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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結晶讀經 ( 二 )

 前言
　從第七至十篇信息給我們看見，在曠野中，

我們有神豐富的供備。這供備包括在瑪拉和以

琳的經歷，那裏有湧流和生長的生命，使我們

有資格並裝備好，為着神的權益爭戰。而這爭

戰乃是基於耶和華作為戰士之榮耀的勝利，這

是由出埃及記第十五章所陳明的事實。基於這

事實，我們就能擊敗亞瑪力人所表徵的肉體。

同時，在出埃及記第十六至十七章，藉着神更

換我們的飲食，喫屬天的基督並喝在復活裏生

命的水，就把我們重新構成，好為着神居所的

建造。本篇信息給我們看見，我們若要為着神

居所的建造，就需要先有國度的實際，這就是

出埃及記第十八章所描繪之神的國 ─ 在基督的

作頭之下，一切都有次有序。

真理要點
　神的救贖、拯救、供備和啓示的目標，乃是

要建造祂在地上的居所。神的目標就是祂的建

造，祂團體的彰顯。要實現這個目標，神的子

民必須在神的國裏，活在神的管治之下。這就

是本篇信息的中心思想。出埃及十八章是一段

插進來的話，不是照着歷史、年代的順序。

十九章起乃是記載神的啓示和祂居所的建造。

爲甚麼會有十八章這段插進來的話呢？因爲神

的百姓必須活在神的國裏，活在神的管治之下，

纔能領受建造神居所的啓示，而十八章乃是神

國的描繪。

　神的國是神聖的範圍，使神能按着祂意願所

喜悅的，成就祂的計畫（可一 15，弗一 5）。

出埃及十八章陳明神國的描繪，豫表；在神的

國裏，作神居所的帳幕得着建造：這描繪是在

與亞瑪力人的爭戰之後纔陳明出來，這事實表

徵，作神仇敵的肉體受到對付時，國度和君王

職分就立刻進來（參加五 17 ～ 25），作基督身

體的召會也得着建造（參王上一～八）。葉忒

羅是米甸的祭司，代表轉向神的外邦人，成為

在國度裏尋求神的人。西坡拉是摩西被以色列

人棄絕期間所娶的外邦妻子（出二 13 ～ 22），

豫表基督被以色列人棄絕時，所娶為妻子的外

邦召會；當國度來臨時，召會中的得勝者要有

分於國度，作國度裏管治的權柄。

　出埃及十八章十三至二十六節描繪國度的權

柄與次序；基督，由摩西所表徵，是權柄的元首；

在基督的作頭之下，一切都有次有序。

　為着神在地上之居所的建造，我們需要在召

會這神的國裏過國度的生活（太十六 18 ～ 19，

羅十四 17）：藉着國度的福音，神將人帶到諸

天掌權的管治之下，使他們成為祂的國度，就

是受祂權柄管理的人。新約首先陳明國度，然

後陳明召會；國度的出現產生召會。國度是召

會的實際；因此，我們離了國度的生活，就不

能過召會生活，召會也就不能被建造。召會作

爲神的國，乃是神愛子的國，是最喜樂、最喜

悅的地方，我們在其中受生命、光和愛的管治。

　神的國不僅是神的掌權，也是神聖生命的範

圍，進入神國惟一的路，乃是接受神在基督裏

作生命，並得着神自己。神的國乃是神聖生

命、光、真理的範圍。同時也是恩典、牧養、

榮耀、復活、平安、喜樂、一、愛與建造的範

圍。我們在召會這神的國裏過國度的生活時，

就『同被建造，成為神在靈裏的居所。』（弗

二 22）。

負擔應用
　一、我們需要在基督的作頭之下，有次有序

的盡上每個肢體的功用，在排裏、小區、大區、

照顧區，在各專項中，擺上我們的一份，使神

得着彰顯，得着榮耀。

　二、我們需要在召會這神的國裏過國度的生

活，傳揚國度的福音，將人帶到諸天掌權的管

治之下，並在神愛子的國裏受生命、光和愛的

管治。

　三、我們需要憑生命的感覺活在神的國這神

聖生命的範圍裏，使我們同被建造，成為神在

靈裏的居所。（吳宗庭弟兄）

＊4/12（日）15:00~17:40 在裕忠路會所及新營區會所舉行成全訓練暨專項成全，敬請聖徒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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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排的禱告

以新方式禱告，以應付新需要
　為着活力排，頭一件事乃是我們的禱告。因

此，在這訓練中的頭一件事，乃是訓練活力排

的人如何以新方式禱告，以應付新需要。第一，

我們不該重複我們老舊的禱告。我們禱告的方

式已經成了一種形式；一週過一週，我們照着

習慣的方式禱告，向主重複同樣的禱告。這樣

的禱告不是真正的禱告。

　當我們禱告時，我們該簡單直接的告訴主，

我們要的是甚麼：『主阿，我們要得着復興。

我們是死的，是冷的。我們要焚燒起來。』說

這麼多就彀了。

　在聖經裏我們找不着任何習慣、重複禱告的

例子。在路加十八章四十一節主耶穌問瞎子說，

『你要我為你作甚麼？』瞎子回答說，『主阿，

我要能看見。』主對祂說，『你可以看見。』

那人立即就看見了（42 ～ 43）。在擘餅聚會裏

我們可以禱告說，『主耶穌，你太好了。你是

千萬人中的第一人；主阿，我愛你。』那就彀了。

我們不需要長篇大論的禱告，向主教導、說明

並解釋聖經。

　我們都必須禱告。沒有人可以為自己找藉口

說，祂沒有負擔禱告。人怎能沒有負擔禱告？

我們都需要神。如果我們需要呼吸，我們就需

要禱告。我們需要禱告，就如我們需要呼吸一

樣。幾乎每一個人每天都吃三餐，而沒有甚麼

特別的『負擔』。因此，我們不該有藉口，說

我們沒有負擔禱告。

　我們必須學習以新方式禱告，並禱告新的禱

告。我們需要主來激動我們，使我們有新的、

新鮮的、活潑的禱告。在我們的禱告中，我們

不需要告訴主該作甚麼。如果我們要被主復興，

我們就簡單的求祂復興我們。我們可以禱告說，

『主阿，復興我。我是可憐的。我需要你來復

興我。』這就彀了。祂不需要我們告訴祂作甚

麼。我們告訴主作甚麼，那不是禱告，那是指

示。

　在召會禱告聚會裏的禱告，通常都是一些重

複的話，告訴主作甚麼，並向祂解釋我們的情

形。在四福音裏，主沒有這樣的禱告（太六 7 ～

13，約十七）。在以弗所書裏，使徒保羅曾兩

次禱告（一 17 ～ 23，三 14 ～ 21）。在這兩次

禱告裏，祂沒有給神任何指示，祂乃是禱告、

祈求和懇求。讓我們學習這樣禱告。

　在為着結果子的事禱告時，有些聖徒禱告說，

『主阿，感謝你，你是葡萄樹，我們是枝子。

你是多結果子的那一位。我們吩咐你在我們眾

人裏面結果子。』我們不必告訴主祂是葡萄樹，

我們是枝子。我們不需要有這樣的解釋。我們

只要簡單的禱告說，『主阿，我們是這樣不結

果子，我們恨我們的不結果子，求你救我們脫

離這個罪，』或者禱告說，『主阿，赦免我；

我沒有結果子，主阿，憐憫我。使我有負擔，

甚至催逼我結果子。』

　我們必須重新學習如何禱告。我們已經被召

會的情形破壞了，養成了許多壞習慣，我們還

以為這些習慣是好的。然而我們習慣的方式是

不好的。我們多年來一直那樣禱告。結果是甚

麼？在一整年裏，我們可能沒有結十個常存的

果子。哈該在祂的申言裏，為主說話，對神的

子民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一 5、

7）我們的確需要重新考慮我們的作法，省察我

們的行為。

　在我們開口禱告之前，我們該仔細考慮要說

甚麼。我們不該按着習慣有任何的禱告。當我

們說，『主耶穌，我讚美你，』我們的意思必

須是讚美祂。主可能引導我們不說，『主，我

讚美你，』而說，『主，我敬拜你。』當你在

說敬拜主的時候，你應當就是那個意思。有些

聖徒開始申言的時候，常常說『讚美主』好幾

次，這是個壞習慣。這是毫無意義的，只不過

浪費時間而已。我求你們接受我這一點關於你

們禱告的話。（參考書目　關於活力排之急切

需要的交通，第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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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份 )青少年福音月─吹響福音的號聲，投入福音的行動 　 　

　　    －交通－　

　三月二十四日晚上約有二十餘位青少年服事

者，在國度的實際裏，同心合意為着全召會之

青少年福音月的行動迫切禱告，眾人在禱告

中摸着職事的負擔 ─『正確的傳福音必須是國

度』！當我們傳福音是憑着活的靈，藉着作工

的十字架殺死肉體時，無論我們到那裏，人都

會歸向我們，召會也要興旺起來。

　從青少年交通園地的 line 群組裏所接收到的

訊息，有關福音的傳揚與各樣的準備工作，實

在叫眾人得激勵。從三月一日的青少年期初特

會，負擔是要人人都能『建立傳揚高品福音的

生活』。接着，在三月八日的青少年專項事奉

聚會中，服事者們都熱切地在身體中禱告與研

討，以響應青少年福音月。之後，接踵而來的，

都是各排或各區之福音行動的豫告，以及福音

目標的宣告，甚至也有福音奏凱的報告。例如：

　①『有兩週內發出三千五百份福音單張，竟

有一人自己拿着單張來會所要求受浸！』②『有

青少年在排中，為着福音的邀約，竟然禱告到

悔改，以致於訂出每週有一天，全排青少年要

到街上轉角處，散發福音單張，四週的目標至

少要發出超過七千張！』③『高中姊妹之家的

七位姊妹，具體列出八十七位同學名單，每週

有專特時間為這些同學代禱，盼望這學期每人

能至少帶一人得救！』④『青少年要在他們所

就讀的國中校園內舉辦福音相調，目標有五十

位福音朋友參加！』⑤『雖有綿綿細雨，卻未

曾澆熄福音的熱火，在馬路上接觸的二十餘人

中，就帶一人呼求主名！』⑥『藉着大專聖徒

配搭服事青少年排，以及社區聖徒的奉獻財物，

加上師母們下廚豫備愛筵，從原來只有兩位青

少年的小排，竟然聚到有二十二位的福音朋友，

其中穩定的福音朋友至少七、八位！』⑦『每

主日中午散會後，服事者就帶着青少年們，在

會所附近發送福音單張後，再回會所用餐，喫

起飯來特別有味道！』⑧『南女排的家長們建

立一個 line 群組，藉着親密而徹底的交通，彀

多而徹底的禱告，今年南女排要增排了！』⑨

『家齊排有聖徒接受負擔，週週主動提供飯食，

好使青少年聖徒能盡力去邀約同學參加排聚

會！』⑩ … 陸續新增中！

　﹝筆者書寫至此，心中突然冒出：那一中排

呢？永中排呢？聖功排呢？後甲排呢？長榮排

呢？安平排呢？還有北臺南的青少年排呢？面

對福音的傳揚乃是一場屬靈的爭戰，全召會此

時此刻，不分『東西南北』，不論『男女老幼』，

都該投入這場聖戰！願主的名在各校園、各社

區被尊為聖，願神的國臨到各校園、各社區，

願神的旨意行在各校園、各社區！﹞

　為着能在五月十七日的青少年期中特會裏有

豐富的收成展覽，無論是校園排或是社區青少

年排，都帶着經營的心情，殷勤的實行。然而，

既是全召會的青少年福音月，就應當將這福

音的火丟到社區的每一個聖徒身上，『眾擎易

舉！』因此，建議青少年服事者或是家長們能

實行以下的步驟：①主動參加社區的禱告聚會，

並傳輸負擔，好一同禱告，並交通明確的需求，

使眾聖徒能配搭盡功用。②使用 line 群組或

fb，傳輸福音月的負擔與行動，並列出代禱事

項與具體配搭的需求。③陪着青少年到社區的

主日聚會中，請青少年主動分享負擔與作見證，

服事者再加強並交通具體的需求。④鼓勵同校

的青少年聖徒能成為活力伴，為着校園的福音，

能在校園內有固定的時段與地點，好一同禱告，

一同經歷素質之靈的充滿與經綸之靈的充溢，

好放膽講說神的話。

　末了，也請眾聖徒為青少年多方代禱如下：

　①藉福音月的行動，他們的靈有重大的突破，

對主有鮮活的經歷。

　②願主照着祂的信實，成就青少年所祈求的。

　③保守青少年的外出傳揚，不遇見任何試探。

　『神能照着運行在我們裏面的大能，極其充

盈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願在召

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榮耀歸與祂，直到世

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弗三 20~21。)
　　　　　　　　　　 江忠臨弟兄 2015/03/25

南女排今年要增排了！

新豐排多達二十餘位！

二中排帶人呼求主名！（圖右） 姊妹之家的代禱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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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青職動起來　傳揚福音結果子

　　    　　－青職福音成全相調－

　讚美主，為着今年四月青職福音月的得人，

已過我們都是在三月底或四月初辦一次青職的

福音生命之旅。雖然每次都有人受浸得救，但

能盡功用的青職聖徒還是太少。所以這次我們

特別提前半個月，在三月中辦了這次的青職福

音成全相調，地點是在恆春挪亞之家。實際報

到人數是 123 人，令人鼓舞的是這次有一些父

老一同參加扶持，實在是非常美的事。這次福

音成全共有三堂的聚會，交通到福音的呼聲與

託付，及福音的行動。並且各大區按着心願與

負擔擬定了福音月的得人目標，也一同宣告了

各大區的目標，合計福音月全召會得青職目標

是 34 人。期待台南的青職聖徒們，因着這次的

成全，被福音的靈來挑旺、焚燒，主動拿起福

音的負擔與託付，全體青職動起來，建立每天

來享受主，去接觸人的習慣，並且活力組週週

定時出訪的生活。也求主將青職的福音果子多

而又多的加給祂的召會。（林右庸弟兄）

　很喜樂，這次與眾弟兄調在一起，彼此有交

通並建造在一起，使我們都有迫切傳福音的靈，

好為主所用，這是何等的榮耀！（1303 區　洪

仲謙弟兄）

因着週六要上半天班，在得知相調的消息後，

雖然心想還是跟往常一樣無法參加，但仍是邀

約我的同伴報名。他跟我一樣週六要上半天班，

可是他說他可以去。於是我裏面就有感覺：『既

然他都可以去，我也應該要去，並且陪他一起

去。』感謝主。祂突破了我自己的限制，使我

有分此次成全及接受弟兄們的傳輸，傳福音去

得人，也謝謝同伴往返開車的服事。（902 區　

何清濤弟兄）

　這次相調出發前，我就向主禱告，求主讓我

在這次相調中，至少得着一句話。感謝主，確

實記念這個禱告。讓我摸着提後 4:2『務要傳道，

無論得時不得時，都要豫備好。』『主，我願

向你有個更新的奉獻，不看個人的環境，都要

傳揚福音，因為這是你給我們的託付。』

　弟兄交通到我們不該是單個、單打獨鬬的基

督徒，而是與其他弟兄姊妹來在一起禱告，一

起行動，同作同伴，作主的精兵！（1003 區　

王秋薇姊妹）

　每每的相調總是能帶進屬靈的往前，這次因

着同伴需要扶持，我們迫切的禱告，纔能有分

這次的相調。在那有甜美的交通，不再是風景

依舊多美，而是同伴間彼此分享着，在經歷上

對主的摸着和恩典；在我們的職場和婚姻上如

何順服主的帶領，『順服就是蒙福』。每個人

供應內裏的基督，有禱告、唱詩，彼此代禱，

使我們這個人在召會生活中不死沉，是活的，

是有衝擊力的。寶貝在身體裏的交通和相調，

盼望我們都是全然擺上，奉獻給主的人。（302

區　殷沈孟真姊妹）

　已過總是覺得在鄉鎮，因為青年人就業不易，

而造成人口外流。但事實上，卻是有很多青年

人還在撒但的權勢裏，為此我實在需要向主認

罪悔改。正如馬太福音九章三十七～三十八節

『於是對門徒說，莊稼固多，工人卻少；所以

要祈求莊稼的主，催趕工人收割祂的莊稼。』

求主憐憫，使我在這事上儆醒，也能走出去傳

福音。（1301 區　李王渝茜姊妹）

青職福音成全相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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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壯年成全春季班，太棒了，喫喝基督這

屬天的嗎哪，在基督身體裏享受豐富，經歷配

搭，贖回光陰抓住機會過神人生活，在基督裏

長大而成為正常、活的，盡功用的肢體。（1023

區　吳國中弟兄）

　榮耀，喜樂，感動，淚流不止！這是豫訓的

蒙恩。如果主感動你，現在就是參加壯年班的

時候！因為看見主回來的日子近了！祂要我們

催促祂的回來，祂也加速祂的再來！（601 區　

崔王子鳳姊妹）

壯年成全春季班　贖回光陰喫喝享受主

今年三月參加春季班台南聖徒新學員

　羅 12:5『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裏是一個身

體，並且各個互相作肢體，也是如此。』這兩

天我與活力伴同喫住、同禱告，捨不得闔眼的

三更天，我們親密地交通屬靈光景，感謝讚美

主，召會中總有一班清心呼求主名、愛主的同

伴同奔屬天道路。（1502 區　張婉萱姊妹）

　這次邀約兩位新的福音朋友，他們第一次與

我們相調，感覺很新鮮活潑，年長的師母們更

　　    　－蒙恩見證－　

是盡心盡力的傳福音給他們，餧養他們，很令

人感動，願主得着他們。這讓我看見要時時儆

醒與主不斷的禱告，更是叫我們有福音火熱的

靈。已往都是斷斷續續的，這次藉着青職成全

相調，更是彼此調和在靈裏。而我們四大區的

青職弟兄姊妹們更加地珍惜這個機會，原來調

在一起是何等的喜樂！也願意更新奉獻我們的

一生，來傳揚神國的福音。（403 區　李明儒弟

兄、周立國弟兄）

　　    　　－青職福音成全相調－

寫給在台南市召會親愛的聖徒：

　迫切地要讓你們知道，你們在主愛中的勞苦

不是徒然的。已過從 2/13 ～ 3/2 法國團聖徒參

加國際華語特會並訪問召會，大受震撼，也深

受感動！他們看見榮耀的、浩大的、和諧的、

是一的基督身體，有分基督身體的實際。看見

這時代職事，認識並肯定主的恢復。在台北與

台南召會，看見這新約的職事是可以實行並實

化在召會生活中。也看見召會生活的全貌－以

神新約經綸為中心，以神命定之路為架構，以

生養教建為內涵，顧到各年齡層的聖徒，以全

體事奉人人盡職為着眼。你們的熱切接待，你

們的甜美陪伴，你們的勞苦接送，甚至是你們

的實行見證，家裏甜美透徹的交通在在都令他

們感念在心。

　回國後，激動之情持續縈繞，甚至過了一個

月，仍舊分享不停；以至於他們主動發起了一

次為着回饋的相調行程，顯出迪耶普召會有復

興光景：一、熱切邀請上個月赴台訪問者來相調，

並且盼望在三方面得幫助－晨興生活的全面建

立，主日聚會人人申言，開始有弟兄事奉核心聚

會。二、3/21 ～ 22 巴黎召會 19 位聖徒赴 Dieppe
相調，在相調的實際裏有這三方面的交通－以人

人申言，人人操練，小組享受的方式進行。三、

許多家打開接待我們，這在法國人中是個大突

破。四、三次用餐都在會所，全是自己作，他們

願學習台灣眾召會所實行的愛筵。五、兩天的相

調，十分甜美，享受愛筵中彼此交通，享受在各

家中的深入交通，彼此認識，彼此珍賞，享受在

簡短旅遊中的交通，一同回顧台灣屬天之旅。

　親愛的聖徒們，你們在身體一裏的接待與敞開

的相調，帶來何等的祝福，這要帶進永世的回

憶。

                        　　 基督的家奴　 陳 洵弟兄

                        　　 你們的同夥　 陳王靜姊妹

　　    　　　　　－家書－

　來壯年班好喜樂，很蒙光照，巴望弟兄姊妹

都能來參加訓練。（1401 區　王秋香姊妹）

基督身體相調的實際帶來召會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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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3/30（一）晨興聖言追求進度為「出埃及記結晶讀經 ( 二 )」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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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篇；出埃及記生
命讀經第 27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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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主日 ) 口詩 108:1-109:31 口弗 1:11-14  口弗 1:14
3/30( 週一 ) 口詩 110:1-112:10 口弗 1:15-18  口弗 1:17
3/31( 週二 ) 口詩 113:1-115:18 口弗 1:19-23  口弗 1:19
4/01( 週三 ) 口詩 116:1-118:29 口弗 2:1-5  口弗 2:5
4/02( 週四 ) 口詩 119:1-32 口弗 2:6-10  口弗 2:10
4/03( 週五 ) 口詩 119:33-72 口弗  2:11-14  口弗 2:14
4/04( 週六 ) 口詩 119:73-120 口弗 2:15-18  口弗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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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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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週一 )
 3/31( 週二 )
 4/01( 週三 )
 4/02( 週四 )
 4/03( 週五 )
 4/04( 週六 )

南台南事務服事 總管：蔡雨蒼弟兄 0911-637069、黃博文弟兄 0933-348221
項目 電器 場地佈置 招待 車輛 兒童 整潔
大區 三大組 九 八 十五 四、六 一、十

聚會場地
場地 真理班 生命班 事奉班 兒童 青少年 大專 青職

裕忠路會所 大會場 中型會場 B201 中型會場 A201 B201 大會場
新營區會所 一樓會場 二樓餐廳 二樓青少年室 餐廳 青少年室 會客廳 一樓會場

  －報告事項－
  全召會成全訓練暨專項成全

　4/12（日）15:00~16:30；專項成全 16:40~17:40，地點：裕忠路會所及新營區會所。

北台南事務服事 總管：陳俊榮弟兄 0936-115691、林進貴弟兄 0933-624264
大區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四
項目 電器、會前場地佈置 會後一、二樓廁所 會後一樓會場、會客室 會後二樓餐廳、青少年室

兒童服事時段 14:50~15:30 15:30~16:10 16:10~16:50 16:50~17:40
兒童服事內容 操練靈、唱詩歌 故事、問答 美勞 影片欣賞、遊戲

　　   　－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祭司的國度　

　『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出十九 6 上）。神說，以色列人要歸祂作祭司的國度。我們

能作神的祭司是何等的特權，何等的祝福。主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爲要使他們成爲祭司的國度；

在這個國度裏，人人都是事奉神的祭司；因此，神的目標乃是要得着祭司的國度（6 上）。人人都

是事奉神的祭司，我們已經蒙救贖、得救、重生爲祭司，祭司是我們的長子名分。我們的職業都

是事奉神。全本聖經從起頭到末尾，神所要的就是祭司體系。祭司的主要功用不是工作，而是花

時間在主面前，直到他在靈裏與主是一。神所要得着的祭司體系乃是一個團體的人，這團體人是

被祂自己浸潤並滲透的。當主得着這樣的祭司體系 — 祭司的國度 — 祂纔能自由的流出去，成就

祂的目的，而實現祂永遠的定旨。（選自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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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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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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瑪書報能顯明更多尋求真理的平安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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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主在鹽行的開展與行動，5/31即將成立第十六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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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青職動起來，每天來享受主，去接觸人，活力組週週定時福音出訪，福音月得青職

果子目標34人。

    大專：福音節期所結果子能穩定被餧養，並參加初信餧養；參加五環相調聖徒得加強。

   青少年：

　1.四月份各校園排，各小排或各照顧區大小型福音聚集與行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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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姿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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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區
大區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備註
四 4/7( 二 ) 20:00 裕忠路會所 A102 室 集中禱告聚會
四 4/12( 日 ) 9:30 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集中主日聚會
九 4/12( 日 ) 9:30 仁德區會所 集中主日聚會

十四 4/7( 二 ) 20:00 柳營區會所 集中禱告聚會
十五 4/5( 日 ) 9:30 新興路會所

集中主日聚會 請帶真理課程，各家帶菜
十五 4/14( 二 ) 20:00 集中禱告聚會 請帶週訊

     全台姊妹事奉集調
時間：第一梯次 4/9（四）16:00 至 4/11（六）中午，地點：中部相調中心。參加聖徒請自備名

牌套。搭車時間及地點：第一車 12:30 青年路會所，12:50 裕忠路會所。車長：白郭雨涵 0912-
012311，莊惠婷 0912-744748。第二車 12:50 裕忠路會所，13:10 麻豆交流道。車長：陳雯暄

0985-488031，何欣倪 0988-039647。 第三車 12:50 裕忠路會所，13:30 新營交流道。車長：劉

賴麗娟 0918-277042，朱玟莼 0979-043131。

     夏季結晶讀經訓練
時間：6/29~7/4 月，地點：美國安那翰。報名費用：4950 元（或美金 155 元），請於 4/17 前

向賴錦富弟兄報名（機票自理）; 按照訓練規定，逾期報名者需另加收美金 50 元。

    結婚聚會　汪長威弟兄與崔竹菁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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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1-07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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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