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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篇　帳幕的建立，以及帳幕、雲彩、與榮光
乃是三一神完滿的豫表

前言
　舊約的歷史是神在人間居所之建造的歷史。這

居所首先由帳幕後來由聖殿所表徵。今日神的居

所就是召會。神在西乃山曉喻摩西所有帳幕中的

器物及其材料和樣式。以色列百姓就依照耶和華

所吩咐摩西的來建造。出埃及記末了，我們看見

完整、完成的會幕立起來，並有雲彩遮蓋會幕，

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這景象成了三一神完

滿的豫表，也豫表藉着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神

在召會中得着具體的表現和彰顯，這要終極完成

於一個永遠的帳幕就是新耶路撒冷，作三一神永

遠、團體的彰顯。

　　　　　   　　真理要點
　壹、對人來說，帳幕是會幕，對神來說，那是
帳幕；帳幕與神的見證有關，會幕是比較外表、
外面的，與神在地上的權益和祂的行動有關。
　貳、放進帳幕的頭一件器物是見證的櫃，指明
這櫃是帳幕及其器物的中心項目。神的心意是要

得着見證的櫃在見證的帳幕裏，至終要終極完成

於一個永遠的帳幕，就是新耶路撒冷，而以見證

的櫃，就是救贖的基督為中心。

　參、帳幕、雲彩、與榮光乃是三一神完滿的豫
表。在出埃及四十章，當帳幕被立起來，被雲彩

遮蓋，並被榮光充滿時，就成為三一神完滿的豫

表。帳幕乃豫表基督。雲彩是豫表聖靈；施浸者

約翰曾看見那靈降在基督身上。在約翰一章十四

節說，『我們也見過祂的榮耀，正是從父而來獨

生子的榮耀；』這榮耀相當於那充滿帳幕的榮光。

所以帳幕立起來的這幅圖畫，應驗於約翰一章。

帳幕立起來的那日，乃是大日。在此之前，三一

神從未在地上得着具體表現。而雲彩遮蓋、榮光

充滿的帳幕，是以色列人極大的祝福，但他們所

有的只是表樣，今天我們有其實際。我們得着啓

示，三一神具體化身在作帳幕的基督裏，目的是

要將祂自己分賜到祂的贖民裏面。就豫表而言，

以色列人在神聖分賜中享受並擁有三一神，三一

神也享受並據有他們；新約是啓示三一神與祂

所救贖之人，神聖分賜與調和的完滿實際。以弗

所書的每一章都啓示三一神；因此，以弗所書乃

是出埃及四十章之帳幕清楚的說明和解釋。神聖

三一的神聖分賜要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

　肆、在舊約時代，神的家就是以色列家，由
帳幕及聖殿所代表。作神百姓的以色列人，乃

是新約信徒的豫表。在創世記末了，產生了個人

的以色列，作神家的小影，以彰顯神並代表祂行

使祂的權柄。在出埃及記末了，產生了團體的以

色列，作神的家彰顯神並代表神。創世記和出埃

及記總結於神的帳幕，神的居所，充滿了神的榮

光。照樣，全本聖經總結於新耶路撒冷作神永遠

的帳幕，充滿了神的榮耀，並在永世裏行使神的

權柄，為着祂神聖的行政。

　　　　  　   　負擔應用
　一、建造神的居所是神心頭的願望。為此，我

們需要一再重温異象並更新奉獻，使我們真實摸

着並進入神最深的願望，我們的心成為神心的複

製。如此，我們的生活、事奉纔能真實為着神居

所的建造。

　二、以色列百姓建造帳幕及一切物件都要根據

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樣式，並受摩西的查看並祝

福。建造的人沒有直接從神領受話語，他們乃是

照着使徒的教訓，就是神向摩西所說的話來作。

今日我們要按着山上的樣式來建造召會，就需要

被新約的職事所構成。跟隨召會生命讀經的進

度，乃是一條絕佳被構成的路。

　三、神聖三一的分賜乃是為着建造神的居所。

我們需要藉着晨興、禱告、接受成全，操練與主

是一，來更多得着神的分賜；並藉着活力排週週

出訪傳福音、家聚會，以有分於帳幕的建造。使

三一神在召會中，得着具體的表現和彰顯。我們

也能豫嘗在召會生活中雲彩遮蓋會幕，神的榮光

充滿帳幕，就是豫嘗新耶路撒冷實際！ ( 戴冠璋
弟兄 )

全召會成全聚會暨專項成全 時間：10/16（主日）15:30，地點：裕忠路會所及善化區會所。   
十月份為青職及青少年福音月　敬請聖徒廣邀青職及青少年福音朋友參加福音小排及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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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與教導—活力排的義務神所命定建造基督身體基本的路，

以終極完成祂永遠的目標—新耶路撒冷（二）

　三　教導以加強牧養，並達到其目標

　　1　在馬太福音裏
　　　ａ　關於諸天之國的憲法

　在馬太五至七章裏諸天之國的憲法，囑咐基督

的信徒，也就是國度的子民，要靈裏貧窮，（五

3，）要清心，（8，）並要有超過經學家和法利

賽人之義的義。（20。）

　　　ｂ　關於國度的奧祕

　主關於國度奧祕的教訓是在馬太十三章。這一

章啟示，我們必須是好土，為着生長基督，並變

化成為珍貴的珠子。（23，45 ～ 46。）

　　　ｃ　關於國度的實現

　馬太二十四至二十五章啟示諸天之國的實現，

並說到得勝的信徒要在第一次被提時被取去，作

主忠信的僕人得着賞賜，並作精明的童女進入國

度。

　　2　在約翰福音裏
　　　ａ　關於湧流的三一神

　約翰一至七章是論到湧流的三一神成為活水，

給在基督裏的信徒享受。我們享受三一神，以父

作源，子作泉，靈作川，湧流成為永遠生命的總

和，就是新耶路撒冷。（四 14 下。）

　　　ｂ　關於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之三一神，

與蒙祂重生並變化之選民的調和與合併，以及所

帶來的結果

　約翰十四至十七章是論到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

之三一神，與蒙祂重生並變化之選民的調和與合

併，以及所帶來的結果。這個調和與合併的結果，

乃是信徒有分於父的家、子的葡萄樹、和那靈的

孩子，使他們在基督身體的一裏，而基督身體的

一乃是與三一神的一合併。

　　3　基督神聖奧祕的教訓滋養我們，使我們
在祂神聖的生命裏得以長大成熟
　我們的大牧人和保惠師這一切神聖奧祕的教

訓，不僅是祂向我們的揭示和光照，也是祂給我

們的滋養，使我們在祂神聖的生命裏得以長大成

熟，好叫神永遠的經綸能藉着我們得以完成。

　基督來尋找罪人，為要叫他們得着祂的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所以我們不該膚淺而空洞的出

去接觸人。我們出去該滿了神聖的生命，使人藉

着我們而得着基督的生命。我們必須滿溢基督的

生命，好叫祂的生命從我們裏面湧流出來，分賜

到別人裏面。我們必須裏外都被基督浸透、泡透。

就着這一面的意義說，我們成了基督和永遠的生

命，因為我們已經飲於神這源，而這源顯出成為

泉，湧流成為生命水的河，從我們腹中湧流出來。

　我們也需要把神聖的真理教導人，好加強我們

的牧養，並達到其目標。我們可以與神學教授分

享約翰十四章十七至二十節中的四個『在裏面』。

我們出去就是基督出去，把生命和真理給人，這

會吸引並勸服他們。我們需要受訓練，成為這樣

的基督。一面我們該牧養人，把神聖的生命分賜

到他們裏面。另一面，我們該在神聖奧祕的範圍

裏教導他們神聖的真理。這是我的負擔。

　如果我們實行這些事，在主的恢復中必定會有

一個真實的復興。我們必須是牧人，有父神在祂

神性裏的愛和赦罪的心，並有我們救主基督在祂

人性裏牧養和尋找的靈。我們也必須對基督一切

神聖奧祕的教訓，有屬天的異象。牧養和教導是

活力排的義務，也是神所命定基本的路，為要建

造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

貳　在恩賜中

　牧養和教導是升天的元首基督所賜給召會，以

建造祂身體的恩賜中，（就是在有恩賜的人中

間，）主要的功用。

　一　牧養

　　1   使徒、申言者和傳福音者的職事在於牧養
　在四種有恩賜的人中間，頭三者，就是使徒、

申言者和傳福音者的職事，乃在於牧養。這可由

約翰二十一章十五至十七節主給彼得的囑咐得着

證實。這些領頭有恩賜之人的功用乃在於牧養。

沒有牧養，使徒、申言者和傳福音者就不能盡功

用。

　傳福音是對罪人最高的牧養。主耶穌是新約的

頭一位傳揚者。施浸者約翰是先鋒。基督這頭一

位傳福音者，乃是藉着牧養盡祂的職事。祂到耶

利哥只是為着要探訪一個人，就是稅吏長。（路

十九 1 ～ 10。）祂不是去舉行一個有數千人的福

音大會。祂的目的是要去傳福音得一個人，而祂

的傳揚乃是一種牧養。（摘自活力排第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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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未記生命讀經導讀 (二 ) 燔祭 -基督作神的滿足

壹、本週進度：利未記生命讀經第一至三篇，利未記一章 1~6 節。
貳、經文事實
　利未記可分為五段，第一段落是從利未記第一章到第七章，說到關於獻祭的條例。而第一個關於

獻祭的條例，乃是關於燔祭的條例。利未記一章說到燔祭的不同種類：牛群中的公牛犢，（利一 3，）

羊群中的綿羊或山羊，（利一 10，）或鳥類中的斑鳩或雛鴿。（利一 14。）這三類的供物大小不同，

公牛犢最大，斑鳩和雛鴿最小。這不是說，作燔祭的基督本身有不同的大小。基督本身總是一樣的。

然而在我們的經歷中，我們所經歷的基督，卻有所不同。

　在利未記一章 4節說到獻祭的人：『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頭上，燔祭牲便蒙悅納，為他遮罪。』

獻祭的人不僅要帶來供物，也要按手在供物身上。在聖經裏，按手總是表徵聯合，聯結，不是表徵

替換。按手在供物身上，就是說我們與供物是一，當我們按手在我們的燔祭基督身上，就與祂聯合。

另一面，按手在作燔祭的基督身上不僅是為着聯合，也是為着遮罪。我們按手在基督身上，我們與

神之間並神與我們之間的難處就得以解決。所以，按手在燔祭身上乃是為着遮罪或平息。

　在利未記一章 5到 6節說到祭司如何處理祭牲，祭牲要被宰殺、剝皮並切成塊子。這表徵基督甘

願讓祂美德的外在彰顯被剝奪，甚至整個人受破碎，毫無保留。我們若經歷基督作我們的燔祭，就

要忍受被宰殺、被剝皮、並被切成塊子。

　我們若領悟自己需要基督作我們的燔祭，就需要有正確的禱告。正確的禱告就是按手在主身上。

我們不該禱告說，『主，憐憫我並為我作事。』這種禱告很客觀。我們需要按手在主身上，為要有

主觀的禱告。在這樣的禱告中，我們可以說，『主，我按手在你身上，使我自己與你聯合，你也與

我聯合。』當我們藉着主觀的禱告按手在基督身上時，那賜生命的靈，也就是我們所按的這位基督，

就立刻在我們裏面運行、作工，叫我們過一種彀資格作燔祭的生活。 ( 摘自利未記生命讀經，第二

至三篇。)

供物不是犧牲，乃是鑑賞基督的人所獻給神的禮物

　利未記一章 2 節說，『你要對以色列人說，你

們中間若有人獻供物給耶和華，要從牛群羊群中

獻牲畜為供物。』『供物』原文是『各耳板』，

意禮物或贈品，所以供物是給神的禮物。為了與

神有交通，就需要有禮物，這禮物就是我們所經

歷並鑑賞的基督，而成為我們所獻的。

　讀到這時，有兩個感覺，與『犧牲』這詞有關。

第一個犧牲，是我錯謬的感覺，是不該有的；第

二個犧牲，是基督作成的，是需要細細經歷的。

這不該有的犧牲，是在聚會中要說話卻缺少享受

基督時的感覺，這光景是可憐的。神無意要這樣

為難我們，也不悅納那些我們犧牲自己所獻的東

西，只有基督是神的享受。我們需要細細的經歷

基督作各種的供物，享受這位為你我的罪犧牲的

神人。基督的犧牲，需要藉着我們的享受、鑑賞

並呈獻，而成為甜美的。為着神的享受，並我們

與祂的共享，我們當把基督當作禮物獻給神。

（201區　連晉仁弟兄）

　　  　 　－心得分享－

　自從生命讀經發行之後，這本聖經向我們是敞開的。當初寫註解的時候，我們最著重的點是供應

生命。第二是幫助人能讀懂聖經，在難解的經節，都加上解釋。主說，『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話。』

（約十四 23。）若是我們不讀經，我們不知道主的話，怎能遵守呢？我們既是愛主，就當遵守主的話；

要遵守祂的話，就得來讀祂的話，最低限度每天都要讀一部分。我們天天讀一點，積少成多，裏面

就積蓄了許多主的話。若是每一個人都這樣來讀主的話，真理在我們中間大大發展，結果我們就成

了書香人家了。我們一開口，書香味道就出來了。（摘自小排聚會的關鍵第一篇）

　　  　　　 －交通－

生命讀經天天讀一點　積少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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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裏我所親愛所想念的弟兄姊妹們：平安喜

樂！

　回到巴黎已近兩個月，一直在主的恩典中往

前。但家書延遲至今，請在主裏赦免。

　主的恢復在歐洲每年有兩次華語特會，為着用

華語釋放主的説話。這非僅為了華語聖徒，更是

為全歐洲各語言的聖徒相調，進入主今日的說話

中。

　今年九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巴黎舉行的歐洲華語

特會，吸引了兩百六十八位（含兒童）來自十四

個國家的聖徒，其中包括講英語及法國本地聖

徒。後者雖知本次特會為華語特會，但為有分於

身體裏的相調以及主今日的說話，仍長途跋涉從

外地來到巴黎。的確，我們不因語言的分別而失

去在身體裏的相調，不因距離的遙遠而錯過主今

日新鮮的說話。主今日的說話將我們眾人帶進一

個流，一個負擔裏面：『基督的擴增為着召會的

建造』。本次特會信息係採用 2016 年國殤節特

會的內容，信息有六篇，由十二位弟兄一同配搭

將負擔傳輸給眾聖徒。藉着弟兄們釋放的信息，

我們摸着了主今日的心意與迫切。從基督復活升

天後，在祂天上的職事中，要在全球居人之地產

生基督的擴增。而使徒行傳作為四福音的延續，

正是敘述這擴增的歷史。早期的聖徒們，迫切為

着基督的擴增而活，他們在任何景況，都帶進擴

增。六章七節：『神的話擴長起來，門徒的數目

大為繁增。』十二章廿四節：『但神的話日漸擴

長，越發繁增！』十九章廿節：『這樣，主的話

便強有力的擴長！』並且使徒行傳從未結束，因

為本書末了一節說：『全然放膽宣揚神的國，並

教導主耶穌基督的事，毫無阻礙。』這節也成了

兩千年來復活基督擴增的歷史！今天我們在此作

為使徒行傳的繼續，可能已經是使徒行傳第兩

千八百章了，繼續要將基督的擴增帶到地極 ！
　在弟兄們的交通中，我們更可以看出他們對歐

洲局勢的關切。主在歐洲的見證雖已萌芽，但離

開花結果仍有段距離。論人口，歐洲是美國的一

倍，論面積，是臺灣的 286 倍，但聖徒的數量則

僅約三千餘人。可以說主的恢復在歐洲仍是一片

空洞，祂是何等迫切地要在歐洲行動！為此，我

們更新奉獻，願主不僅在我們裏面有擴展長大，

更藉着我們有繁殖與擴增！

　另外，與往年一樣，這次特會不僅有信息，也

有見證。在週六下午，一批在巴黎年輕愛主的聖

徒們為他們已過一年校園福音的工作擺上甜美的

見證。他們所得的果實無非是出於他們週週堅定

持續，在同心合意裏的禱告與交通。

　特會的流程雖緊密，但來自各地的聖徒們仍藉

着一同用餐，與全歐各地來的聖徒有甜美的相

調，而享受在宇宙新人裏的一！有一首詩歌應該

能表達我們對弟兄姊妹們的關懷 －遇見你們－：

『走過日子，我心只有感恩，我的成長、喜悅都

在你們。我心讚美，為着你們；弟兄姊妹最愛最

親。』

　為了此次特會的豫備，各服事團也是多方勞

苦，在會前也是有透徹的禱告與交通。他們不敢

信靠自己的能力與幹才，只願信靠主復活的生命

與身體裏的扶持供應。因此在豫備過程中，並在

實際服事中，顯出了建造的光景。能有這樣蒙福

的特會也實在得感謝他們在背後默默的服事。

　求主祝福祂在歐洲的眾召會，願眾人藉着同心

合意，連同禱告、那靈、話與家使召會得着擴增。

此次特會另一蒙恩，就是有二十一位台灣聖徒來

訪，成為特會中各面的加強。這一行聖徒主要負

擔乃是為深入主在德國的行動，好尋求台灣眾召

會的配合。因此特會之後，弟也就陪伴他們往德

國繼續他們的訪問行程。六天中訪問了阿亨、杜

塞道夫、法蘭克福、哈勒、布來梅、漢堡、柏林…

等地的聖徒，深受感動！一面看見在這一波難民

潮中福音的白馬快速奔跑，一面看見主已在許多

地方都豫備了忠信愛主的見證人，更看見主在開

展上的需要是何等大，處處都需要人去傳揚、照

顧、牧養！主阿！求你催趕大量工人收割莊稼！

　願主也繼續祝福台南市召會，賜下繁增之褔、

乳養之福、成全與建造之褔！關於主在德國的行

動，相信承恩弟兄會與眾聖徒有更多更深的交

通！此次在澳洲舉行的國際長老與負責弟兄訓練

期間，見到台南來的聖徒們，真是倍感親切！願

他們能將這一切祝福帶給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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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同夥　
 陳洵弟兄 

於巴黎寄寓 2016.10.11

歐洲開展需要仍大　求主催趕工人收割莊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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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期的末日－乾渴人的需要

　猶太人每年有七個節期，最後的一個就是住棚

節，在收割結束時舉行。當莊稼收割入倉後，猶

太人就守住棚節，單單敬拜神，並享受一年勞苦

的收成。那是他們品嘗豐收、歡樂過節的時候。

　通常，過節不過是兩三天。然而，住棚節一連

要過七天，是猶太人每年最大的節期。節期的末

日是最大之日，猶太人的歡愉和享樂就要達到了

頂點。然而，這個日子一過去，這一年所有的節

期也就都過去了；這個快樂一過去，這一年所有

的快樂也就都過去了。

人生快樂有終結
　節期是快樂的，象徵人生快樂的時候。但節期

的末日，卻象徵人生一切成就所帶來的享受，至

終都有結束之日。最傲人的學業，有畢業之後的

末日；最美滿的家庭，有因生離死別所帶來的末

日；最興盛的事業，有因衰敗而來的末日；最長

的人生，最終也有離世的末日。

　猶太人過住棚節的圖畫，正是人生最好的寫

照。他們整年勞苦，直到收成了五榖和新酒。最

後，勞苦完了就是要痛快的聚個七天，享受他們

勞苦的收成。然而七天之後，等着他們的卻是盡

頭、卻是末日。歡宴的喫喝不過帶來短暫的飽足

和喜樂，但『盡頭』和『散去』的悲涼，卻帶給

人無盡的虛空和乾渴。末日一到，乘興變作掃興，

得着變作失落。許多的事都證明給我們看，人的

快樂越大、越高、越深、越濃厚，那個末日乾渴

的感覺就越強烈。

世事世物不能解人乾渴
　許多人雖然知道自己是乾渴的人，卻不來就近

主耶穌。他們試圖在世事世物中找『水』解渴。

豈知，地上的事物和今世的福樂，不但不能解人

的乾渴，反倒為人製造更多的乾渴，叫人越喝慾

望越高，越喝乾渴越深。賭錢的，越賭越想賭；

跳舞的，越跳越想跳；抽煙的，越抽越想抽；喝

酒的，也是越喝越想喝。

　不只這些犯罪嗜好的事是這樣，連人生正當的

事，也逃不出這個原則。有一便想十，有十就盼

萬；作了科員想當科長，升了科長又望部長；得

了學士想得碩士，得了碩士想得博士；有了兒又

想女，有了名又想利。嘗了山珍又想海味，喝了

名酒又想抽洋煙；有了名牌汽車，又想住高樓洋

房…。似乎人生中每樣物質的事物，都在加強人

的需要，加深人的乾渴，叫人感到更不滿足，沒

有一件真能解決人的乾渴！ 
人若渴了，可到基督這裏來喝

　因着人是乾渴又無法解渴的，所以主耶穌高聲

喊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裏來喝。…信入

我的人，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主耶穌當日說這話，是有歷史背景的。猶太人

的祖宗在曠野行走的時候，曾經遇到無水之地，

極其乾渴。那時，神行了一件神蹟，叫磐石裂開，

流出活水來，使他們都得以喝足解渴。猶太人每

年過住棚節，就是為着記念他們的祖宗，在曠野

那一段住帳棚的生活。

　所以主耶穌在這種情景之下，對那些猶太人說

這話，意思就是：『你們的祖宗從前在曠野漂流

到無水乾旱之地，曾喝過從磐石流出的水。今天，

你們在這個世界的曠野裏走來走去，有一天也會

走到無水之地，走到你們快樂的盡頭，那時你們

就要發現人生的乾渴，就如在這裏過節到了末日

一樣。你們若感覺渴了，就可以到我這裏來喝！

我有活水，而且是永遠湧流，能解人的乾渴！』

　親愛的朋友，當日主耶穌向猶太人高聲呼喊的

話，今天也照樣向你呼喊。祂是生命的救主，能

解決我們人生的乾渴。祂曾在十字架上，把身體

裂開，像古時曠野裏的磐石裂開一樣。當祂從死

裏復活，生命的活水就從祂裏面流出來。

人解渴的三步
　人如何能得着主耶穌生命的活水來解乾渴呢？

主耶穌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裏來喝。信

入我的人，…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從主耶穌所說的這話，我們可以看出，人要得着

祂生命的活水來解乾渴，必須有三步：

第一步 -『渴』
　人要得着主耶穌生命的活水，必須先感覺自己

渴了。乃是裏面的一個渴，逼着人來就近主耶

穌。若是在世事世物上，你還沒有到一個乾渴的

地步，若是你人生的節期還沒有到末日，你人生

的快樂還沒有到終點，你就不會到主耶穌這裏來

喝。然而，有一班人有先見先覺之明。他們在人

生節期的末日還未到以前，就已豫先看到將來的

終局，豫先感到最後的乾渴，就趁早來接受主耶

穌。無論前者或後者，都是他們裏面乾渴的感覺，

帶他們來就近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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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展－

壹  開展時間：10/25-29，11/5( 六 )，11/12( 六 )，11/19( 六 ) 共八天。

貳    開展地點：學甲區與安定區。

參    開展負擔：加強學甲見證，並為安定區建立見證開路。

肆　開展方式：壯年班學員，全時間服事者與北台南四個大區配搭週中下午與晚上開展，並呼召日

        間班有時間聖徒一同配搭；南台南各大區配搭一至兩次週六下午開展或晚上福音愛筵聚會。

伍  開展規劃與各大區配搭表：

　一  學甲區開展　聯絡人：黃清連弟兄（0910-698-814）地址：學甲區中正路 124 號

 學甲、安定開展交通

日期 10/25 二 10/26 三 10/27 四 10/28 五 10/29 六 11/5 六 11/12 六 11/19 六
下午 全時間服事者與十二、十三大區聖徒配搭

並呼召日間班聖徒配搭開展
七大區 一大區 八大區 九大區

晚上 十五大區 五大區

　週六下午：15:30~16:00 學甲會所禱告，16:00-18:00 邀約福音聚會

　週六晚上：18:00~18:45 福音愛筵（學甲會所），18:45~20:30 福音聚會

日期 10/25 二 10/26 三 10/27 四 10/28 五 10/29 六 11/5 六 11/12 六 11/19 六
下午 全時間服事者與十一、十四大區聖徒配搭

並呼召日間班聖徒配搭開展
四大區 六大區 二大區 十大區

晚上 三大區 十六大區

  二  安定區開展 聯絡人：詹明潔弟兄（0926-958-219）地址：安定區蘇林里蘇厝 273 之 5 號

　週六下午：15:30~16:00 王善美姊妹家禱告，16:00-18:00 邀約福音聚會

　週六晚上：18:00~18:45 福音愛筵（王善美姊妹家），18:45~20:30 福音聚會

陸  開展目標：每時段配搭聖徒 30 位，開展期間兩地各受浸 20 位。

第二步－『來』
　當你感覺渴了的時候，請簡單的到主耶穌這裏

來，不必躊躇，也不必顧忌。那麼主耶穌現在是

在甚麼地方呢？我們如何就近祂呢？聖經告訴我

們，主耶穌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加一4，）

三日後，祂從死裏復活，成為賜生命的靈，（林

前十五 45 下，）超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今天，

祂就像空氣和電波一樣無所不在。你無論在甚麼

地方，都可以接觸主耶穌。無論是在辦公室或家

裏，走在路上或躺在床上，在事務紛煩或夜深人

靜的時候，甚至就在讀這篇信息時，你都可以在

深處接觸這位復活的救主。

第三步－『喝』
　你來到主耶穌這裏以後，就要喝，喝就是信。

主耶穌說過『到我這裏來喝』（約七 37 下）之後，

接着就說『信入我…』。（38 上。）可見主所說

的喝，就是信。信就是把主耶穌接受到裏頭，就

是相信祂在十字架上為你死，流出祂的生命。你

這樣信祂，就是喝祂，接受祂；祂的靈，祂的生

命活水也就流進你裏頭。

　主這生命的活水，是在聖靈裏，所以人要接受

祂，就像把空氣吸進來那樣便利親切。人吸空氣，

不是用手，乃是用鼻孔；照樣，我們接受主耶穌

這賜生命的靈，也不是用頭腦或眼睛等物質身體

的任何一個器官，乃是用最深處的靈。我們這樣

用心靈接受主耶穌，就是喝祂，也就是信祂了。

　信主耶穌很簡單，只要你將靈敞開，像呼吸一

樣，從深處把主耶穌吸進來。你可以找一個安靜

的地方，恭敬的閉起眼睛，從心裏向主耶穌禱告：

『主耶穌阿，我是個乾渴的人，我需要你。』或

者你覺得自己是有罪的，就向祂認罪；你裏面覺

得甚麼，就對祂說甚麼；這樣，你就能在靈裏與

祂接觸，把祂接受到你裏面。這就是把主耶穌這

活水喝到裏面，也就是信主耶穌了。

　何等奇妙！就是這樣一信、一喝，主耶穌這生

命的活水就要在聖靈裏，流進你裏面。祂一進到

你裏面，就解了你的乾渴，你裏面就喜樂、滿足

了。不僅如此，這個生命的活水，還要從你裏面

流出來，成了活水的江河，解決許多人的乾渴。

但願現在就是你喝的時候，現在就是你接受的時

候。（參考職事文摘第一卷第二期第140-149頁）

　　      －小排福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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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音上勞苦忍耐　結實靠瓦器裏寶貝

　 『祂對我說，我的

恩典彀你用的，因為

我的能力，是在人的

輭弱上顯得完全。』

（林後十二 9 上）使

徒保羅一生寫了十四封書信，佔了整本新約的一

半左右。照着神的啟示，他的職事到一個地步，

真是全人傾倒，枉費在主的身上；但是保羅卻喜

歡誇自己的輭弱，認為自己並不是常常的、時時

的剛強，他需要經歷基督作恩典和能力。

　大成國中排剛開排初期，每次邀約福音同學和

福音家長，總是有一些的攔阻，不是課業繁重，

就是家人反對，還有身體不舒服…，這個時候我

們原有的剛強會被丟在 1000 度的高溫火爐上烘

烤，再被丟進零下 40 度的冰天雪地中泠凍，為

要叫我們更深、更敞開的倚靠主，經歷基督在祂

的復活和升天中輸供的能力。

　藉着堅定持續與眾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禱告，

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們，以及在事奉交通中關

心排中的聖徒和福音對象，交通如何具體的來得

着他們。至終，主為着祂的權益，調度萬有，除

去攔阻，把人加給祂的召會。10/2 主日晚上，大

成國中的青少年在我家和弟兄姊妹一同福音愛筵

相調，之前已經接觸傳講幾次的一位鄰居，這位

福音家長當天向主敞開並受浸得救。 
　但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超越的能

力，是屬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四 7）（711

區　史欽堯弟兄）

區 日期 / 週 時間 地點 行動簡述 聯絡人 手機

一 10/16 主日 19:00 李永信弟兄家 詩歌見證 林石安 0931-802-728
二 10/26 週三 18:30 北門路會所 詩歌信息愛筵 郭冠群 0931-979-808
三 10/22 週六 18:30 大學路會所 大區青職福音（晚餐） 楊勝凱 0989-800-019
四 10/22 週六 18:30 林凱翔弟兄家 青職小排福音 楊清籐 0917-610-151
五 10/21 週五 18:00 喜樂屋烘培坊 青職福音愛筵 王永江 0912-123-793
五 10/28 週五 20:00 楊國廷弟兄家 青職福音聚會 楊國廷 0910-870-164 
六 每週五 20:00 顏義芳弟兄家 青職排福音 謝慶憲 0929-060-334
六 10/27 週四 19:00 陳志峰弟兄家 青職福音排愛筵 李天義 0920-726-736
六 10/27 週四 19:00 陳志峰弟兄家 青職福音排愛筵 陳志峰 0910-736-424
七 10/22 週六 18:00 楊萬生弟兄家 青職福音愛筵 陳振偉 0910-109-558
七 10/29 週四 19:30 張懷德弟兄家 詩歌見證福音短講 張文淵 0983-938-387
八 10/27 週四 18:30 海佃路一段 318 號 青職小排愛筵 徐祥瑋 0973-912-321
九 10/27 週四 20:00 何清濤弟兄家 福音小排愛筵 劉維仁 0971-031-362
十 10/29 週六 19:30 崑山會所 大區福音聚會 陳漢洲 0911-677-427

十一 10/29 週六 18:30 蘇林里蘇厝 273 之 5 號 福音收割聚會 張幼銘 0933-441-608
十二 10/19 週三 18:30 學甲區會所 小排福音愛筵 陳韋字 0928-789-015
十三 10/22 週六 18:00 沈先國弟兄家 福音愛筵 洪琮博 0921-562-513
十四 10/22 週六 19:30 新營區會所 福音收割聚會 邱俊傑 0956-982-266
十五 10/19 週三 20:00 林暉智弟兄家 青職小排福音 林暉智 0953-810-336
十六 10/21 週五 18:30 翁世明弟兄家 青職福音愛筵 林右庸 0968-599-569
十六 10/22 週六 下午 旗山美濃 青職福音相調 林右庸 0968-599-569

　　      －青職福音月－

每小區至少得一青職果子，青職聖徒每人在福音月結一青職果子，以此目標，迫切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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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月結存 186,303 -901,517 553,722 0 0 -161,492 
本月收入 2,511,188 474,300 140,500 213,800 38,000 3,377,788 
本月支出 1,896,284 900,507 26,640 213,800 38,000 3,075,231 
本月結存 801,207 -1,327,724 667,582 0 0 141,065 

1. 本月個人奉獻包計 81 包。      
2. 海外開展奉獻累計 3,405,606 元，目標達成率 122.66%。      
3. 本月經常費收入含大專弟兄姊妹之家維護費奉獻款 619,150 元。      

2016年 9月份財務奉獻收支概況  

　　   　　 －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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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晨興聖言「長老訓練－回歸召會的正統 」第 1 週。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10/16 主日「真理課程」二級卷四第 45 課下半「在三一神的交通裏經歷並享受那靈為神聖
            三一的完成（六）」
　　4. 書報追求 「職事文摘」第一卷第一期第 110 ～ 127 頁，「利未記生命讀經」第 1~3 篇。

　  5. 背經進度「歌羅西書、以弗所書」主題及西 4:18 ～弗 1:3
西 4:18 我保羅親筆問安。你們要記念我的捆鎖。願恩典與你們同在。
弗 1:1   憑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寫信給在以弗所的聖徒，就是在基督耶穌裏的

忠信者：  
弗 1:2 願恩典與平安，從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弗 1:3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當受頌讚的，祂在基督裏，曾用諸天界裏各樣屬靈的
                  福分，祝福了我們； 
Col  4:18    The greeting in my own hand -- Paul. Remember my bonds. Grace be with you.
Eph 1:1     Paul, an apostle of Christ Jesus through the will of God, to the saints who are in Ephesus 

and are faithful in Christ Jesus: 
Eph 1:2      Grace to you and peace from God our Father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Eph 1:3      Blessed be 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o has blessed us with every
                   spiritual blessing in the heavenlies in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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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讀經新舊約一遍） 禱讀經節

10/16( 主日 ) 口王上 15:1-34 口徒 14:6-28  口徒 14:22
10/17( 週一 ) 口王上 16:1-17:24 口徒 15:1-12  口徒 15:11
10/18( 週二 ) 口王上 18:1-46 口徒 15:13-34  口徒 15:17
10/19( 週三 ) 口王上 19:1-21 口徒 15:35-16:5  口徒 16:1
10/20( 週四 ) 口王上 20:1-43 口徒 16:6-18  口徒 16:18
10/21( 週五 ) 口王上 21:1-22:53 口徒  16:19-40  口徒 16:31
10/22( 週六 ) 口王下 1:1-18 口徒 17:1-18  口徒 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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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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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週一 )
 10/18(週二 )
 10/19(週三 )
 10/20(週四 )
10/21( 週五 )
10/22( 週六 )

　全召會成全聚會暨專項成全
    時間：10/16（主日）15:30 ～ 16:50 成全聚會，17:00 ～ 17:50 專項成全。

    地點：裕忠路會所及善化區會所。

場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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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會場 B201 中會場 A201 B201 大會場

　南台南聚會場地及事務服事 總管：陳一謙弟兄（0987-789-633）、李光恩弟兄（0911-071-700）

 電器：二大組，交管：四、五大區，兒童：三、七大區。
　北台南事務服事         

整潔 會前電器、場地佈置 一樓會場、厠所 二樓會場、廁所 三樓會場、厠所
大區 十一大區 十二大區 十三大區 十四大區

兒童服事 15：20 ～ 16：00 16：00 ～ 16：40 16：40 ～ 17：20 17：20 ～ 17：50
大區 十二大區（操練靈） 十一大區（故事） 十四大區（美勞） 十三大區（遊戲）

  －報告事項－

　大區　十五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10/18（二）20:00，地點：新興路會所，請攜帶週訊。
  全台姊妹事奉集調　
　報到時間改為第一天16:00～ 18:00，18:00 用餐，19:30 聚會。第四、第五梯次搭車時間及地點為
　10/31（一）及11/3（四）14:30青年路會所，14:50裕忠路會所，15:10麻豆交流道，15:30新營交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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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信成全   初信成全班因已進行到第四堂課，故 10/16 以後不再受理報名。

   青少年福音行動
 青少年福音聚會豫備成全 時間：10/22（六）9:30~11:30，地點：大學路會所。

 青少年福音聚會
時間：10/29（六）10:00~12:00（備有午餐），地點：大學路會所。邀約對象：長期參加青少年

排的、家中尚未受浸的青少年及福音出訪所接觸的福音朋友。

 青職行動
 青職聖徒成全暨入住相調
 時間：10/29（六），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18:00 愛筵（每人帶菜一同分享）， 19:00 青
  職成全聚會，21:30~ 隔日 6:30 入住相調。

 全召會青職聖徒主日集中聚會
 時間：10/30（主日）9:30~11: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會後愛筵相調。

  長青聚會
  長青服事者交通 時間：10/25（二）9:30，地點：裕忠路會所長老室。

　長青聖徒集中聚會 時間：10/26（三）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會中有牙醫醫學講座；
　                                   會後備有愛筵。

　長青聖徒至高雄相調　
時間：11/30（三） 7:00~17:30，地點：高雄市召會及附近景點。報名費用 : 每人 500 元，自行

開車每人 200 元，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10/31 前以大區為單位報名繳費至執事室賴錦富弟兄。

聯絡人：劉天貴弟兄（0933-334-036）

　服務業相調愛筵
  時間：10/22（六）12: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對象：在各界服務業工作的聖徒。報名窗口：
     王訓誠弟兄（0915-716-089）或邱俊傑弟兄（0956-982-266），以便豫備飯食。

　公職界福音相調愛筵
    時間：10/22（六）18: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對象：服務公職的聖徒，並邀約同事參加。

    聯絡人：郭永益、許信翔、黃主賜。

  全召會歌羅西書第四章背經會考
　 請各區於 10/24（一） 前回報執事室各區實際應考人數，得獎試卷需繳回執事室，以便核發書券。

  財務奉獻 為着青年路會所整修奉獻，經費約 130 萬元，請聖徒在主裏代禱記念並奉獻擺上。

 書報 
   一、2017 年福音月曆每份 160 元，信徒日誌定價 80 元，優惠價 65 元。
   二、利未記生命讀經共三冊，原價 660 元，10/31 前特價 460 元。

   三、背經卡：以弗所書經節卡每張 10 元，可至書報室購買。

   四、第四十八梯次中文基本訂戶發書二本－職事文摘第一卷第三期，晨興聖言回歸召會的正統。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周永分弟兄夫婦－在此興起一班先鋒，實行活力排，照着神牧養。

    德國：1.本地接續餧養的工作，成全更多會說流利英、德語的中東裔聖徒，成為關鍵人物，為

               要得着更多同族的人。2.興起更多歐洲以外的聖徒有負擔，移民至德國牧養主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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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建立定時禱告生活。
　初信成全：得救五年內、久未聚會聖徒或渴慕認識神的福音朋友持續參加並在生活中操練。    
　福音出訪：列名代禱，出外接觸人，每月第三週福音小排愛筵，福音相調。

    開家牧養：實行家聚會餧養，並送會到家，加強晨晚興網的建立。 
　經營小排：年初全召會宣告新增84個排，目前已開排30排；增加活力人，產生活力伴。

    主日繁增：建立福家架構、養成生養習慣，至年底主日聚會人數繁增至2000人。

　全台青年得一萬：全召會全力得青職，使召會年輕化，看重青年人的成全 。

　青職：十月青職福音月目標－每小區至少得一青職果子，青職聖徒每人結一青職果子。

    大專：福音節期得救的157 位新人，能參加初信成全，接受餧養，穩固在召會生活中。 

  青少年：十月青少年福音月－青少年關心同學，為同學禱告，並邀約至福音小排或福音聚會。

 兒童：兒童家打開傳兒童福音（兒童排），目前64家，目標100家。

    －代禱事項－ 

＊2016年召會人數目標：主日：2000人，小排：1800人，得人：受浸700人。截至10/9受浸人數：549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