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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前幾篇信息中，首先我們看見律法不僅僅是定

罪人、暴露人的光景，更看見了律法內在的本質，

以及對於律法（神的話）的經歷。接着，我們也從

整本聖經中看見約的內容，以及約的制定。從本篇

信息，我們要來看律法上關乎敬拜神的律例與啟

示。

　真理要點
　首先，我們看見在新約裏神命令我們要敬拜祂。

敬拜神就是要人認識祂是神，並宣告祂是神。不僅

神要得着敬拜，撒但也要得着敬拜。魔鬼一直尋求

人的敬拜，牠所懼怕的，就是我們敬拜神。願主開

啟我們的眼睛，使我們看見撒但所要的，就是得人

的敬拜，而使我們不敬拜撒但，單一的敬拜神。

　從創世記中亞伯和該隱的事例中，我們看見敬拜

神的路。該隱敬拜神的方式，乃是照着他屬人的觀

念和意見，發明了一個宗教。而亞伯的獻祭正符合

摩西律法中的啟示，就證明他敬拜神的路是照着神

的神聖啟示。因此敬拜神的路，乃是如同亞伯照着

神聖的啟示敬拜神，而不該像該隱照着他自己的意

見和觀念敬拜神。

　甚麼是照着神的神聖啟示敬拜神呢？我們需要從

出埃及二十章二十二至二十六節，在律法上關乎敬

拜神的律例中，看見如何正確的敬拜神。

　第一，不可製造銀或金的神像，就是不該給財富

有地位；我們不能事奉神，又事奉瑪門。（太六

24。）

　第二，要獻燔祭和平安祭，就是將基督獻給神，

作我們與神相互的享受與滿足。

　第三，要使用土壇獻祭，土壇在人眼中是原始而

沒有文化的，說出不該給人的智慧和能力有地位。

我們敬拜神時，只該記念主的名，而邀來神的眷臨

與賜福。而不該高舉人的方法和天然才幹的功績。

＊全台弟兄事奉成全集調：10/15~17，10/22~24，請鼓勵區裏弟兄們結伴報名參加。
＊人人入排，排排入人：請聖徒領受負擔，代禱並看望久未聚會的聖徒及福音朋友。 

乃該完全信靠基督，藉此留在作我們遮蓋的基

督之下。

　在出埃及記中，我們不僅看見如何正確的敬

拜神，也需要提防在敬拜神的事上有攙雜。在

出埃及三二章一至六節，我們看見當摩西在領

受關乎敬拜的神聖啟示時，亞倫造了牛犢，以

耶和華為其名，並且以向神獻上祭物並敬拜神

的方式，帶頭敬拜偶像。今天在許多基督徒中

間，基督徒也許是以適合敬拜神的方式敬拜，

但事實上，他們敬拜的對象也許是神以外的事

物。這是在敬拜神之事上的裝假和狡詐的攙雜。

最後，出埃及二十四章一節、十至十一節啟示

看見神就是敬拜神。十一節：『他們觀看神，

並且又喫又喝。』這裏的敬拜神包括觀看神以

及喫喝；這是真正的敬拜，是神所要的敬拜。

負擔應用
　一、在敬拜神的事上，我們不該給錢財有地

位，不該給金銀有地位。我們為了生存需要錢

財，但我們不可讓錢財霸佔了我們。

　二、正確的敬拜神必須包括燔祭和平安祭，

有些基督的東西獻給神，作為祂的享受和滿足。

為此，我們需要天天觀看神，過着又喫又喝，

享受基督的生活，使我們在聚會中有祭物獻給

神，作我們與神相互的享受與滿足。

　三、在約翰四章中，啟示我們對神真實的敬

拜乃是喝活水。我們需要喝活水，纔能在靈和

真實裏敬拜父。我們若沒有喝活水，就不能在

神聖的分賜裏有主觀的敬拜。而這種主觀的敬

拜主要是在擘餅聚會裏得以實行出來。所以，

我們需要在生活中喝活水，對主有更多主觀的

享受，好在擘餅聚會裏有更多主觀的敬拜。

                                                     （邱俊傑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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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排入人的實行（三）

　堅定持續實行送會到家
　基督教已經岔出了神命定的路。基督教造了

許多大會堂、大教堂、禮拜堂，邀請人來聽福

音。但今天主給我們看見，召會中所有的肢體

都該是訪問者，出去把福音帶給人。我們應當

去看望人，送會到家。我們若要人到會所來，

多數人不會來。但我們可以把聚會帶到他們家

裏。我們可以接受負擔，把『食物外賣』到這

些家裏。我們不必叫他們來買、來喫我們的食

物，我們需要把食物送到他們家裏。（摘自「神

命定實行新約經綸的路」第九章）

　送聚會到家，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解決家庭

爭端。一個聖徒久不聚會，可能不為別的，就

為家庭不和，因為越不聚會，夫妻彼此吵嘴得

越厲害，越不敢聚會。一個作妻子的聖徒，可

能十八年不聚會，也已經喊冤喊了十八年，無

處申訴。忽然有一天，聖徒送聚會到家，與她

一同唱詩禱告，她裏面得了滋養，歡喜快樂。

之後，妻子就會禱告：『主，求你憐憫我們，

憐憫我的丈夫，使他和我一樣，也能起來享受

你。』再者，十八年不聚會，孩子也必定跟着

不聚會；現在因着送會到家，孩子們也必然皆

大歡喜，得着救恩。這豈不是一舉數得。

　這一送會到家，不僅人起來聚會，更給他的

家人和親友一個莫大的機會，得着主救恩的福

音。我相信，我們若肯這樣實行，每週送聚會

到十個家，最少會有五個家起來。現在臺北至

少有六千人久不聚會，約近一千五百至二千個

家，有的家裏只有一、二人得救。如果三個月

內，我們能把這二千家看過三至五次，至少會

有一千家興起來。這實在是絕佳的路；值得我

們努力去作。

　實在說，這樣的實行不僅是我們該作的事，

其所帶給我們的益處，更是不可勝數。首先，

『送會到家』就是雪中送炭。原本有一家人對

主很冷淡，怎麼燒都燒不熱；現在你送聚會，

就是送炭火去他家，將這家的爐子點起來，不

僅燒旺人的靈，也燒去他們的家庭糾紛。原本

夫妻就喜歡吵嘴，一吵就互不理睬；現在最多

不睬六天，到了家中聚會這一天，還得一同讀

經、禱告、唱詩，不睬也不行。所以，這乃是

一大拯救。

　我們所交通的，乃是合乎聖經的實行。這是

使徒行傳裏的路，也是書信裏的路。主耶穌在

地上時，也實行這路。祂不是只開福音大會，

乃是到處傳講，隨走隨傳，無論在海邊、在山

上、或在家裏，祂都照樣傳。祂還曾特地到撒

瑪利亞，送聚會給那撒瑪利亞婦人。祂這一送

會到家，那撒瑪利亞婦人就得了救，回去大作

見證，結果撒瑪利亞全城都轟動，並且大大的

受益。（摘自「新路實行的異象與具體步驟」

第六篇）

裝備自己為着送會到家
　我們去家中聚會… 都必須有裝備。裝備得多，

聚會的豐富就多。今天召會中的帶領有兩面，

一面顧到大聚會，為着那些喜歡聽道的人；一

面送會到家，照顧餧養久不聚會，或新蒙恩的

人。…所以現在召會生活，兩面都有，主日大

聚會、擘餅聚會、禱告聚會、小排聚會、家中

聚會等，既顧到聖徒的需要，也顧到召會的繁

殖與擴增。（摘自 第九篇）

　盼望一段時間過後，經常聚會的聖徒們在禱

讀的事上能有強的操練。甚至我們前去探望人

時，也可以好好禱讀。探訪人不要個人去，乃

要同着小組的成員，一同去陪人禱讀。作家負

責的，要將久不聚會，卻有希望被帶起來的聖

徒，列成名單，交給每個小組。小組成員就依

照所得的名單，前去看望。比方，你可以邀約

某位弟兄週五到你家，或與他約定週六或主日

下午同幾位聖徒前去探訪他。若是他的時間不

方便，可另找方便的時間。你要讓他知道，不

是你一個人去，乃是有三、五位聖徒同去，眾

人有一點唱詩、讀經和禱告。這種小組探望的

力量，遠高於個人單獨的看望，果效也比較好。

每個小組前去探望不常聚會的聖徒時，一面要

與他們有交通，一同唱詩，另一面要加強禱讀

的操練。藉着這樣的探望，就能將一些久不聚

會的聖徒，帶回到召會經常的聚會裏。（摘自

「祭司職分與神的建造」第二十二篇）

竭力操練使每位聖徒的家打開
　我們必須竭盡主所給我們的能力、體力、時

間，…把聖徒的家都作成聚會的家。現在許多

聖徒都有負擔把家打開，這是太大的進步；然

而，我們不能滿意於此。不僅有負擔的家能打

開，就是沒有負擔的家，我們也要送會到家。

我們盼望每位聖徒的家都打開，成為一個聚會

的家。

　因此，我們都得學，同工學，長老學，全時

間的也得學；特別是姊妹們，更應當學。學習

的內容，是怎樣去人家裏建立家中聚會。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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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人有心願，接受負擔了，我們纔去作；乃

是只要他是我們的弟兄姊妹，只要他有個家，

我們就得去作他的家。他不會聚會，我們帶領、

教導；他不能聚會，我們幫助；只要堅定持續，

一次又一次，直到他能聚會了，我們再把聚會

交給他。聚會的對象，主要還不是親友、鄰舍，

而是他的家人，起碼是夫妻二人。可能這對夫

妻久不聚會，但只要我們送會到家，他們就能

被主摸着，恢復聚會。

　有許多弟兄姊妹，雖然不是同工、長老、全

時間者，卻是有心願的，…若是以三人為一單

位，就有 [ 許多 ] 單位…去找對象，或者是久不

聚會的，或者是輭弱的，或者是平常對召會漠

不關心的，甚至是一個福音朋友，都可以送會

到他們的家。這不是作一次就畢業了，乃是要

堅定持續的作下去。在這過程中，你們也要學

習排桌椅，擺茶具、水果等，並學習如何點唱

詩歌、操練隨從靈。我相信你們若肯這樣作，

果效必然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摘自「新路

實行的異象與具體步驟」第十二篇）

　　    　　  －禱告聚會信息－

有負擔進入神對罪人愛的關切，
並使罪人轉變成為基督的肢體，以完成神的經綸

　　    　　  　－生命信息－

　我們需要很多的豫備，纔能在出去接觸人使召會擴增的事上，滿有衝擊力。我們可能知道關於

神命定之路四個步驟的真理，卻沒有正確的實行這些步驟。我們中間正確的操練傳福音的人不多。

我們若不知道如何作某件事，就無法對這事有興趣。小孩子開始學彈琴時，會覺得很難，因而可

能不感興趣。但至終當他經過更多的練習和學習，他對彈琴就會上癮。這表明我們越多操練，就

越有學習；我們越有學習，就越上癮。

　目前在我們中間，對神命定之路有真實興趣的人似乎不多。我們同意說，排聚集佔召會生活的

百分之八十，但多少人真正對排聚集有興趣？我們大部分仍然在老路裏。我們操練活力排已經有

十週之久了，我擔心你排裏有些聖徒，你連他們的全名都還不知道。這表明我們的確尚未進入彼

此透徹並親密的交通，好調和在一起。我盼望我們不僅認識各自排裏成員的名字，更認識所有活

力排裏聖徒的名字。

　在這些日子裏，我對活力排的興起和往前，負擔很重。我們需要豫備自己出去得人，好使召會

得着擴增並建造。我們要豫備自己，列出我們親戚和密友的名字。然後我們需要禱告，求問主我

們該先專注於那些人作我們福音服事的對象。主會引導我們。在這幾個月裏，我們需要不住的為

他們禱告，然後我們就能去接觸他們。

　我們要在活力排裏實行主的負擔，就必須是更新的人，並且必須學習如何在每一方面事奉主。

學習作醫生是很難的，但學習如何按着主的路事奉祂，比學醫難得多了。我學習如何事奉主已經

六十多年了，但我仍然沒有畢業。

有負擔進入神心裏對滅亡之罪人愛的關切
　我們必須學習有負擔進入神心裏對滅亡之罪人愛的關切。約翰三章十六節說，神愛世人，甚至

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入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遠的生命。神的確有這樣的愛。現

在我們作為神的兒女，就該在我們的父對罪人的愛上，與祂是一；我們需要對罪人的得救有愛的

關切。以為傳福音僅僅是要得靈魂，這種觀念太膚淺了。我們需要對墮落的人有愛的關切。按我

的感覺，我們中間大多數聖徒已經失去這種對罪人的關切和照顧。

　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是一個對罪人有真實關切的榜樣。有一天他傳講說，凡不相信基督

的都要永遠沉淪；他描繪火湖到一個地步，聽眾當中有些人就抱着建築物的柱子，惟恐自己會墜

落火湖裏。他對罪人有這樣的心，有這樣的負擔和真實的關切，但我們大多卻失去了這個關切。

　我們的活力排該學習如何與我們的父同樣對罪人有愛的關切。提前二章四節說，神願意萬人得

救。我們出去以前，必須裝備有這種感覺。不然，我們乃是假冒為善的人在表演而已。我們若對

罪人沒有心，為甚麼要出去訪問他們？那將是一種表演而已。（關於活力排之急切需要的交通，

第十六篇。）（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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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常存果子，使基督身體得着擴增

　每一年的大專福音節期，都有永遠的價值！並且在這樣的節期裏，藉着身體的配搭、在多而又

多的禱告裏，我們乃是一般滿了安息與享受的子民，勞而不苦、累而暢快！經過兩週的勞苦，主

已經將一百多位的果子加給了祂的召會，這實在是主的祝福！

　在約翰福音十五章十六節，主對門徒們說：『不是你們揀選了我，乃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立

了你們，要你們前去，並要你們結果子，且要你們的果子常存…。』當我們出去在主裏產生了信徒，

就要接着照顧他們。最上好的辦法，就是在他們家裏設立聚會，作他們的遮護，使他們得到養與

教的照顧，成為常存的果子，活在真葡萄樹上，就是基督的身體中，作基督的擴增（註 3）。願主

祝福祂的召會！使我們藉着堅定持續的生和養，繼續將人留在召會中，使果子長存！

　　   　 －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耶和華的使者引領祂的百姓得着應許之地為業 (二 )

　照着出埃及記第二十三章二十三節所說，耶和華的使者在百姓前面行，領他們到異族所佔領的

地去。論到這些信奉異教的外族，主應許說：『我必將他們剪除』。在二十七節主說：『我要使

那裏的眾民，在你面前驚駭、擾亂，又要使你一切仇敵，轉背逃跑。』此外，主還應許說：『我

要將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將他們從你面前攆出去』。（31。）雖然神應許將異族攆出去，

祂卻說：『我不在一年之內，將他們從你面前攆出去，恐怕地成為荒涼，野地的獸多起來害你。

我要漸漸的將他們從你面前攆出去，等到你的人數加多，承受那地為業。』（29 ～ 30。）根據豫

表所說，主要攆出異族，就是天然的生命；但是祂攆出異族有多少全在於我們長大得有多少。有

些基督徒因着恨惡天然生命，禱告求主叫他們不要受它的轄制。但是，他們後來又遭受『野獸』

的攻擊。這些野獸比異族更凶惡，因為獸象徵鬼魔。天然生命是可憎的；但是鬼魔，就是邪靈，

更為可怕。剪除天然的生命必須與我們在基督裏的長大相符合。我們愈在主裏長大，也愈在祂裏

面加增，祂就愈要取代我們天然的生命。（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七十四篇 ）

   科目 / 項目 經常費開支 全時間服事 福音工作 海外開展 其他代轉 本月總計
上月結轉 81,325 -237,597 480,529 0 0 324,257 
本月收入 1,910,862 525,142 95,400 478,900 36,500 3,046,804 
本月支出 2,162,295 674,093 66,922 478,900 36,500 3,418,710 
本月結存 -170,108 -386,548 509,007 0 0 -47,649 

1. 本月個人奉獻包計 197 包。    
2. 海外開展奉獻累計 2,724,820 元，目標達成率 98.36%。 	 	 	

2015 年 8 月份財務奉獻收支概況 

　　   　 　－財務－

    青職福音月福音行動規劃（目標：每大區受浸 4位青職） 	 	

大區 日期 週 時間 地點 行動簡述 聯絡人 手機
一 10/3 六 18:30 青年路會所 福音愛筵（各家帶菜） 王旭昇 0963-197884
三 10/3 六 9:30 涼山 福音相調（戶外） 翁宏仁 0912-008557

十二 10/3 六 18:30 佳里區會所 福音愛筵（各家帶菜） 陳韋字 0928-789015
十四 10/3 六 18:30 新營區會所 福音愛筵 張士毓 0932-828189
三 10/7 三 18:45 翁宏仁弟兄家 小排福音（愛筵） 翁宏仁 0912-008557

十三 10/10 六 12:00 沈先國弟兄家 青職福音（愛筵） 洪琮博 0921-562513
七 10/11 日 19:30 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青職福音 許博舜 0988-010292

十六 10/12 一 18:30 福音愛筵 鹽行會所 余承恩 0988-605711
＊註：因篇幅有限，各大區青職福音行動，將陸續刊登。

　　    　 　　　　－青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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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取木料　為着神家的建造
　在已過的青職特會中，最摸着的就是為着神

家的建造，需要全體的事奉，不再是單獨的個

人，乃是有一班人願意將自己交出來。人在神

面前所有的事奉，都必須源於燔祭壇上的火燒

出來的，燔祭壇上的火要一直燒着，不可熄滅！

看見主耶穌的榜樣，祂裏面為神的家焦急，如

同火燒；祂是絕對為着神的家。在特會中心裏

向主禱告，使我能絕對為着神的家，學習向主

說：『我再一次把自己獻給你，為着你建造的

工作。』另一方面，由於自己是小組長，在每

堂聚會前藉着儆醒禱告豫備自己，為同伴們禱

告，邀約一同上台奉獻。我們這一組有一位六
月份纔得救的青職姊妹，也和小小組長一起陪

伴這位姊妹過奉獻的關。我們願意為主上山取

木料，堅定持續傳福音，實行生、養、教、建，

直到主來。讚美主！（502 區　王林美善姊妹）

全體事奉　擺上自己的那一份
　在受浸得救快一年的日子以來，第一次參加

青職特會，在這次特會也配搭場地組的服事，

纔知道為這兩天的聚會需要很多會前的準備，

和禱告，在特會的整個過程中我看見每一位弟

兄姊妹都非常看重這樣的聚會，並擺上自己的

那一份，正如本次的總題『全體事奉，為着神

家的建造。』很蒙福這次上台作晨興生活的見

證，也很寶貝因着活力伴彼此托住，一起堅定

持續，纔能有如此的見證，感謝主。

　之前一直以為青職小排是很平常的事情，沒

想到看到統計的數據後纔知道其實單純『青職

排』目前是蠻難得的，也讓我更珍惜現在與青

職的弟兄姊妹們一週一次的小排，也看見需要

更多的青年人來建造基督的身體。願神祝福我

們的福音行動，可以得更多長存的青年果子，

一起成為材料建造神的居所。（701 區　許博舜

弟兄）

上山看異象　下山活新樣
　這次青職特會帶我們進入山上樣式－全體事

奉、建造神家的異象。神要使用我們作時代器

皿來豫備祂的再來，這需要藉着我們天天更新

奉獻，讓祭壇的火永不熄滅；並藉着全體作祭

司，全面實行生養教建，在身體裏堅定持續，

有例常之外的勞苦，叩門訪人、作家聚會，為

神家建造上山取木料、花費一切。並與同伴一

同作柱子，成為信得過、靠得

住、叫得動的一班奴僕青職，有孤注一擲、全

然枉費、不顧一切『拚了』的靈。特會結束我

們下山活新樣，與同伴實行晨興晚禱、讀經追

求、傳福音為要結常存果子的生活。讚美主！

讓我們被神家建造這焦急的火完全吞沒、吞盡，

直到主來！（1003 區詹姊妹）

願忠信殷勤　拚上一切
　本身的個性不善於接觸人，但太二十四 14『這

國度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

末期纔來到。』看見這是主回來的兆頭之一，

這興起我裏面的負擔，傳揚國度的福音。今年

初前去配搭鹽行開展，接着回到南區看見聖徒

們，週週持續叩訪人，渴慕同過傳福音的生活

及向親戚們傳福音，這也成為我繼續留在台南

的原因之一。

　但配搭了一段時間後，雖然珍賞聖徒的忠信、

殷勤，卻總覺得開展中缺少些甚麼，勞苦沒果

子，傳福音也不暢快，覺得快走不下去了。感

謝主，這次的青職特會，如同屬靈的健康檢查，

診斷出勞苦叩門而沒有果子的原因，在於我這

段時間缺少了為福音迫切及徹底的禱告，並且

我不該灰心，而該迫切到主前，禁食丶禁睡也

要拚出果子，求主給我拚上一切的態度，讓福

音的火繼續焚燒，持續叩門及向親戚朋友傳福

音，使我為神家的建造，上山取木料，得青年，

留在召會中作柱子。（1502 區　王慧鈴姊妹）

全體都事奉　人人盡功用

青職聖徒上台奉獻主日擘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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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家得青年
　『主阿！實在是感謝你，這次的特會讓我分

別出時間，為着神家的建造。』我和我的『準

弟兄』先生一起參加了。感謝主的憐憫！聽見

我們一直為着我先生的禱告，在青職特會中，

我的準弟兄竟然也奉獻了。阿們！這比我自己

得到任何事物都比不過的喜樂。嫁過來柳營後，

晚上的聚會不能常常參加，對於我過召會生活

是一個遺憾。但主仍然把我緊緊的抓住，為我

豫備好的工作，不讓我的體力全花在工作上，

而使我對神話語有渴慕。在參加完特會。十四

大區青職約好每天讀經 1～ 2 章及為着區區青

職排把家打開。主阿！感謝你又一次在我的家

作工。我的準弟兄答應可以打開家，其實我對

於開家是很有負擔的。信息說到：《是神家重

要還是自己家重要》。我特別對這句話有感覺，

『主阿！我的奉獻真的太少了 ，可是你都知道

我所想所要。主阿！我要再次把自己獻給你，

不管我奉獻過多少次，我在這裏因着你給我厲

害的異象，再一次把自己獻給你，我要被建造，

為着你建造的工作，我將自己獻上。』 感謝讚

美主！ 林前十五 58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

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作主工，

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

（1403 區　顏見青弟兄、顏郭美淑姊）

奉獻起初的愛來愛主
　在參加特會前，對這場聚會的溫度是低的，

但在豫備聚會中禱讀到利未記六 13『火要在壇

上一直不斷的燒着，不可熄滅。』想到每次奉

獻完，都會失敗就灰心，但主藉弟兄來回應我：

失敗沒關係，但我們需要奉獻再奉獻，直到被

主得着。裏頭實在大得安慰，奉獻的靈又再次

被挑旺起來。

　我奉獻一直沒負擔的傳福音生活和一直無法

堅定持續的讀經生活，雖然我對自己沒有把握

能持續多久，也不知道該如何往前，但在信息

裏說到：召會因着墮落，仇敵便將撒狄的死沉、

老底嘉的不冷不熱和衰老信徒不結果子的光景

帶到召會中。要勝過召會的墮落，我們必須在

實行神命定的路上有活力。我不該在墮落裏有

分，而是要勝過墮落的光景，走上神命定之路，

藉讀經享受主，並走出去宣揚主的恩典。『主！

我奉獻起初如何愛你，在青職時要加倍地來愛

你。』（1502 區　薛仿珂姊妹）

無論得時不得時，務要傳道
　在參加青職特會中，最蒙恩的點如下：一、

由於在大區裏三十五歲以下的青職人數很少，

我與同伴和照顧家在三個月前就積極為着所有

青職能彀來參加特會而有迫切的禱告，並且幾

乎每週一次聚在一起，不斷的搜尋各小區符合

資格的人位，為他們禱告並邀約他們來參加。

感謝主 , 最後報名人數超過我們所豫算人數。

　二、以往對於要傳福音 , 總是覺得很困難 , 不

得要領 , 尤其是當自身在環境中遇到難處時，若

沒有人托住 , 就容易下沉。但是在特會中，主親

自來向我說話，告訴我正確的立場，乃是要為

主站住，先顧到神的殿！不管得時不得時，務

要傳道！在出去傳福音前，要與同伴有迫切的

禱告，並且帶着『基督的權柄』走出去向人傳

講人生的奧祕。『哦！主阿，每每想到你為了

我們釘死復活並成為聖靈與我們調和為一的這

幅圖畫，我實在沒有藉口逃脫，只得拚上去，

來回應你對我的愛。』求主更多的加強我，使

我在之後的每一天，都能得着信仰上的進步和

喜樂，阿們。（401 區　蔡雅棼姊妹）

在服事上受成全
　這次雲嘉南青職特會在台南舉辦，沒有年齡

的限制，又鼓勵社區聖徒參加，當下我就第一

個報名繳費了。本來總管只邀我飯食服事，上

午九點報到時，詢問報到處需不需要幫忙，後

來聽說有些服事者又沒辦法全場服事，我也就

接受這個恩典。這讓我想起；曾經有分於在南

投相調中心全台青職特會的服事，那時也是與

台南市青職服事團一起配搭，受到成全，操練

真、準、緊的性格，喜歡與聖徒一同服事。　

　因着在報到處服事不用走動，反而可以聽到

信息，而且還聽到完整三篇的信息，很值得！

印象最深刻的是弟兄題到；我們總有許多合理

的藉口，藉口工作的壓榨，傳福音人們不接受，

就如此說：『建造耶和華殿的時候尚未來到。…

我們應該要省查自己的行徑』。纔恍然大悟這

也是我經常的藉口，真需要像哈該這樣的申言

者題醒我們。這次青職特會主要是為傳福音奉

獻，我也願奉獻自己的時間，投入這得青職的

行列中。（902 區　唐姊妹）

＊註：此次青職特會稿件眾多內容感人，但因

版面有限，請聖徒可上召會網站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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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在法國的行動－聖徒相調一內同居　

親愛的聖徒們，主裏平安，喜樂！

　『看哪，弟兄們一內同居，是何等的善，何

等的美。』這是已過三個月巴黎召會校園服事

眾聖徒相調為一的甜美寫照。

　今年六月，弟兄們在『作身體的工』與『相

調服事』的異象下，將全巴黎召會大學以上的

學生聖徒，連同對校園工作有負擔的青職，以

及願意為學生打開的家，召聚在一起，彼此認

識，同心禱告交通。聖靈強烈的運行，以至學

生們願意一次又一次聚在一起，繼續相調，甚

至一個月後學生們要求要週週在一起有彀多的

禱告和交通，藉此主把我們相調成同心合意的

一大團。也藉着定期規律的禱告，聖靈在他們

的交通中產生出許多的行動。首先，學生們交

通出九月份為福音月，天天出外藉聖經的分送，

以分賜生命並尋得平安之子，並且每天都有不

同學校的學生們，主動拿起負擔張羅一切，而

其他各校聖徒們則積極參與配搭，有分工，卻

沒有分別，眾人總是調在一起，到各校園附近

傳福音。在這同心合意的配搭裏，主大大的祝

福召會，平均每一天我們都得着三十位以上的

尋求者。同時，學生們又交通出讀經小組的普

遍建立，好將這些平安之子帶到持續的餧養中；

眾人又交通出聖經研討會的設立。全召會相調

在一起，一同傳福音，其樂融融！

　此外，在八月底和九月初，為巴黎召會的錄

影訓練，全召會有大約四十人參與（若加上赴

安那翰現場的，共有約五十人），信息傳講是

以法文發聲，但有中文字幕，藉此顧到不同語

言聖徒的需要。這次的訓練比以往較為進步的，

就是更接近水流職事站所要求的標準，眾聖徒

操練準時赴會，並積極豫備考試。因着課程密

集，聖徒們在體力上，較感喫力，但靈裏仍然

高昂，堅持享受到底。眾人都摸着－『地上最

崇高的職業，就是花時間讓神注入，使我們因

神發光並將神照耀出來；這完成神永遠的經綸，

將祂自己作到人裏面，使祂得着祂的見證，就

是祂那擴大、擴展的彰顯。』

　在九月十一日～十三日，為全歐洲秋季的華

語特會。在身體的交通中，我們因着更摸着主

的心意，而有了較大的突破。因着負責弟兄們

共同覺得華語特會不應當只是為着華語聖徒，

更該是為着所有語言的聖徒，只是用華語來說

話，來傳輸，而供應卻是為着全身體的。因此

弟兄們同心合意加強、鼓勵各語言的的聖徒都

來。特會滿了主的說話與祝福，首先與會人數

是空前的，大約有二百六十位，其中有三十位

是英語聖徒，有四十位是法語聖徒。感謝主，

我們不分語言與種族，眾人相調為一，失去一

切的區別，因此整個特會顯得和諧、喜樂，如

同過節一樣。事實上，從服事團的建立，在豫

備的過程中，我們就享受了不分語言、種族的

相調、事奉。

　此次特會，我們更緊密的進入當前聖靈的流

中，特會的主題乃是『需要新的復興』六篇信

息，並加上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二）的第二篇－

律法乃是神與祂子民所立的婚約。藉着強而豐

富的說話，對於新的復興的渴慕，成了我們眾

人的禱告。眾聖徒看見，為着要達到這前所未

有的、持續的、全新的、最大的、為着豫備主

回來的復興，我們需要在三方面有認識和操練，

就是第一，達到神聖啟示的最高峯；第二，一

再的將我們所得着的啟示消化成為我們生命的

享受並活出，這就是我們神人的生活。並且，

將我們所活出的三一神，供應到周圍的人羣中，

這也就是照着神牧養。在聚會中為着顧到不同

語言的需要，我們也特別加強繙譯的服事。盼

望每一位都不被忽略，能得着強而完整的供應。

眾聖徒的分享十分踴躍，甚至各語言的聖徒都

起來加強。

　此外，在週五、週六有兩次午餐大愛筵，大

約一百八十位聖徒齊聚在旅館的餐廳，眾聖徒

存着歡躍單純的心一同用飯，在甜美的交通中

我們彷彿置身國度的筵席。感謝主！祂有說不

盡的恩典。

　如今特會已經結束，我們仍然為着達到新的

復興，有迫切的禱告，深盼歐洲各地，能有新

的起頭。在巴黎召會，我們又繼續每日相調為

一，一同出外分送聖經。目前因着尋求者的呼

籲，召會正為着九月二十六日聖經研討會，有

積極的禱告並豫備，仰望主在這次的聚集中，

能讓更多的尋求者看見神經綸的異象，嘗到時

代職事的味道，並能被帶進主恢復的召會生活

中，同被建造。仰望主的祝福。阿們！願主耶

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你們眾人

同在！

　　　　基督的家奴　陳洵弟兄

　　　　你們的同夥　陳王靜姊妹於巴黎寄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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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1）晨興聖言「夏季訓練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三）」第 23 週。
　　（2）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主日聚會「真理課程」二級卷二第 21 課下半「舊約首批歷史人物（九）」。
　　（4）書報追求 「主的恢復之基本項目與結果」第 1~2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79~80 篇。
　（5）背經進度「腓立比書」，腓 2:7~2:9。
			腓    2:7    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僕的形狀，成為人的樣式；
   Phil  2:7   But emptied Himself, taking the form of a slave, becoming in the likeness of men;  
   腓    2:8    既顯為人的樣子，就降卑自己，順從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Phil  2:8   And being found in fashion as a man, He humbled Himself, becoming obedient even unto 
                   death, and that the death of a cross. 
   腓    2:9   所以神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Phil  2:9 	Therefore also God highly exalted Him and bestowed on Him the name which is above every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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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 主日 ) 口結 22:1-31 口約壹 3:11-18  口約壹 3:14
9/28( 週一 ) 口結 23:1-49 口約壹 3:19-24  口約壹 3:23
9/29( 週二 ) 口結 24:1-27 口約壹 4:1-6  口約壹 4:4
9/30( 週三 ) 口結 25:1-26:21 口約壹 4:7-11  口約壹 4:7
10/01( 週四 ) 口結 27:1-36 口約壹 4:12-15  口約壹 4:15
10/02( 週五 ) 口結 28:1-26 口約壹 4:16-5:3  口約壹 5:1
10/03( 週六 ) 口結 29:1-30:26 口約壹 5:4-13  口約壹 5:12

(5) 正常聚會
(6) 接觸人

(7) 受浸人位
(8) 聖別用度

　 開活力家傳福音 家聚會 守望代禱 牧養對象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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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 週一 )
 9/29( 週二 )
 9/30( 週三 )
 10/01( 週四 )
 10/02( 週五 )
 10/03( 週六 )

  －報告事項－

　全台弟兄事奉成全集調
　一、時間：第一梯次 10/15 ～ 10/17（四～六）； 第二梯次 10/22 ～ 10/24（四～六）。
 　二、地點：南投市學藝路 35 號（台灣中部相調中心）

　 三、報名：請於 9/27（主日）前，寄至召會信箱 tnnch@seed.net.tw，報名以繳清費用為準。

　 四、費用：每人報名費 1200 元、交通車費 500 元，（逾期報名加收 200 元）。

        

　下半年全召會成全訓練暨專項成全
　一、日期：10/11，11/8，12/13（每月第二個主日）。
　二、時間：改為 15:30 ～ 16:50 成全訓練，17:00 ～ 17:50 專項成全。
　三、地點：裕忠路會所及新營區會所。

　註：報名真理班的聖徒，請帶舊約聖經，並豫讀出埃及記廿 1~21 及生命讀經第 51～ 63 篇。

　聚會場地
區／項目 場地 真理班 生命班 事奉班 兒童 青少年 大專 青職
北台南 新營區會所 一樓會場 二樓餐廳 青少年室 餐廳 青少年室 會客廳 一樓會場
南台南 裕忠路會所 大會場 中型會場 B201 中型會場 A201 B201 大會場

　南台南事務服事 總管：李可安弟兄 0935-565-982、陳王永江弟兄 0932-872-333

大區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事務服事內容 會前電器、場地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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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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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 故事、問答 美勞 影片、遊戲

　北台南事務服事 總管：陳俊榮弟兄 0936-115-691、林進貴弟兄 0933-624-264

　  電器：第二組；交管：三大區；兒童：九、十大區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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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周永分弟兄夫婦－興起大批用法語餧養法國小羊的聖徒。
    柬埔寨：吳教安弟兄夫婦－磅湛省得10個家及20位青年人，暹粒省再有兩處主日擘餅聚會。
　土耳其：簡晨光弟兄夫婦－即將出版的『初信系列』，及雷瑪書報的推廣，能將更多尋求真理
　　　　的平安之子顯明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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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主在德國
　　　各地（柏林、法蘭克福、慕尼黑）的見證，剛強明亮。

　台南市召會
    禱告聚會：各小區參加禱告聚會的人數增加，使召會成為禱告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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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活力伴，各小區或各大區建立週週走出去傳福音接觸人，發福音單張的生活。
    牧養新人：每人有2～3位牧養的小羊，將新人帶到小排生活及參加主日聚會。 
    開展新營：下半年全召會開展新營區，各大區配搭；盼望主日聚會人數達100人。
　青職：受浸人數達到目標，扎實實行送會到家，區區都有青職排，並成全青職弟兄為區負責。
    大專：大專福音節期，得着敞開的平安之子，受浸目標279人，常存果子149人。
   青少年：與同伴禱告，生發出對人有負擔，邀約同學參加校園排及社區排。
   兒童：10/3~4國小五六年級期中特會，使參加的每一位人人有同伴，並在會中主動操練靈。
   登革熱疫情：求主管制登革熱疫情擴散，使福音的傳揚及聖徒聚會不受任何的打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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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召會小排聚會人數為1241位（9/14~9/20），受浸人數為491位（截至9/21）。

　新營區開展各大區配搭開展時段
日期 10/3 10/10 10/17 10/24 10/31 11/7

北台南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一 十二 十三
南台南 四 五 十六 九 一 七
日期 11/14 11/21 11/28 12/5 12/12 12/19

北台南 十一 十二
全召會福音

十三 十一 福音收割聚會
南台南 十五 十 青年照顧區 裕忠照顧區 永康照顧區

 　一、開展時段：15:50~18:30 叩訪，18:30~20:00 福音聚會。
 　二、集合地點：新營區會所（新營區東興路 187 號）。
　 三、請聖徒提供家住新營區親朋好友的名單，可與王呂慈娓姊妹聯絡（0965-812-988）。

　兒童福音月豫備交通
照顧區 青年照顧區 永康照顧區 裕忠照顧區 北台南照顧區
時間 10/3（六）16:30~18:00 10/17（六）16:00~17:30 10/24（六）16:00~17:30 10/3（六）10:00~11:30
地點 青年路會所一樓 崑山會所　 裕忠路會所 B101 室 麻豆會所

　小五六期中特會行前通知
　搭車日期：10/3（六）搭乘 A 車：一、二、三、五、七、九、十五大區，7:55 青年路會所，8:20
　裕忠路會所。搭乘 B 車：四、六、十、十一～十四、十六大區，7:55 裕忠路會所、8:20 麻豆  
   交流道、8:40 新營交流道。請提前 5 分鐘搭車。攜帶物品：紙本聖經、詩歌本、鉛筆盒、盥
    洗衣物、水壺和環保碗筷。 嚴禁攜帶撲克牌、漫畫書和小說，以免影響聚會。

　青少年
　 服事者及家長集中禱告　時間：9/29（二）20:00，地點：裕忠路會所 A102 室。
　 週末入住 時間：10/2～ 3，地點：裕忠路會所 B201 室，10/2（五）19:00 ～ 19:30 報到。    
　長青
 　長青服事者交通　時間：9/29（二）9:30，地點：裕忠路會所長老室。
   長青聖徒集中聚會　時間：9/30（三）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備有愛筵。

    書報　
　一、2016 福音月曆：每份定價 160 元，10/15 前預約價 100 元（以至書報室繳費為準，無買十

　  送一優惠），逾期恢復特價 120 元供應，請洽各區書報服事者訂購。
　二、秋季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晨興聖言及基本訂戶第 47 梯次第三次發書，將於 10/11（主日）

　  發至各小區，亦可請書報服事者於 10/8（四）起，至書報室領取。

 財務交通
 請為各地購置會所，共需 150 萬元代禱並擺上記念：日本 100 萬，法國 20 萬，越南及金門

30 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