日當天，全召會參加真理班的聖徒約

有二百六十位，分別在裕忠路會所及新營區會

所舉行。為着與會聖徒能有回頭的亮光，以及

為着那些因故而無法參加的聖徒們能補課，好

能即時趕上進度，在主的引導下，特將當天所

交通的要點整理如下，盼望那無往不透的聖靈，

親自在人的心裏作工，好成全神永遠的定旨。

追求真理的動機
 詩歌五百八十三首是我們眾人喜愛的詩歌之

一，其主題乃是『讀經 ─ 尋求主的話』。在短

短四節的詩歌中，總共題到十二次的『你』，

這裏的『你』所指的，就是基督自己這活的人

位。詩人用『尋求你』、『渴慕你』、『在乎你』、

『與你同情』、『與你同行』、『像你榮形』、『求

你祝福』、『為你生活』、『為你工作』，就

是要我們受題醒：當我們來追求聖經的真理時，

不光是要明白一些道理，或僅得着一些滋養，

最重要的，乃是要摸着基督自己，好使基督這

活的人位能充滿並洋溢在我們的生活與工作中。

　因為這位活的基督太寶貴了，因此，為祂作

見證的，至少有五方面。第一，有聖經為祂作

見證（約五 39）。第二，也有三一神為祂作見

證（約八 18，十五 26）。第三，還有基督所作

的工為祂作見證（約五 36，十 25）。第四，祂

也是使徒所見證的那一位（徒二三 11，林後四

5，徒一 8）。第五，祂更是召會所見證的那一

位（提前三 15，啟一 2，12）。 難怪，保羅將

萬事看作虧損，因他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

寶（腓三 8）。願主向我們眾人施憐憫，使我們

竭力追求認識祂（何六 3）。

追求真理的態度
　主的僕人曾勸勉：『我們必須把恢復譯本的

經文帶着註解並生命讀經的信息，當作教科書。

倘若僅僅輕率的閱讀，將無法進入其中。必須

當作教科書來研讀。』『你們眾人要作的第一

件事，就是…攻讀新約聖經恢復本和生命讀

經。』（事奉主者該有的進取，一五頁。）

追求真理的要領
　主的僕人也給我們進入真理的要領：『分成

四部分進入：第一是經文，第二是註解，第三

是生命讀經，第四是串珠。串珠要研讀多少，

可以根據時間而定，但經文要讀得通，註解要

讀得透，生命讀經要讀得明白。』『操練一段

一段的讀經文，把經文讀通，而後再把註解和

經文合起來讀。這些都讀通之後，再把那一段

的生命讀經找出來，配合着經文和註解一起

讀。』『若是你們有三、五位來在一起讀，相

信果效會更好。』（事奉主者該有的進取，

一六頁。）

追求真理的結果
　主的僕人告訴我們，『藉着恢復本聖經和生

命讀經，幫助我們找到真理的要點、正確瞭解

聖經的字彙、得着正確要緊的發表、領悟要緊

的點、有鳥瞰的眼光。』『我們需要從認識單

項的真理，進展到認識一段或一章的綱目。由

此我們需要看見整卷書的綱目或鳥瞰。最終，

我們必須對整本聖經六十六卷書有鳥瞰。當你

達到這一點，你就立下了美好的根基，得着一

切基本的原則，來支配、指引並管制你對聖經

任何一字、任何一節、任何一章或任何一卷的

解釋。你不僅受到保護，並且會得着許多豐

富。』『我們要學習真理，因為真理的話能使

我們得救、得釋放、成聖並被建造。我們學習

真理以後，纔會傳講真理，結果就能使主的真

理、主的話增長。』

出埃及記的主題
　（出埃及記從始至終，都給我們看見基督）

基督是神子民的救贖（祂是逾越節，是我們蒙

救贖的方法）、拯救（祂是神子民的大救恩，

拯救我們脫離法老 ─ 撒但的手）和供應（祂是

嗎哪和活水，是我們生命的供應），也是他們

敬拜並事奉神的憑藉（藉着帳幕和帳幕的器具，

神所救贖的人能事奉祂並敬拜祂。這指出基督

是我們所藉以事奉並敬拜神的方法），使他們

在祂裏面與神建造在一起，而得與神相見，彼

此交通，互為居所（在基督裏，我們與神，神

與我們，建造在一起，聚集在一起，也居住在

一起）

※ 上文（…）內的文字乃是解讀的參考。

出埃及記的分段
　 ① 被 奴 役（Enslaved）（ 一 1 ～ 22） ② 蒙

救 贖 並 得 拯 救（Redeemed and saved）（ 二

1 ～ 十 五 21） ③ 蒙 引 領（Led）（ 十 五 22 ～

十 八 27） ④ 領 受 啟 示（Receiving revelation）

（十九 1 ～三四 35）⑤建造帳幕（Building the 
tabernacle）（三五 1 ～四十 38）

出埃及記一 ~ 四章之鳥瞰
　以結構來說，出埃及記是創世記的延續。這

可由出埃及記開頭的話來證明：『以色列的眾

子…下到埃及，他們的名字記在下面。』（一 1，

另譯）。以色列人生在迦南，然而因着饑荒（為

　　    　　－交通－　



          2015.03.22 5
着謀生的需要），他們被迫下了埃及，最後他

們在那裏被奴役，甚至他們的生命也被迫害。

然而，因着神主宰的保守，使以色列人繁茂強

盛，為着完成祂的旨意。

　在出埃及記第二章，神需要豫備一位拯救者，

把神的百姓從法老暴虐的手中拯救出來。神豫

備拯救者，首先使用的不是男人的生命，而是

女人的生命。我們看見摩西被女人的生命養育，

卻被男人的生命棄絕。然而當摩西被棄絕時，

卻在外邦地被成熟的男人生命所接受。末了，

我們看見神一直看顧以色列人，為要記念祂與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約，好將他們的

後裔帶進美地。

　到了出埃及記第三至四章，給我們看見神對

祂所豫備之人的呼召，有兩方面。首先，在神

一面，我們看見祂呼召的五方面：『地方』、

『動機』、『時間』、『目的』，以及『作為』，

也看見『呼召者的所是』與『蒙召者的所是』。

　　    　　－交通－　

其次，在人一面，我們看見蒙召者該有五方面的

主觀經歷：『對付撒但的能力』、『對付肉體的

能力』、『對付世界的能力』、『團體身體的配

搭』與『天然生命受割禮』，如此，蒙召者就彀

資格實行神的託付。

結語
　為了幫助真理班的聖徒們能更透徹的進入出埃

及記，弟兄們勸勉眾人，盼望在四月十二日前，

能盡力完成以下幾件事，並於下次訓練時：(1)
熟背出埃及記的主題。(2) 熟背出埃及記的分段。

(3) 學習鳥瞰出埃及記第一至第四章的綱目。(4)
將出埃及記第一至四章的要點應用於日常生活

中。(5) 豫讀出埃及記第五至八章的經文。

　也請為以下幾件事代禱：(1) 聖徒能與真理同

歡樂。(2) 聖徒能在真理中行事為人。(3) 聖徒學

習真理並傳講真理，使主的真理、擴長且得勝。

(4) 今年上半年參加真理班的聖徒能達到四百位。

（江忠臨弟兄）

讀完，我們會帶着福音朋友用主話簡單禱告，

大約三十分鐘就結束。每次讀經都非常喜樂，

原來可以這樣輕鬆、有趣的讀經，後來福音朋

友遇事請假，就會自動要求補課。

　是主自己吸引了福音朋友，也是主喜悅這樣

的餧養，漸漸的，主把需要陪讀的人數加給我

們，也把新得救的小羊賜給了我們。在堅定持

續讀經一段時間後，一起追求主話的同伴，都

深深被主摸着，也被主話光照。看到去年十一

月纔剛出生的小羊，被主話構成，靈裏火熱，

也能立即開始傳福音，並已帶二人得救，實在

是激勵我們更竭力往前。半年多來，我們持續

餧養十一位小羊，因而由福音朋友轉變成神國

兒女的則有五位。而第一位陪讀的福音朋友，

也在三月八日受浸歸入主名。

　約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七節下：『耶穌對他說，

你餧養我的羊。』愛主，就要餧養小羊。無論

是肉身的孩子或屬靈兒女，都需要餧養顧惜。

我們召會有沒有路，就看我們的下一代，有沒

有一個一個的都被帶到主面前，陪讀聖經是我

們餧養顧惜絕佳的路。小羊得餧養，母羊要剛

強。因着陪讀，我們自己也養成了時時禱告、

天天晨興，日日讀經的習慣，被主話更多構成、

信心也逐日加增，不要看我們年紀長，仍能為

主所使用，真正得着莫大益處的是我們。阿利

路亞！感謝主！（404 區）

　壯年班結訓後，帶人得救不易，怕光景會被

打回原點，與活力伴相約，維持受訓時定時禱

告、照表操練的讀經生活。

　去年錄影訓練完，有位姊妹問：可否陪她的

親人讀經？我們喜出望外立即邀約，每週固定

一次讀經。當時，那位福音朋友表示，不一定

有空。是主的憐憫，在我們迫切禱告、認真準

備三天後，福音朋友回覆，願來試試看。

　陪讀前，我們參考『暑假聖經研讀班』教師

們教導，可以隨時應戰的『第一次陪讀聖經就

上手』，將要讀的經節背景、一般性問題及啟

示，先註記在聖經節旁；生命供應的章節也註

明頁數；配合的詩歌，更先確定是否熟練，或

需更換。

　我們的神果真是活神、是說話的神，讀經中，

在與活力伴配搭講述自己的經歷時，主都賜給

我們即時的話，供應基督。生命供應的經節禱

　　   －蒙恩見證－　

陪讀聖經，何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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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3/23（一）晨興聖言追求進度為「出埃及記結晶讀經 ( 二 )」第 11 週。
　　（2）禱告聚會追求進度請參讀本期週訊第 2 頁。
　　（3）3/29（日）清晨主日真理課程追求進度為二級卷一第 10 課上半。

  （4）屬靈書報追求進度為中文基本訂戶「福音的普及與召會的治理」第 11 ～ 12 篇；出埃及
記生命讀經第 25 ～ 26 篇。

(1) 起居

規律

(2) 晨晨復興 (3) 定時禱告 (4) 追求真理

個人 團體 個人 團體 讀經進度 禱讀經節

3/22( 主日 ) 口詩 92:1-94:23 口加 5:22-26  口加 5:22
3/23( 週一 ) 口詩 95:1-97:12 口加 6:1-10  口加 6:9
3/24( 週二 ) 口詩 98:1-101:8 口加 6:11-15  口加 6:15
3/25( 週三 ) 口詩 102:1-103:22 口加 6:16-18  口加 6:16
3/26( 週四 ) 口詩 104:1-105:45 口弗 1:1-3  口弗 1:2
3/27( 週五 ) 口詩 106:1-48 口弗  1:4-6  口弗 1:4
3/28( 週六 ) 口詩 107:1-43 口弗 1:7-10  口弗 1:7 

(5) 正常聚會
(6) 接觸人

(7) 受浸人位
(8) 聖別用度

　 開活力家出外訪人 守望代禱 牧養對象

   

 3/22( 主日 )  口為主申言

 口禱告聚會

 口小排聚會

 口專項事奉

 口書報追求    
 （每週兩篇）      

 口書報分享

口聖別理財
口全家親子
口讀經小組

 3/23( 週一 )
 3/24( 週二 )
 3/25( 週三 )
 3/26( 週四 )
 3/27( 週五 )
 3/28( 週六 )

　　   　－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國度的豫表 (二 )　

　出埃及記十八章呈現一幅國度的圖畫。在這一章裏我們看見這幅圖畫的四方面：神的百姓擊敗

亞瑪力人，就是肉體；敬虔的外邦人來尋求神；外邦的教會興旺；以及維持正確的次序。這四件

事擺在一起，就有神的國度，作為享受神救恩和供給的結果。

　在出埃及記的頭十七章中，神的選民享受了祂的救恩和供給。現在到了十八章，我們有這享受

的結果─以國度為範圍、為環境，在那裏神的百姓可領受神居所樣式的異象，並且照着這個樣式

來建造帳幕。因着國度是建造神居所所必須的，摩西因着神的默示，將申命記一章的事件，插進

出埃及記十七章和十九章之間，為了要完成神完全救恩的圖畫。按我們的經歷，我們能作見證，

在享受神的救恩和供給以後，我們被帶進神的國度裏，在那裏一切都有次有序。為此我們何等讚

美主！國度的出現使我們能建造帳幕作為神的居所。（選自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四十九篇） 

  －報告事項－
  大區
　 二大區　   時間：3/28（六）18:30 福音聚會，備有愛筵，地點：北門路會所。
     六大區　　時間：3/24（二）20:00 集中禱告暨事奉交通聚會，地點：中正南路會所。　
　青少年服事
    1. 高中一週成全訓練

日期：7/19（日）14:00~16:00 報到，至 7/25（六）中午。地點：臺中市召會復興大樓。
請於 3/29（日）前向黃彩虹姊妹繳交報名表（0982-823818， gusani0624@gmai.com）。

2. 升學交通
時間：3/28（六）9:30~12:00，地點：青年路會所 2 樓，大專教職員與高中職之推甄資料與
面試豫備之升學交通。

3. 週末弟兄姊妹之家入住
時間：3/27（六）19:30 至 3/28（日）中午結束，地點：青年路會所一樓。

4. 青少年服事者暨家長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3/24（二）20:00，地點：裕忠路會所 A10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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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黃寬興弟兄夫婦、周永分弟兄夫婦－法國聖徒堅定持續走出去接觸人，

　　得着當地人。

　越南：黃俊明弟兄夫婦－成全更多青年人，興起各專職服事的家及配搭服事的聖徒。

　柬埔寨：吳教安弟兄夫婦－為三月份在金邊的開展成全訓練，使青年人被神聖的火燒著。

　土耳其：簡晨光弟兄夫婦－為新人能每週進入初信餧養課程負擔並操練靈以摸着實際。

　德國：殷宗義弟兄夫婦、陳鼎文弟兄夫婦、鄭詠晨弟兄夫婦、黃榮喜弟兄夫婦－當地的召會生

活，並傳福音接觸人，使主的見證剛強又明亮。　
　台南市召會
    禱告聚會：各小區參加禱告聚會的人數增加，至少超過主日聚會人數百分之五十。

    經營小排：落實小排三要素，小排活力生活（活力組晨興生活，小排相調生活）。

    福音出訪：各小區或各大區建立週週走出去傳福音接觸人，得着平安之子，平安的家。

    鹽行開展：得新人並恢復久未聚會聖徒，主日目標（1004區及1005區）至少50人。

    豐富主日：週中豫備申言稿，主日聚會申言，並邀約新人及久未聚會的聖徒參加主日聚會。

　青職：青職聖徒建立福音祭司的生活，各大區每月得一個青職果子，全年目標120人。

    大專：福音節期得平安之子及所結果子能穩定被餧養；參加五環相調聖徒異象得更新被加強。

   青少年：

　1.三月份為五位同學列名代禱；四月份各大小型福音行動，並邀約同學參加。

　2.五月統測（升大學）：葉栢安、侯碩育、王曜偉、阮聆苓、楊淳茵、陳新玉、鄭鈞予、楊芸

芸、柯又方。五月會考（升高中）：吳芷涵、鄭雅薰、楊雅喬、胡瑞麟、林郁凱、趙柏凱、

吳育安、吳心誠、張心聆、胡嫚容、楊庭昀、王思潔、辛蒂、楊茱閔、林愛主、張月薰、謝

沛恩、李欣聆、古真禛、鄭佩昕、張莉婷、王郁琳、王詩涵、吳旻如、穆姿蓉、黃恩典、熊

偉雋、王凱巨、蔡宇傑、張雅文、李嘉豪、凃翔耀、蕭建新、李欣怡、曾美雅、呂世全、林

子名、鄭佩予、陳易新。

   兒童：一百個家為兒童打開，傳兒童福音；願意開兒童排的家得加力，被堅固。　

    －代禱事項－ 

    ＊2015年召會繁增主日聚會目標2100位，小排聚會人數目標1900位，受浸人數目標700位。

　長青服事交通
　長青服事者交通　時間：3/24（二）9:30，地點：裕忠路會所長老室。

　長青聖徒集中聚會　時間：3/ 25（三）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型會場。內容：詩歌及醫學

　　　　　　　              講座（長青保健），備有愛筵。

    台語福音集中聚會
　 時間：3/28（六）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型會場，會後備有愛筵。

  結婚聚會汪長威弟兄（台北 23 會所）與崔竹菁姊妹（崔寶貴弟兄，崔王子鳳姊妹之女）
時間：4/4（六）14:00，地點：台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 30 號（仰德區民活動中心）。遊覽車 8:10
在裕忠路會所（裕和路上）；8:30 在五王國小。聯絡人：李光恩弟兄（0911 -071 700）

臺灣南部眾召會書報服事相調聚會
時間：4/29（三）16:00~21:00，地點：高雄市召會新盛會所。參加對象：各區書報服事者及對

推廣書報有心願者。備有交通車，請於 3/26（四）前與於簡瑋妤姊妹報名。

　書報　
 第四十六梯次中文基本訂戶第五次發書，共2本：晨興聖言－主的恢復之主要內容，從出埃及
記看神的救贖與神居所的建造，已發至各小區。  

    南區眾召會兒童家長暨服事者事奉相調成全聚會手冊及錄音檔
   為鼓勵聖徒進入、複習此次集調信息，特提供信息mp3檔，一片20元（含四個分組所有信

息）；另手冊尚餘50本，每本30元。請洽許惠鳳姊妹（0952-973451）。

　一○三年度個人奉獻收據領取
1.一○三年奉獻收據已在3/15發至各小區，如有遺漏請洽執事室申請補發。

2.奉獻收據請妥慎保存，如有遺失恕不辦理補發，未領之收據請區負責代管並於4/7（二）前　

　繳回執事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