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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這段時間裏我們所追求的信息，總題乃是為着

神的建造之祭司職分的恢復。第一篇給了我們一

個引述，說到為着神的建造，需要祭司職分與君

王職分。從聖經中的記載，我們可以看見祭司職

分與君王職分是相聯的，我們有了正確的祭司職

分，自然就會有正確的君王職分。如此，為着神

的建造，今天我們的問題，比較是在祭司職分上。

因此，從第二篇開始，我們就專專的來說到祭司

的職分。第二篇的篇題是『祭司的意義』，這乃

是說到祭司的所是，到底祭司是怎樣的人，我們

當如何成為一個正確的祭司。

真理要點
　本篇信息綱要共有六個大點，頭四個大點，比

較是說到祭司的生活所是，後兩個大點比較是說

到祭司該如何事奉。

　第壹大點，是關於祭司的定義，祭司乃是專門

為神的權益活着並事奉神的人。神的計畫、心意，

乃是要將祂自己作到一班人裏面，使祂成為他們

的生命，他們成為祂的彰顯。這乃是神真正的權

益，祭司乃是專門為此活着並事奉神的人。惟有

這樣事奉神的人纔是一個正常、正當的人。

　第貳大點，說到我們若是要為着神的權益活着，

就必須是接受神，被神充滿、浸透並浸潤的人，

讓神從我們裏面流出來，以至於成為神活的表現。

神呼召我們，一點沒有意思要我們單單為祂作甚

麼；神的心意乃是要我們向祂敞開，讓祂能進到

我們裏面，充滿我們，使我們完全被祂得着並與

祂成為一，甚至祂從我們滿溢出來。除非我們與

主是一並被祂得着，否則就無法為祂作工。

　第參、肆大點，可擺在一起來看，乃是說到我

們若是要被主充滿、浸透，就需要不斷的在與神

的調和裏來接觸神，這樣的接觸不是在神外面客

觀的，乃是在神裏面主觀的接觸。就像在空氣中

接觸空氣，在河水中喝河水。藉着這樣的接觸，

我們就成為一個絕對並徹底與神調和的人。神與

＊5/10（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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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聖徒提早五分鐘赴會。
＊5/16（六）19:00在裕忠路會所大會場舉行全召會『青年詩歌福音聚會』，敬請邀約福音朋友參加。

人的調和，乃是在兩方面－在生命性情上，

以及二靈調成一靈。神的定旨乃是要將祂自

己與我們調和，使祂成為我們的生命、性情

和內容，使我們成為祂團體的彰顯。神與人

的調和，也是藉着調和的靈，也就是神聖的

靈與我們重生之人的靈相調和。這調和的靈

乃是神經綸的中心點。神人的生活乃是神靈

與人靈這二靈聯結、調和在一起成為一的生

活。我們必須專注於這靈，學習一直不活在

我們的肉體或魂裏，而活在我們的靈裏。

　最後兩個大點，乃是說到我們作祭司該如

何事奉？祭司的事奉必須是在靈的新樣裏，

這靈乃是調和的靈。我們作祭司事奉神，絕

不能在儀文或規條的舊樣中，乃該在靈的新

樣裏。末了，作祭司事奉，我們必須一直受

題醒，我們是事奉主自己，不是事奉殿，不

是事奉工作。所有的工作，都必須是因着我

們事奉主，由主來發起的，否則就不是主所

要的。如果不把事奉主放在先，就甚麼都倒

亂了。

負擔應用
　一、每天有個人禱告，更新的奉獻自己，

願專門為着神的權益活着並事奉神，使神的

權益和事奉神，成為我們生活工作的中心與

重心。

　二、每天早晨與活力伴一同晨興，被神充

滿、浸透，並藉着傳福音接觸人讓神從裏面

湧流出來。並在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上，學

習轉向靈，在神裏面接觸神，經歷在生命性

情上與神調和，並專注於照着調和的靈而生

活。

　三、與小排中的活力伴，學習常常禱告事

奉主，實行活力排。在靈的新樣裏事奉，讓

聖靈能來發起一切事奉的工作。（林右庸弟
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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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福音的債

　作為活力排的一分子，我們必須還我們所欠

親戚福音的債；（羅一 14 ～ 15；）我們欠了我

們的親戚，他們是我們第一層的內圈，是我們

所接觸最親近的一圈。我們許多親戚還沒有得

救，我們必須為他們禱告。從今天開始，主可

能引導你為他們禱告六個月。你不需要禱告太

長。每一天你起床之後，你可以說，『主阿，

我的母親還沒有得救。』這是你的禱告。下午

下班之後，你上了車，可以說，『主阿，我的

母親還沒有得救。』你這樣向主呼喊半年，看

看有甚麼結果。

　喬治慕勒（George　Muller）在他的自傳裏告

訴我們，他曾為成百的人禱告過。以後或遲或

早，這些人都得救了。他為他名單上的一個人

禱告了很久，至終，那人在慕勒死後也得救了。

我們必須信，我們對罪人的關切乃是出於主的。

祂揀選並豫定人，現在就需要我們的禱告，使

他們能得救。在我們所在的地方，有成千的人

蒙我們父神所揀選並豫定，但是若沒有神的兒

女為祂所揀選的人，有任何禱告、任何關切，

祂就不會拯救任何人。除非我們禱告，否則祂

不能救任何人。按原則說，我們都是藉着某一

個人的禱告而得救的。我是藉着我姊姊的禱告

得救的。我們都必須為我們的親戚不住的禱告，

直到他們全都得救。

　我們不需要長篇大論的禱告。我們許多人習

慣用長句子作長篇的禱告，我們這樣禱告大部

分是滿了廢話。主要聽我們真的禱告，不要我

們的解釋和教訓。我們該向主簡單、直接的呼

籲，要我們所有的親戚一個一個的得救。這是

清償我們對親戚所欠福音的債，他們是我們該

負責的第一圈。我們的鄰居可以說是我們的第

二圈，我們的同學和同事是第三圈。主告訴祂

的門徒，他們要在耶路撒冷（內圈）、猶太（第

二圈）、撒瑪利亞（第三圈）、直到地極，作

祂的見證人。（徒一 8。）

　這意思不是說，當我們清償我們對親戚所欠

福音的債時，我們不必接觸任何別的人。當我

們在福音上與主一同勞苦時，祂會主宰的把人

賜給我們。我們不該忘記行傳八章裏，腓利和

埃提阿伯太監的例子。這位太監往耶路撒冷去

敬拜神，在回國的路上讀以賽亞書。那靈引領

腓利到太監那裏，使他得救。那位太監不是腓

利的近親。如果我們是愛主的人，願意為人的

得救犧牲一切，主會主宰的把我們帶到那些祂

所揀選、所豫定的人那裏。

　主在尋找那些愛祂的人。為了要成為活力排

裏有活力的一分子，我們必須是愛主的人。在

我們的心裏，主該得着第一個地位，該居首位。

我們必須是活祂，並向祂活的人。如果我們是

這樣的人，主會不用我們麼？祂必然會用我們。

每一天祂會用我們接觸人。作為愛主的人，我

們會自然而然的關心別人的得救。

　我們都必須有負擔還我們的債。保羅在羅馬

一章說，對那些還沒有從他聽到福音的人，他

乃是欠債的人。（14 ～ 15。）保羅竭力要還他

福音的債。他說他欠了福音的債。我們都欠了

父母、親戚、表親、姻親、鄰居、同學、同事

的債。我們欠了每一個人福音的債。

　我們可以告訴一個人，我們欠了他東西。當

他問我們欠了他甚麼東西時，我們可以說，『我

欠你基督。』然後我們可以對他說到基督。如

果我們是愛主的人，是竭力在還福音債的人，

主就會用我們把人帶到祂那裏。我們還沒有『顛

狂』到這樣的地步。我是藉着一個這樣『顛狂』

的人得救的，她愛主到了極點。她是一位年輕

的姊妹，比我大六歲。我們必須記得，我們所

生的人會像我們一樣。（摘自 關於活力排之急

切需要的交通第二十一篇 如何接觸人並得着

人）

青年詩歌福音聚會，大家同心齊力來結果
　5/16（週六）晚上七點，在裕忠路會所大會場，將舉行青年詩歌福音聚會，我們邀請了施

孝榮弟兄來分享、見證神的福音。雖然主題是青年詩歌福音，但任何年齡層的朋友都歡迎邀

約，一同前來赴主救恩的筵席。每一次的福音聚集，都是我們還福音債，並結果子的好機會。

期盼聖徒們同心齊力，一同興旺主的福音。積極邀請親友、同事、鄰居，同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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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梯次基本訂戶推廣交通

基本訂戶同有分，真理泡透享豐富
　『若是我們有清明的眼光，認識聖經，認識今日基督教的光景，認識真理，也認識神給我們的

憐憫，我們就會花費一生，埋在這些話裏面，讓這些話泡透我們。然後，我們一定會有負擔，盡

所能的把這些真理的話，推廣到弟兄姊妹和眾召會中間。』（忠信殷勤的傳揚真理 — 關於文字服

事，六頁。）

　主的恢復乃是真理的恢復；主恢復的主要內容及性質，其源頭就是真理。其中實行已久的基本

訂戶，更是為着加強真理的推廣，並使愛主之人得着源源不絕的屬靈供應。

　照主僕的交通，基本訂戶之益處有二：首先，每本書的印量多，成本就能降低，大家都享受好處。

每年基本訂戶一千五百元，每天只需 4.1 元，便可享受一年七次特會訓練的所有晨興聖言，加上至

少十本新書報，我們所出些微代價，卻能換來無窮的豐富！第二項益處，則是鼓勵弟兄姊妹建立

起讀書的習慣，三餐飯後或睡前，都能讀一點屬靈書報，真是開卷有益。學習真理乃是一個泡透

的過程，此過程不在於短時間且大量，而是堅定持續的追求並享受，尤以建立讀書報習慣為首要。

　以下列舉常見關於訂閱基本訂戶的疑問，並試以職事信息摘錄為解答：

問題一：我已經有很多書報，而且每天都很忙，現有的書報都讀不完了，為甚麼還要基本訂戶？

 　『我盼望你們把我們中間印的書，以及生命讀經的信息都好好的讀一讀，每天隨時隨處的讀，

讀的時間不必太長。每次五分鐘或十分鐘，這樣就會積少成多，開卷有益。』（建造小排聚會所

需要的生活，八六頁。）

　『盼望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說他沒有時間。有的人說他很忙，但是一打電話和人閒談，就是半

小時、一小時；如果他們把這些時間省下，用來學習真理，那就足足有餘了。』（真理、生命、

召會、福音 — 主恢復中的四大支柱，六九頁。）

　弗三 8 啟示基督有追測不盡的豐富，五 16 說到『要贖回光陰，因為日子邪惡。』基督的豐富既

然追求、測度不盡，我們更需竭力，抓住每一個有利的機會贏得基督。我們最該贖回的光陰，就

是零碎的時間，這也是用來享受屬靈書報最佳的時間。願主賜下儆醒的智慧，使我們的光陰不被

撒但奪去，藉着『積少成多，開卷有益』，零碎換來整個 — 更多認識主的旨意。

問題二：我們家空間有限，不彀再放新書報了。

　『倪柝聲弟兄不只對聖經有卓越的研究，他也用心研讀屬靈書報。… 他二十三歲時，臥房裏幾

乎都是書，地上也是書，甚至床上還是兩排書，一邊一排，只留下中間一條空處給他躺下。人常說，

他是埋在書堆裏的。』（倪柝聲 — 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二一頁。）

　『我很喜歡看見德州有些弟兄們的家裏，處處都是生命讀經。他們客廳的茶几上，廚房的櫃檯

上，洗碗臺旁邊，臥室的床頭櫃上，到處是生命讀經，順手拿起來讀一讀，就得着滋潤、餧養。』

（建造小排聚會所需要的生活，八六頁。）

　願主藉着倪弟兄與眾聖追求的榜樣激勵眾聖，家中滿了屬靈書報並隨處追求，裏面也充滿豐富。

問題三：夫婦合訂一戶基本訂戶是否就已足彀？

　『我們中間的書刊，全數滿了真理；這不是誇口，乃是證明主的確祝福了我們。所以，我們應

該接受負擔，不要擔心許多書堆積在會所怎麼辦，而是要想辦法送出去。首先，就是要送到每一

位聖徒家中。… 盼望今後在每個召會中，家家都能教導真理，研讀真理。美國德州的眾召會在這

件事上是好榜樣，他們每個聖徒家裏，幾乎都佈滿了書報。無論是書房、盥洗室、客廳、床頭櫃、

餐桌上，甚至廚房裏，都有打開的書報；人無論走到那裏，都可以利用時間讀一段信息，即使是

燒飯作菜時，也可以得着滋養。』（忠信殷勤的傳揚真理 — 關於文字服事，四四至四五頁。）　

　真理的構成是每位聖徒的需要，家中一同追求、享受主話，更是神命定我們在團體中與真理同

歡樂的基本單位。（申六 4 ～ 9。）正如傳四 9 所說：『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可

得美好的酬報。』夫婦各有一套基本訂戶，一同建立追求真理的習慣，一同在主話上勞苦經歷，

同享豐厚恩典；甚而鼓勵（贈送）孩子有分基本訂戶，更是對下一代無窮的祝福。

　願主祝福祂的召會，滿了追求真理的風氣，神的話擴展起來，門徒的數目也大為繁增。（徒六

7。）（書報服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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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福音相調月負擔交通

接觸人時所需要之生活的相調
　『主吩咐祂的子民，祂的門徒，要彼此相愛。（約十三 34。）祂帶着一羣加利利人與祂在一起，

每天跟隨祂，共有三年半之久。…行傳和書信裏，我們可以看見早期的使徒也在聖徒中間作同樣

的相調。我有負擔幫助大家調在一起。…這事的成全不能單靠我們的禱告，乃是靠我們接觸人。

你該接觸我，我該接觸你；每天、每週、每月、每年，我們都該彼此接觸。當我們彼此接觸時，

我們就是在聚會。聚會就是相調，相調就是彼此認識。』（活力排的訓練與實行，八四至八五頁。）

　『所有的人都是可接近、可接觸的，但我們必須找出接觸他們的路來。如果我們附近的人家有

幾個人很喜歡釣魚，我們甚至需要與他們一同去釣魚。去釣魚而目標不是得着釣魚的人，就是落

到世界裏。但如果我們是去接近人，我們就不是去釣魚，乃是去傳講。我們和這些人去釣魚三次

之後，他們會完全向我們敞開；我們就會把他們那一個圈子的門打開。藉此我們能看見，有許多

接近人的方法。我們應當隨機應變。總會有路接觸任何一種人。』（生命的經歷與長大，六三頁。）

　主僕李弟兄地上末了的職事，曾一再強調活力排能帶進召會的繁殖擴增，進而完成基督身體的

建造，成功神永遠的經綸。活力排不是一種作法、運動，而是一種生活，這種生活滿了聖徒彼此

間的接觸，也滿了信徒對罪人不間斷的接觸，更滿了三一神在其中的分賜並建造。這種彼此的接

觸，就是相調，也就是聚會；並且這種接觸沒有一定的形式，我們需要隨機應變，甚至以使人愉

悅的方式接近他們，好為主得着他們。

　基於活力排彼此接觸、相調的負擔，配合兒童工作『多方』的原則，弟兄們正式將五月的兒童

福音月，更新命名為『兒童福音相調月』。切盼上半年兒童福音，藉着以各大區（或跨大區）為

範圍，聖徒們彼此邀約福音兒童及家長，一同到戶外走走，有更多彼此的接觸、認識，就是彼此

相調的機會。正如馬可第六章，主耶穌帶着門徒往曠野去，還有許多人跟着。（31 ～ 33。）在遠

離塵囂的境地，人們便可認識耶穌這位滿了慈心的牧人，（34，）也得着祂全備的供應。（38 ～

44。）

　在福音相調的邀約上，仍舊鼓勵所有兒童、家長及眾聖徒，跟隨主僕人的榜樣，繼續蒙福的實

行：首先，列出具體名單；第二，熱切、經常並持續的代禱（尤其鼓勵全家一同屈膝禱告）；末了，

抓住機會邀請。願眾聖的代求聖別各大區外出的行程，願彼此敞開的交通、接觸，成為進入三一

神、進入召會生活的便利入口。（兒童組）

各大區兒童福音相調時間及聯絡人

大區 相調日期 聯絡人 大區 相調日期 聯絡人
一 5/17（日） 賴徐秀英 十　 5/30（六） 廖顯宗
二 5/23（六） 王義龍 十一 5/16（六） 王博明
三 5/16（六） 陳瑞淦 十一 5/24（日） 卓楊菁純
四 5/16（六） 楊立興 十一 5/30（六） 李金峯
五 5/30（六） 蔡龍德 十二 5/30（六） 繆興亞
六 5/23（六） 蕭世偉 十三 5/16（六） 王華森
八 5/23（六） 周馮佩玲 十四 5/16（六） 莊唐彰
九 5/16（六） 周庭宇 十五 5/15（五） 蔡滋峰

 關於點名系統『福音出訪』欄
　全台眾召會點名系統中，從四月開始新增了一欄「福音出訪」。只要聖徒在當週有向人傳

福音，不論是個人傳或與同伴一同去傳的，包括一次或多次，都可打勾。請負責點名的聖徒

務必注意這欄位的勾選。

　新增這欄位目的，乃是要了解全召會眾聖徒福音出訪的情況。期盼我們一同建立一個有

『福』架構的召會生活，人人都作新約福音勤奮的祭司，帶進神更多、更大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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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南親愛的聖徒們：平安！

　在歐洲巴黎召會的聖徒同着所有在各處，呼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祂是他們的，也

是我們的；（林前一 2；）在身體的交通中，這

是我們第三次來到巴黎配搭服事，我們於三月

初抵達法國，主要服事就是家打開和挨家顧惜

牧養聖徒。因着也去英國，參加了在倫敦舉行

的春季華語特會，水流仍是『主的恢復之主要

的內容』，在特會中我們遇見了在這邊工作的

張佩凱弟兄夫婦。回到巴黎召會後我們先住到

姊妹之家，後住弟兄之家，又和周永分弟兄夫

婦（也是從台南來的）一同服事過團體生活的

青年聖徒。

　這裏聖靈工作最特別的就是，在法國另一城

市迪耶普（Dieppe）那裏，主親自興起了一處

召會，都是當地的法語聖徒，他們因着讀了倪

弟兄的書報，願意照真理而行，就建立了在迪

耶普的召會，今年因着他們其中的二個家和一

位姊妹到台灣參加二○一五年的國際華語特會，

並訪問台灣眾召會後，受到召會生活實行的激

勵和相調的益處。當他們回到迪耶普之後，就

正式邀請巴黎召會的聖徒（訪問過台灣的）去

相調。這是他們第一次學習把家打開接待聖徒，

我們何其有幸，是第一批被接待在新修建的會

所樓上。我們和他們喜樂的相調並見證基督身

體的一。同工們也接受邀請在團體晨興、呼求

主名、禱讀主話和主日申言的事上成全他們。

接着隔週他們就把好消息傳報給我們，受浸了

五位新人（其中一位到台南訪問時仍未得救）。

　已過四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在巴黎有全歐洲

的法語特會，這是法語世界的大節期，特會前

我們眾人實在為此有多面多方的禱告和仰望，

求主在歐洲得着尋求衪並背負祂見證的得勝者。

這次特會總共來了 328 人，人數年年都在增長。

特會也結束於弟兄們從主領受負擔，盼望全歐

洲的聖徒，能每天分別一小時的時間來愛慕主

話而追求真理，並一同進入『羅馬書的結晶讀

經』。願主加強這地的恢復！願你們仍繼續為

主在歐洲的權益和行動有代禱！（黃寬興弟兄、

黃樓菁文姊妹）

　－來自巴黎的家書－

實行召會生活 建造基督身體

　    －青少年－

　李常受弟兄於＜與青年人的交通＞一書中說

到：『青年人需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慾，他們也

應該追求…公義、信、愛、和平。逃避青年人

的私慾和追求基督的路，乃是…「同那些清心

呼求主的人」，你憑自己是不彀的；關鍵乃是「同

那些人」。』主恢復的傳承需要年輕人，年輕

人需要過身體生活。因此從二○一三年六月起，

於台南市召會青少年間，藉着月月固定的『高

中週末弟兄姊妹之家試住成全』，開始有團體

神人生活之操練與實行。

　本學期從三月起，每月一次在青年路會所的

『高中週末弟兄姊妹之家試住成全』（時間於

週五晚上至週六中午），目前總共有 29 人次參

與－其中姊妹 22 人次（含一位新人）、弟兄 7
人次。這學期成全負擔主要有以下幾面：一、

增加生活中相調的機會，不僅在屬靈上有成全，

也在課業上互相幫助、激勵並彼此代求。二、

團體神人生活時間表的操練，固定的晨興、晚

禱、讀經之享受，使其在身體生活中能贖回光

陰。三、藉着詩歌賞析與腓立比書的讀經成全，

盼望能在身體中調靈並一同被愛主的榜樣激勵，

使我們有正確為人的生活。至今兩次的入住成

全，青少年們自己也見證，這樣來在一起的成

全太蒙恩了！甚至有剛得救不久的新人與我們

加在一起後，就盼望繼續有分這樣的入住成全。

　以下為青少年們的見證：【211 王雅諄】第一

次來到姊妹之家與大家同住，感覺很溫暖。當

我對主有所困惑時，姊妹們樂意幫助我瞭解主

更多。就連很害怕在大家面前禱告的情形，藉

着姊妹們的鼓勵，使我能慢慢向主敞開，即使

呼求主名也是向主的禱告，這樣彼此勉勵，使

我對禱告不再感到壓力大。【411 洪子喬】享受

晨興時的信息，我們對主的愛是因着主愛我們，

就像我們對媽媽的服從是因為知道她背後的付

出和愛。有時候的操練可能是為了表現和例行

公事，但藉着這次的晨興使我重新享受主的愛。

報告與代禱
   一、5/15~5/16 第三次週末入住弟兄姊妹之家，

興起有心願的弟兄二十位，姊妹二十位參加。   
　二、高中姊妹之家即將有四位高中姊妹畢業，

請為新學期姊妹入住代求，有更多願意受成全

的高中姊妹入住。（黃彩虹姊妹）

週末入住－同那清心呼求主名的人竭力追求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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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1）晨興聖言「為着神的建造之祭司職分的恢復」第 3 週。

　　（2）禱告聚會「週訊召會」第 2 頁。
        （3）5/10（主日）清晨主日「真理課程」二級卷一第 12 課下半。
　　（4）書報：「傳福音的原則與實行」第 1 ～ 2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39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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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主日 ) 口傳 10:1-11:10 口西 2:1-7  口西 2:2
5/11( 週一 ) 口傳 12:1-14 口西 2:8-15  口西 2:12
5/12( 週二 ) 口歌 1:1-8 口西 2:16-23  口西 2:19
5/13( 週三 ) 口歌 1:9-17 口西 3:1-4  口西 3:4
5/14( 週四 ) 口歌 2:1-17 口西 3:5-15  口西 3:15
5/15( 週五 ) 口歌 3:1-11 口西  3:16-25  口西 3:16
5/16( 週六 ) 口歌 4:1-8 口西 4:1-18  口西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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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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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週一 )
 5/12( 週二 )
 5/13( 週三 )
 5/14( 週四 )
 5/15( 週五 )
 5/16( 週六 )

  －報告事項－
　 集中禱告聚會　
　十大區　時間：5/12（二）20:00，地點：永康區崑山會所。

　十五大區　時間：5/12（二）20:00，地點：新興路會所，請帶週訊。
　福音行動
　全召會福音聚會　時間：6/20（六）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敬請邀約福音朋友參加。　

　青年福音聚會　時間：5/16（六）19: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敬請邀約福音朋友前往。
青年福音聚會事務服事總管：羅友駿弟兄（0916-263275），林右庸弟兄（0963-417880）

區 一 三 四 七 學生
項目 招待 受浸 佈置 車輛 電器

　　   　－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點燈和祭司的衣服（一）

　出埃及記二十八章二節說：『你要給你哥哥亞倫作聖衣為榮耀，為華美。』四節說：『所要作的，

就是胸牌、以弗得、外袍、雜色的內袍、冠冕、腰帶，使你哥哥亞倫和他兒子穿這聖服，可以給

我供祭司的職分。』這些衣服的屬靈意義是甚麼？祭司衣服的意義就是在祭司的體系中彰顯基督。

這意思是說，衣服表徵基督從祭司的體系中活出來。我們不但有基督作為三一神的具體表現，有

基督神聖的性情，有基督拔高的人性，有基督的靈，帶着基督所經過的一切步驟，我們也有基督

的彰顯。（選自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一百一十四篇）

　十二大區福音聚會　時間：5/23（六）18:30，地點：學甲區八德街 108 之 3 號，備有愛筵。

    十四大區福音聚會  時間：5/30（六）18:30，地點：新營區會所，備有簡餐。

　十五大區福音聚會　時間：5/30（六）18:30，地點：新興路會所，請聖徒帶菜，備有愛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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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小一

至小六兒童，及其家長、服事者。報名截止日改為：5/17（主日）。費用：500 元 / 人。報名窗

口：許惠鳳姊妹（0952-973451）。

暑期親子健康生活園『家長及服事者豫備聚會』調整通知
原訂 5/16、6/6 兩次豫備聚會，因故改為一次，時間為 5/30（六）19:00 ～ 21:00，地點於裕忠

路會所中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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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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法國的尋求者，使他們能彀看

　　見異象並投身主的恢復。
　越南：黃俊明弟兄夫婦－聖徒持續牧養潘切、美托市及富國島的新受浸者。
　柬埔寨：吳教安弟兄夫婦－金邊、磅湛、暹粒、馬德望, 共得救六十九位新人，能穩定的活在
　　　　召會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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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福音：5/16（六）全召會青年詩歌福音聚會，目標能有100位福音朋友參加。

　青職：青職福音月所接觸的福音朋友，得救的新人，能持續被餧養，穩定的活在召會生活中。
    大專：已過參加基礎造就的新人有心願入住弟兄姊妹之家；各校教職員聖徒得人得地。
   青少年：

　1.青少年福音月後續的福音生活：對主仍有主觀的經歷，並為人題名禱告，接觸同學。

　2.五月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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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坤諺 、林登涵、郭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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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為止，全召會小排聚會人數為1223位，受浸人數為263位。

南台南事務服事 總管：葉振昌弟兄 0918-026205、林暉智弟兄 0953-810336
項目 電器 場地佈置 招待 車輛 兒童 整潔
大區 一大組 八 一 五 九、十 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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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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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十一 十四 十三

服事內容 一樓會場、會客室整潔 一、二樓廁所整潔 電器、會前場地佈置 二樓餐廳、青少年室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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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豫讀出埃及記第十一～十四章。

　全台眾召會國殤節特會暨禱研背講追求
時間：5/29（五）10:00 ～ 5/30（六）12:00，地點：中部相調中心。費用：每人 800 元，報名截

止日：5/22（五）。報名窗口：賴錦富弟兄。5/29（五）9:00 報到，早餐自理。
　日間追求班外出相調
　時間：6/17（三），地點：中部相調中心，費用：600 元，報名截止日： 5/14（四）。報名窗　
　口：賴錦富弟兄。將參加壯年班畢業聚會、戶外活動相調，歡迎聖徒踴躍報名參加。

　青少年第三次週末入住弟兄姊妹之家
　時間：5/15（五）19:30 ～ 5/16（六）13:00，地點：青年路會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