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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結晶讀經 ( 二 )

 前言
　前一篇出埃及記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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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着這建造，我們需要在召會這神的國裏過國

度的生活。本篇信息我們接着要來看『祭司的

國度』，我們要領會甚麼是祭司，如何作祭司，

我們是聖別的祭司和君尊的祭司，托住召會的

建造，主的恢復乃是祭司職任的恢復。

　真理要點
　首先，出十九 6 上：『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
國度』，神的救恩乃是要得着祭司的國度，在

這個國度裏，人人都是事奉神的祭司。我們乃

是祭司的國度，今日全召會必須是祭司的體系。

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蒙召作祭司；我們既是祭

司，就該終日在我們所作的一切事上事奉神（羅

一 9）。

　我們要領會甚麼是祭司，就必須看見神永遠

的計畫（弗三 11，創一 26）：神的計畫是要把

祂自己作到一班人裏面，好叫祂能作他們的生

命，而這班人能成為祂的彰顯。人是被命定並

受造來接受神，被神充滿、浸潤並滲透，甚至

人能讓神從他裏面流出來，以至於成為神活的

表現；這是祭司的一個簡要定義。

　祭司是一直事奉神的人，是一班特別的人，

有十三個特點：1. 是一個藉着在基督裏享受神

而事奉神的人；2. 是一個藉着基督作祭物的實

際來事奉神的人；3. 是以基督、藉着基督、並

憑着基督來事奉神的人；4.是一個享受基督的人；

5. 是一個憑基督而活的人；6. 是一個在與神的調

和中接觸神的人；7. 是一個絕對並徹底與神調

和的人；8. 是一個成為神居所、神家一部分的人；

9. 是一個背負神見證的人；10. 是一個供應基督

給別人的人；11. 是一個把人帶進與神的交通裏，

並把神帶進與人的交通裏的人；12. 是一個建造

神居所的人；13. 是一個作神福音勤奮祭司的人。

　作祭司主要不是為主作事，乃是被主佔有：

主的心意乃是要我們向祂敞開，讓祂進到我們

裏面，充滿我們，浸透我們，與我們是一；然

後祂纔藉着我們作一些事；無論祂藉着我們作

甚麼事，都是從祂自己流出來的。

　作為祭司的國度，我們是聖別的祭司體系，

也是君尊的祭司體系（彼前二 5，9）：聖別的

祭司體系是由亞倫的等次所豫表，而君尊的祭

司體系是由麥基洗德的等次所豫表。一面，我

們是聖別的祭司，代表神子民到神面前去；另

一面，我們是君尊的祭司，代表神到祂子民這

裏來。

　神殿的建造繫於並倚靠祭司體系：召會的建

造在於眾聖徒是否在神面前，擔負起祭司的職

分。我們若是真肯到神面前作祭司，與神交通，

活在神的面光中，讓神通過，我們就能豐豐滿

滿的享受基督的豐富，彰顯基督的榮耀；我們

身上就會擔負召會的見證，召會的建造就能實

化在我們中間。

　主的恢復乃是祭司職任的恢復，主今天所需

要的，乃是一班人被帶到主面前去，也是被帶

到主裏面去，而與主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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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擔應用
　一、我們不分大小，從老到少，不分男女，

人人都是祭司，是侍候、跟隨神的人，我們的

職業就是事奉神。

　二、我們需要天天花時間在主面前，向祂敞

開，讓祂進到我們裏面，充滿、浸透我們，直

到我們在靈裏與主是一。然後無論祂藉着我們

作甚麼事，都是從祂自己流出來的，這纔是真

實的事奉，也就是今日神所要得着的一班人。

（徐榮豐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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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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訓練過禱告之後，頭一件事乃是訓練眾聖

徒如何有交通。交通完全是基於一和互相的愛。

我們是一，我們也彼此相愛，這乃是兩個有力

的記號。

藉着在排聚集裏一起有交通

　一個排或許只有七、八個人，但這七、八個

人必須是同心合意的。藉着在排聚集裏一起有

交通，所有在排裏的人都進到同心合意裏，在

這同心合意裏他們就能禱告。然後他們纔真實

的成為一。我們必須同心合意的禱告，而同心

合意是來自於一和相互的愛。當我們同心合意

禱告時，我們就不重複老舊、習慣的禱告。我

們將會非常的在靈裏，以致不給習慣性的禱告

留地步。

交通到彼此徹底的認識

　在活力排的訓練中，第一項是禱告，第二項

是交通。我們都必須看見，到目前為止在我們

中間很少有真實的交通。我們所有的只不過是

一種接觸而已。因此，在每一次排聚集裏，頭

一件我們該實行的事乃是交通。在開始實行交

通時，你們應該彼此熟悉每個人的身分、屬靈

的光景和在主裏當前的情形。若是可能，每一

件事都要交通。當我們在排裏交通的時候，我

們必須跟從內裏的靈。不僅如此，我們的交通

必須是活的、生機的、也是自然而然的。我們

應該非常徹底的，認識彼此最近的情形。

　我們可能和一些聖徒在同一個地方聚會多年，

卻不知道他們的名字或他們配偶的名字。這不

是真實的交通。我們只是『在冰上溜冰』。我

們從沒有穿過冰到達水底。這一次在排聚集裏

的交通，第一該是破冰，再是除冰。然後我們

眾人都必須投到水流中，彼此徹底的認識。這

是真實的交通。真實的愛也在這裏。我們若彼

此不認識，我們就不能彼此相愛。我們不能愛

我們所不認識的。但是我們越彼此正確的認識，

我們就越彼此相愛。

　我的確盼望，在排裏的人數至多一年之內就

能翻一倍。當排裏的人數加倍的時候，那個排

就該分成兩排。因此，在排聚集的頭一階段裏，

凡事都必須作成模型。不然，如果我們是冰冷

的，即使我們帶人得救，那些人也會和我們一

樣。如果八個冰冷的人得着另外八個冰冷的人，

冰冷的程度就更甚了，所以我們必須破冰、除

冰並把冰扔開，直到我們進到水裏，洑於其中，

並潛到水底，彼此認識。這樣，當我們得着新

人的時候，所有的新人也會和我們一樣。不然，

召會就沒有路。我們必須彼此認識，然後，我

們就能彼此相愛。

對我們當前情形的救治

　因着我們習慣性的作法，整個召會生活是發

死的。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很少有改變，也

很少有長大。我們只是習慣的，照着慣例來聚

會。在我們中間非常缺少靈的操練、心思的更

新以及意志的決斷。我們都是照着例常公式和

習慣來作事。因此，我們不知道如何交通。

　對於我們當前情形的救治，乃是要記得我們

是召會的難處。我們都是難處。我們的禱告可

能多年使聖徒為難。我們該一直記得，我們是

個難處。所以，當我們來聚會時，我們必須滿

了禱告。我們在路上開車的時候，應該禱告說，

『主阿，救我脫離我的習慣。主阿，今天晚上

我要去交通聚會，求你告訴我該與弟兄們交通

甚麼。』主是活的，祂不會對你說甚麼，告訴

你作甚麼，但祂會感動你。當你進到聚會裏的

時候，祂會引導你說，『讚美主，弟兄們，我

今天非常快樂。』這是交通很好的開始。你旁

邊的一位弟兄可能問你說，『弟兄，我可不可

以知道，你今天為甚麼快樂？』你可能回答說，

『我只是因着主快樂。今天主改正了我。我只

能告訴你這麼多。下次我會告訴你更多。那麼

你怎樣？你是否因主快樂？』這就是活的交通

的路。（參考書目關於活力排之急切需要的交

通，第九篇。）

活力排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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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青職福音月，全體青職動起來，社區聖徒同焚燒

　　    　　　　 －交通－

　青職福音月已經進入火熱的階段，但青職的

聖徒們，你動起來了嗎？約翰福音四章 34 至 37
節說，『耶穌說，我的食物就是實行差我來者

的旨意，作成祂的工。你們豈不是說，到收割

的時候，還有四個月麼？看哪，我告訴你們，

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發白，可以收割了。

收割的人得工價，收積五穀歸入永遠的生命，

叫撒種的和收割的一同歡樂。那人撒種，這人

收割，這話可見是真的。』從主的這段話我們

看見，我們所以饑餓，是因為不傳福音；我們

所以不喜樂，也是因為不傳福音。這世界的王，

是不會同情我們的，除非我們願意為着主的福

音，把自己厲害奉獻給主，作神福音勤奮的祭

司，否則我們就會一直落在『法老』的壓迫之

下，過着饑餓、苦悶的日子。但我們若願意為

着福音的緣故，天天過福音的生活，週週定時

走出去，一邊收割，一邊撒種，我們就要經歷

主奇妙的釋放，和榮耀的喜樂。青職的聖徒們，

起來接受挑戰吧！我們不只是羊，我們也是獅

子，發出吼聲吧！向主大大張口，每人向主在

福音月結一個果子，主必要成全。這絕不是一

個難擔的擔子，這會是主給你我奇妙的賞賜。

你多久沒有帶人得救了，起來，在這福音月，

把這苦悶一掃而空吧！福音月全召會得 34 個青

職的果子，別讓這樣的宣告再落空。

　為了結果子，我們需要遵照一些準則而行：

一、天天來享受主，然後帶着福音單張去接觸

人，每天至少向兩、三位青年人傳福音，不傳

不睡覺。二、週週與活力伴定時出訪傳福音，

平常是一週一次，但福音月必須像過節，每週

至少出訪二、三次。三、每大區福音月期間至

少傳兩次正式的福音聚會，並重點邀約青年人。

如果我們願意這樣實行，主的神蹟奇事就要隨

着我們。（林右庸弟兄）

　青職福音月福音行動規劃

大區 日期 週 時間 地點 行動簡述 聯絡人 手機

01 4/17 五 20:00 林石安弟兄家 青職排福音 毛治平 0963719240
03 4/8 三 18:45 翁宏仁弟兄家 小排愛筵福音 翁宏仁 0912008557
04 4/11 六 18:00 魏家強弟兄家 小排愛筵福音 魏家強 0980339207
05 4/18 六 18:00 郭永益弟兄家 青職排福音 郭永益 0932985357
06 4/8 三 19:00 陳志峰弟兄家 小排愛筵福音 陳志峰 0910736424
07 4/3 五 20:00 陳致均弟兄家 青職排福音 陳致均 0930272823
07 4/17 五 20:00 吳姚美滿姊妹家 青職排福音 陳致均 0930272823
08 4/16 四 19:00 海佃路一段 318 號 2F 青職排福音 傅志豪 0960291733
09 4/15 三 20:00 王資凱弟兄家 青職排福音 何清濤 0932703447
10 3/28 六 19:30 永康區崑山會所 大區福音 顏俊智 0956106905
10 4/10 五 20:00 陳漢洲弟兄家 青職排福音 陳漢洲 0911677427

10 4/11 六 18:00 永康區正南五街 520 巷

56 弄 1 號
青職排福音 林右庸 0963417880

11 4/11 六 18:00 王黃秀卿姊妹家 青職排福音 李金峰 0919113215
12 4/18 六 18:00 佳里區會所 大區愛筵福音 陳韋字 0928789015
13 4/3,4/4 五六 下午 戶外 青職戶外相調 洪琮博 0921562513
13 4/18 六 18:00 下營區會所 大區福音 洪琮博 0921562513
14 4/18 六 10:00 凃育新弟兄家 小排福音 張士毓 0932828189
15 4/8 三 20:00 林暉智弟兄家 小排福音 林暉智 0953810336
15 4/15 三 20:00 林暉智弟兄家 小排福音 林暉智 0953810336
15 4/22 三 20:00 林暉智弟兄家 小排福音 林暉智 0953810336

註：統計截至目前，共有 32 場次大小型福音聚集，因版面有限，僅刊登至 4/22 的福音行動，  
        各大區福音行動將陸續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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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這次三大區與十四大區，再加上成

大弟兄姊妹，大人 84 位，大專（含青少年）46

位，兒童 15 位，福音朋友 11 位，共 156 位，

浩浩蕩蕩兩部遊覽車及十幾部小車前往奮起湖

相調。不僅眾人置身在高聳筆直的杉木林中，

更是在靈裏彼此相調建造在一起。以下為聖徒

的蒙恩見證：

　相調帶進交通與建造，也帶來動力和實際。

這次相調，是我們所期盼已久的，何等的喜樂

歡騰！彼此相顧，甜美交通調在一裏，使基督

身體的榮美得着彰顯。我們為着國度的建造：

改變飲食，調整差別，拉近距離，聖別生活圈，

這成為我們的操練與實際。所以我們需要有更

多的相調生活，期待着下次的相調。（303 區　

陳葉淑滿姊妹）

　相調建造基督的身體，這次的相調讓我再次

看見身體的榮美。白河的姊妹們（年長的）雖

然在體力上搆不上，但實在看見一班愛主的人，

與主相調，直調到基督豐滿的身量。眾人同有

一位主，同在身體裏，同喝一位靈，同享喜樂。

（1404 區　盧映青姊妹）

　十四大區有 20 位弟兄姊妹參加這次的相調。

三大區的弟兄姊妹們為我們豫備了一切。我們

享受了在山上新鮮的空氣中，在雲霧飄渺中，

與弟兄姊妹一同邊交通邊行走步道。豐盛的晚

餐，喫完合菜還有烤肉，真是全人得飽足。還

有，在露天場地的主日聚會中，我們禱告，唱

詩，讚美，團體的享受基督作活水。雖然很享

受外面美麗的風景，更珍賞成大弟兄姊妹新鮮，

活潑並樂意服事的靈。更有弟兄姊妹帶着尚未

得救的家人來相調，我們也與弟兄姊妹一同歡

樂。願我們更多的相調在一起，團體的享受基

督並彰顯基督。（1401 區　林進貴弟兄）

　這是我第一次相調，先前因為課業、打工過

於忙碌而錯失了聚會。進入了職場，很感謝主

在這段時間不斷的向着我說話，努力的將我尋

回。很寶貝約翰福音四章十四節所說的，『人

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

要在他裏面成為泉源，直湧入永遠的生命。』

　與聖徒在一起是何等的喜樂，何等的甘甜，

更加深刻體會到主所賜給我們的水不單單只有

我自己一個人喝，而是要與弟兄姊妹一同來喝，

一同建造在身體裏。（十四大區　吳姊妹）

　很珍賞小區弟兄姊妹們彼此間敞開的交通及

訴說着對神寶貴的經歷，真是讚美神的製作。

因着弟兄上午仍要上班，我們決定自行前往，

就邀約了育綜的媽媽，剛開始媽媽就像每次邀

請福音聚會般地拒絕了我們，但出發的前兩天

沒想到媽媽也邀了久不聚會的姊姊與我們一同

前往，得知家人們要去，我們就同心合意的為

她們題名代求。過程中她們很自然地與弟兄姊

妹們有互動、交通及爬山，相信主藉着這次的

相調更進一步的得着了她們。（301 區　張育綜

弟兄、張張思露姊妹）

　這次不只有三大區的聖徒，更有新營的聖徒

和許多福音朋友們有分。原本互不認識的大家

藉着相調聚在一起，就有打從心底油然而生的

喜樂。於是把尚未得救的父母邀來，父母在相

調的過程中很喜樂，與許多弟兄姊妹們有接觸。

主藉着這次的相調，就把祂自己供應到父母的

裏面，生命的種子已經種到他們的心土裏，以

後總要萌芽。大家聚在一起就顯出基督身體的

榮美，聖徒們同心合意，是何等美好的光景！

（305 區　蔡家淦弟兄）

　這次最大的摸着是：我們是一個身體！感謝

主，我在這身體中！其實我本來在新北市新店

會所聚會，由於工作轉換的緣故來到台南，我

一個台北人來到南部，食衣住行上都需要重新

安排，再加上公司通知得突然，能彀豫備的時

間並不多，在外面看來這些都是很大的挑戰，

應該沒有心思和時間再出去玩了。但是感謝主，

藉着身體的交通，我的住處很快地就找到了，

而且在交通的過程中，剛好有這個相調的機會，

我就報名參加了！

　在相調前，我認識的弟兄姊妹是相當地有限，

但是很奇妙，在相調中，許多初次見面的弟兄

姊妹熱切地關心我的生活，讓我感覺十分溫暖。

（303 區　江典剛弟兄）

相調帶進交通與建造　也帶來動力與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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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浸－

2 月底至 3 月底受浸新人名單

101 李昌瑩 102 劉智弘 105 柯新全 107 謝昀蓁、

方子溦、陳佳憲 301 林承翰、李冠穎、賴文龍、

劉顯倫、周仕凱、徐崇桓 302 施昌榞、蘇上杰、

張晉嘉、林垣祐、張秀美 303 李岫清、林昌翰

402 林秀涼、張瀞云 404 何瑋苡、張源濱、黃楷

元 405 田加昕、洪于婷、羅婉菱、尤怡方 502
陳鶯妹 504 廖振宏、簡睿慶、王琨岐 511 楊嘉

欣 601 呂金哲、胡智威、王奔流 602 桑瑞堅、

林宛俞、洪梓芸、林欣慧、周孟樺 603 吳祖銘、

何梓澤、莊子霖、隋亞津 604 趙楚君、蘇昱佳、

萬先 605 黃義帆、孫暐浤 701 黃柔軒 704 林秀一、

林冠焙、邱景麟、陳俊儒、黃湘瑜、黃聖傑、廖

同學、鄭聿軒 705 黃姿樺、王秀娟、賴稼美、劉

玉如、陳映瑄、李慧婷 903 張芯筠、劉思岑、么

郁卉、周珮甄、陳湘宜、小高文宏、王瑞鴻、何

欣耘、李昱興、梁文勳、廖偉勛、鄭吉峻、王洪

霖、黃文伯、羅正言、林彥廷 1002 鄭無極、陳

韋杉、楊貴茵 1003 張雅茵、黃耀星 1004 王邱麗

華、董恩軒、簡淑芳、林余造 1005 吳慧、劉涵

萱、謝孟達、邱陳玉美、劉涵萱 1103 朱彥衡、

陳俊宇 1201 郭炎崑、許蘇富 1203 藍楷捷、藍振

瑋 1301 黃金連、楊凱昇 1303 周圓 1501 賴瑞欣、

丁瑜真 ( 共 106 人 )
大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總計
人數 10 0 21 16 6 17 15 3 18 81 6 7 4 8 2 214

至 3 月 31 日受浸人數累計

信而受浸必然得救

　　    　　　　 －見證－　

信耶穌是我最上算的投資

　信耶穌是我最上算的投資。信了耶穌之後，

我的人生變得有意義、有盼望。

　回顧年輕時，浪費太多時光在唱歌的事上。

因為我從小就喜歡唱歌，所以常常到各地參加

歌唱比賽，並拿了很多冠軍。記得開始有電視

時，我就到電視台參加比賽。那時有一個節目

叫作『三朵花』。我得了獎，回到市府，同事

從此以後都叫我『三朵花』。後來又去參加一

個節目，叫作『五燈獎』，因着唱歌得了不少

獎金。

　有一次，我們市府自己辦了一個年終晚會，

請中廣電台來主持。當然不例外，我上台唱了

兩首歌，之後就被中廣電台主持人請到中廣，

成為他們的基本歌星。每逢假日有晚會，一定

去唱歌。每個禮拜日要到電台錄歌。那時我以

為這就是我要的人生。

　直到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忽然覺得好

空虛。想到有一天我會消失在這個地上，再也

見不到家人。我到底會到那裏去呢？或者像煙

一樣，甚麼都沒了。我年輕時就想到這個問題。

當下我心裏好害怕，也很難過。忽然從心裏發

出一聲『神阿！我該怎麼辦？』那時我還不認

識主耶穌。

　過不久，市府的同事就向我傳福音。他每天

都會送我一張福音單張。我連看都不看，直接

就丟垃圾桶。他卻很有耐心，整整送了十天。

送到最後一張，我想不好意思，就無意看了一

下，是一張邀請卡，請我去聽福音，日期是除

夕晚上。我心想，那有可能？因為每到除夕晚

餐後，總有一堆朋友會打電話約我一起去玩。

說也奇怪，到了除夕當晚，竟然連一通電話也

沒有，我好失望。

　當時我家是住在公園路，轉個彎就是民族路。

當年民族路是很熱鬧的，像夜市一樣。我心想

出去走走，散散心。早就把福音的事忘記了。

但不知道為甚麼走走走，竟然走到青年路會所

門口。我看見弟兄姊妹穿着福音背心，在那裏

邀人進去聽福音。心想：『既然來了，就進去

看一看。』

　當天晚上，我看見台上一羣弟兄姊妹作見證。

我從他們臉上的表情，看見了滿足與喜樂，有

的甚至跳起來。我心想：這世界的一角，竟然

還有這麼一羣不可思議的人羣。當晚我也有一

點被感動。

　第二天晚上，因為還有一場，我就邀了一位

好朋友，一起去聽。散會後，我留了資料。出

來之後，我問我朋友：『怎麼樣？』朋友卻說：

『不怎麼有感覺。』

　我當然是得救了！現在回想起來，主說過：

祂要憐憫誰，就憐憫誰；祂要向誰動慈心，就

向誰動慈心。我想我能得救，是因為弟兄姊妹

為我禱告的關係。

　我很感謝主憐憫了我，拯救了我，使我不再

害怕。因為我現在知道，將來我要到那裏去。

我信主已有四十年，但我從來不後悔，因為我

知道我所信的是誰。（1501區　黃陳秋英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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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4/06（一）晨興聖言追求進度為「國際華語特會」第 1 週。
　　（2）禱告聚會追求進度請參讀本期週訊第 2 頁。
　　（3）4/05（日）清晨主日真理課程追求進度為二級卷一第 10 課下半。

  （4）屬靈書報追求進度為中文基本訂戶「從出埃及記看神的救贖與神居所的建造」第1 ～ 2篇；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29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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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主日 ) 口詩 119:1-121:176 口弗 2:19-22  口弗 2:22
4/06( 週一 ) 口詩 120:1-124:8 口弗 3:1-7  口弗 3:6
4/07( 週二 ) 口詩 125:1-128:6 口弗 3:8-13  口弗 3:8
4/08( 週三 ) 口詩 129:1-132:18 口弗 3:14-18  口弗 3:16
4/09( 週四 ) 口詩 133:1-135:21 口弗 3:19-21  口弗 3:19
4/10( 週五 ) 口詩 136:1-138:8 口弗  4:1-4  口弗 4:3
4/11( 週六 ) 口詩 139:1-140:13 口弗 4:5-10  口弗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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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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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週一 )
 4/07( 週二 )
 4/08( 週三 )
 4/09( 週四 )
 4/10( 週五 )
 4/11( 週六 )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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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玟蒓 0979-043131。

    暑期親子健康生活園
時間：8/1（六）9:00 ～ 8/2（主日）15: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不住宿），參加對象：小一至
小六兒童，及其家長、服事者。報名截止日：5/3（主日）。費用：500 元 / 人（為鼓勵報名，
5/3 前報名繳費者，優待費用 400 元 / 人）。 

　幼幼家長座談暨家庭神人生活回訓交通
 時間 :4/18（六）16:00~17:30，地點 : 裕忠路會所 A102 室。請家中有 0~3 歲幼幼之家長參加，

聯絡人：王華森弟兄（0971-129276），於同心弟兄（0929-704056）
  夏季結晶讀經訓練

時間：6/29~7/4，地點：美國安那翰。報名費用：4950 元（或美金 155 元），請於 4/17（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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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帶進神的同在和對神的認識中 (一 )
　【帶進神的同在】出埃及記十九章，有一幅神的贖民和神自己中間交通的圖畫。在這裏神的百

姓被領進神的同在和對神的認識中。他們被帶進屬神的交通中，並且與神有交通。

　一、經歷了神完全的救恩：我們需要從罪惡、世界、撒但的定罪中蒙拯救。然後我們需要享受

神豐富的供給、征服肉體，並帶進神的國度中。

　二、帶進神的同在中：1. 在西乃山－神常常從山上說話。主耶穌在山上與門徒同在時，頒佈諸

天國度的憲法。 2. 藉着成聖－以色列人聚集在西乃山四圍，他們遠離了埃及，已經從世界中分別

了出來。當我們在召會的聚會中聚在一起，我們也該從世界中分別出來歸神。3. 在復活裏－老舊

已經過去，我們完全在新的地位和新的光景中。你會利用時間來豫備迎見神。你不會任意批評、

閒談或抱怨，反而會禱告，直到你在復活裏 。4. 聽見神的說話－要有神的說話，必須在神的同在

中。（選自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五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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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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份至外省開展，將這火燒到開展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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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份青職福音月全體青職動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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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持續參加『初信餧養』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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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君翰、劉威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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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3/31為止，全召會小排聚會人數為1218位，受浸人數為210位。

　大區
大區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備註
一 4/7( 二 ) 20:00 青年路會所 集中禱告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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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4/7( 二 ) 20:00 張懷德弟兄家 集中禱告聚會
七 4/12 9:30 裕忠路會所中型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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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二 ) 20:00 新興路會所 集中禱告聚會 請帶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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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組 七、十 六 四 一、五、十五 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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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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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潔 會後二樓餐廳、青少年室 會後一樓會場、會客室 會後一、二樓廁所 電器、會前場地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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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參加真理班聖徒，請攜帶舊約聖經，並且豫讀出埃及記五到十章和復習出埃及記的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