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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信息要點

第三篇　四活物

全召會區負責弟兄成全訓練　時間：2/12（主日）19:30 ～ 21: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全召會姊妹成全　　時間：2/19（主日）15:30 ～ 17: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前言
　本篇信息我們要來看四活物。許多信徒對四活

物到底是甚麼，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然而不論

我們的想法如何，經過本篇信息之後，我們會發

現自己之前對四活物幾乎是一無所知。正如第一

篇信息所說的，以西結一章乃是整本聖經最深的

一章，需要用九篇信息來講述；在這九篇裏，有

五篇是直接或間接與四活物有關，足見四活物的

重要性。
真理要點

　我們經歷神作吹動的風、覆庇的雲、焚燒的火

和光耀的金銀合金，我們就成爲四活物，一個彰

顯基督的團體實體。 我們越經歷風、雲、火、金

銀合金的循環，我們就越活。藉着風、雲、火、

金銀合金的經歷，我們原是死了的人，就被點活

成爲活物。我們若繼續經歷風、雲、火、金銀合

金的循環，我們就會在裏面的人裏成爲活的，並

充滿活力。我們能藉着雙重的證明知道我們是活

物：裏面的證明是我們重生的靈裏生命的感覺；

外面的證明是我們從事好些屬靈的活動。

　四活物有人顯出來的樣子，他們乃是在寶座上

的那人團體的彰顯。四活物有人的樣式，寶座上

的神也有人的樣子，這指明神的中心思想和祂的

安排都與人有關。 我們對主的人性需要有適當的

珍賞，並且我們需要看見，我們是人，這是何等

奇妙。事實上，聖經裏只有四個人：首先的人、

第二個人、新人和男孩子；我們原是第一個人；

基督稱爲第二個人；我們藉着重生成了新人；現

今我們期望成爲男孩子。召會所要彰顯的基督，

乃是在寶座上的那人。完成神計畫的是人；彰顯

神的是人；擊敗仇敵的是人；將神的國帶到人類

中間的也是人；神需要人。

　四活物有四個臉：人的臉，指明活物活在正確

的人性，就是耶穌的人性裏。在書信裏，使徒教

導我們要作正確的人，特別是如何作正確的丈

夫、妻子和父母。獅子的臉，在聖經裏，獅子表

徵勇敢、活力、力量、得勝和作王掌權。我們向

着罪、世界和撒但，若像獅子一樣勇敢，神就能

藉着我們建立祂的王權。牛的臉，牛表徵人甘願

勞苦作工，背負擔子，並且犧牲自己。我們都需

要彰顯那服事別人、背負責任以及犧牲自己性命

的實際。鷹的臉，在聖經裏，鷹表徵大能、上升、

超越的。 我們這些在基督裏的信徒，有神的生

命在我們裏面；這生命乃是超越的，使我們有上

升、超越的彰顯。我們需要像鷹一樣，不讓任何

事物拘留我們、壓制我們或壓倒我們；這就是說，

我們該能勝過逼迫，也能勝過稱讚。

　四活物乃是基督團體、四重的彰顯，團體的活

出基督的生命。四活物的四個臉相當於四福音：

馬太福音—基督是獅子，是神國的君王；馬可福

音—基督是牛，是神的僕人；路加福音—基督是

人，是人救主；約翰福音—基督是鷹，就是神。

負擔應用
　一、 我們越經歷風、雲、火、金銀合金的循環，

我們就越活。而第一個活動就是禱告，每日劃分

固定時間與主有情深、私下、親密的禱告交通，

並參加召會週間的禱告聚會，以滿足主的心意，

完成神的經綸。

　二、其他證明我們是活物的活動，包括讀經；

我們要建立追求主話、緊緊跟隨一年七次訓練特

會的生活。　

　三、在四活物的配搭裏，實行『福』、『家』 

的架構，傳福音，並餧養照顧新人，經歷風、雲、

火、金銀合金循環的生活。（王志宗弟兄）

QR Code 週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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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我們在這裏都能同作一個見證，我們

的神是信實的神。正如在以西結書第一章那裏，

以西結所看見的神的異象。他所看見的這一位

神，顯出來的樣式，乃是虹的樣式，彩虹的樣式。

　在聖經裏面，彩虹有兩方面：第一，它乃是神

信實的記號；第二，神的信實不是顯在我外面

生活的福利平安，神的信實不是顯在祂外面的照

顧，雖然祂在這一方面仍舊是信實的；但是神的

信實最主要的乃是在祂的屬性上是信實的。因為

虹是由三種顏色相聯相映所構成的，就是藍色，

代表神的公義；紅色，代表神的聖別；黃色，代

表神的榮耀。而神的公義乃是神在祂公平公正

上一切作為的所是。神所作的，全是公義。神的

聖別乃是神祂這一個內裏本質裏的性情；是聖別

的，與一切的凡俗有別，神聖純一永遠的那一

位。而神的榮耀，乃是神一切屬性的彰顯。這一

些相聯相映在一起，就成了彩虹的顏色。所以彩

虹乃是說出神那一個完美、包羅一切的豐富的屬

性；而神在祂的屬性上是信實的。

　神是公義的，不要擔心這個世界到處都是不公

義，但公義的神在這個宇宙中。神是聖別的，也

不要擔心這個地滿了不聖。這一位聖別的神，要

把祂的聖別作到一班人裏面。神更是榮耀的神，

祂歡喜將祂自己的榮美彰顯在宇宙中，也分賜到

人的裏面。

　我們的神祂在祂的屬性上是信實的，意思就是

說，祂的屬性永不改變。並且祂要將祂公義、聖

別、榮耀的屬性作到一班的人裏面，使我們這一

班人能彀被神的公義所充滿，甚至成為神的義；

被神的聖別所充滿，甚至顯出那個最聖的光景；

也被神的榮耀所充滿，至終成為神的榮耀。在這

一件事上神是信實的。

　我每半年回來一次，看見主在台南召會實在是

一再將祂那如彩虹的屬性，作到召會中，越過

越有那個彩虹的實際。為了這一個，我裏面真是

敬拜主。因着神是信實的，因着神在祂的屬性上

是信實的，因着神在祂的經綸上是信實的，祂要

將祂那如彩虹的信實作到我們這班人裏面。所以

第一，祂願意一再的向人顯現。弟兄姊妹，你能

坐在這裏，是不是因為神在你的靈中向你顯現

呢？無論我們怎麼背棄祂，祂仍舊向我們顯現。

第二，因着祂是信實的，所以祂要審判。祂不能

容忍罪，對世界，祂要審判；對我們，祂也有管

教的審判。當你接受神一點審判的時候，不要失

望，那是神的信實，神對你的愛。第三，因着神

是信實的，所以祂在我們的身上，在召會中，在

這個地上，一再用祂的生命來恢復你。用祂神聖

的氣吹到你的裏面，即使你是枯骨，也要復活、

結合、站起來，成為極大的軍隊。當弟兄們的號

聲在這裏吹響，全召會盼望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弟

兄姊妹，週週起來過傳揚福音的生活。因為神是

信實的，祂不只在 2000 人身上有祂的分賜，祂

還要在全台南 187 萬人身上有祂的福音。因為這

位信實的神，不會容讓罪在世界一直發展，祂要

來作祂生命的恢復。第四，這位信實的神，至終

要建造我們成為新耶路撒冷，一座彩虹的城。這

就是以西結書一章所啟示我們的。

　在這件事上，這個信實應用在三方面：第一，

在你我個人的身上。弟兄姊妹，你得救，你喜樂

嗎？因為祂是信實的。但你得救之後，你常覺得

輭弱嗎？常覺得這個己對付不了嗎？我就這樣覺

得。我覺得我這個人是一無是處，但是我摸着

祂，我摸着了這位彩虹的神，祂要把你、把我作

成彩虹的一部分，作成祂豐富屬性的一部分。所

以無論我們昨天多輭弱，今天我們仍舊可以向祂

敞開；昨天睡一覺就讓它過去了，今天是新的一

頁，因為祂是信實的神。只要我們願意向祂敞

開，祂聖靈的大風要吹在你身上，祂靈恩的大雲

要覆罩你，祂聖別的烈火要來焚燒在你的身上，

2017 年又要有一點金銀合金的顯出。

　第二，神的信實應用在祂的召會中。我聽到弟

兄姊妹的見證，以及弟兄們對於今年負擔展望的

交通。當召會在這裏吹號的時候，你只要跟上

去，你就會發現你的害怕都是假的。傳福音之前

都會害怕，一傳就變獅子了，因為不是你傳，是

祂傳。但是需要你走到街頭，需要你站在那裏微

笑，因為神是信實的。巴不得我們都在這裏跟隨

召會的負擔往前。求主聖靈的大風再吹到我們身

上。神是信實的，遲早要把你作成得勝者，遲早

要把你作成活力人，遲早要將祂豐富全備如彩虹

的屬性作到你的裏面。當然遲不如早。我們都願

意早早起來作主的得勝者，向祂這位信實的神敞

開，告訴主說，『主，我不行，我輭弱。主阿，

但是你是信實的，你要負責把我帶到這個如彩虹

的召會生活裏面。』

2017全召會主要負擔交通（續）
點燃福音熱火，交出接受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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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在全球的開展上，我在前線打戰，常覺

得無力，常覺得不知如何往前；但是又常覺得興

奮。每當我向祂敞開，為着主在歐洲的行動在那

裏禱告的時候，我裏面實在是敬拜主。雖然歐洲

的開展是艱難的，但是已過的兩年，整個歐洲召

會生活的人數從 3000 跳到 4500 位。無論如何二

年內增長了百分之五十。外面來看，我們傳福音

常常遭到拒絕，但是你若有永遠的眼光，你若有

屬天的眼光，你要說在海外的開展上，神是信實

的。祂既用祂的血從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

各邦國中買了人來，不只買來，還要把他們作成

祂的國度，作成聖別的祭司體系。主作成了！主

的血流了，神的呼召也臨到了歐洲。特別最近在

德國的開展上，已有好幾處的召會，這些難民已

經得救了，幾處地方都有將近 100 位的聖徒。換

句話說加起來也有三、四百位的難民。現在我們

已經不稱他們為難民了，我們稱他們為『中東的

移民』。在這些事上，我們相信祂是信實的，祂

在祂的屬性上是信實的，祂在祂的經綸上是信實

的。至終祂要在全地產生眾召會，構成基督的身

體，活出一道彩虹的見證，把主帶回來！求主祝

福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都向這位信實的神繼續

敞開。『主，2017 年，開始於你聖靈的大風，結

束於一道彩虹。』阿們。

 利未記生命讀經導讀(十八 ) 節期

　　  　　 －生命讀經－

本週進度：利未記生命讀經第四十九至五十一篇，利未記第十八至二十二章。

經文事實
　本週我們來到利未記第四個段落，乃是說到關於節期的條例。（利二三。）按照本書的次序，到

了利未記二十二章末了，我們已經從不潔淨被帶到祭司的職任及其享受裏。下一個項目就是為着安

息與享受的節期，這節期乃是作我們安息與享受之基督的豫表。換句話說，這事奉的結果就是節期。

利未記二十三章分為二個段落，一至三節是說到每週的節期，就是安息日。四至四十四節是說到每

年的節期，包括了七個節期，每年有七個節期。七是完全的數字，表徵每年的七個節期乃是完全在

神的豐富裏。基督是安息日的實際，也是每年一切節期的實際。

　首先，我們要來看前四個節期。這是屬於第一組的節期；第一組的節期包括逾越節、無酵節、初

熟節、和五旬節。這四個節期可以應用於歷史，也可以應用於我們的經歷。我們在得救時，經歷了

逾越節。因着基督為我們被殺，神就能越過我們。因此我們享受到逾越節的實際。我們經歷了逾越

節之後，就開始享受基督作我們的無酵餅，並過無酵的生活。基督是無酵、無罪的。在祂沒有罪。

我們接受祂的供應與扶持，就能過這種無酵、無罪的生活。

　在我們的經歷中，我們也享受祂作我們的初熟節。祂這復活者，現今就在我們裏面活着。基督不

僅是無酵的一位，也是死了，又活過來，並活到永永遠遠的一位。祂這初熟的果子在我們裏面活着，

作我們每日的享受。而五旬節是基督復活的完滿結果。祂復活，結果不僅是升天，更是成為經過過

程之三一神的終極完成，澆灌在祂的身體上。頭四個節期形成一組，其涵意包括基督的死、基督的

復活、基督的升天、以及經過過程的三一神那完成之靈的澆灌；這澆灌產生了基督的身體，作那無限、

個人基督的擴大、擴增、延展、擴展，使祂成為宇宙、團體的基督。

　第二組的節期說到後三個節期－吹號節、遮罪節、住棚節。頭一組的四個節期，是在一年的上半；

第二組的三個節期，是在一年的下半。頭四個節期，指着過去和現在。這些節期已經在基督身上得

着應驗，我們現今仍在經歷並享受中。第二組的節期，指着將來，指着要來的日子，主回來的時候。

當主耶穌回來的時候，這三個節期要得着應驗。

　七月一日是吹號節，而遮罪節是在七月十日。吹號節是在主耶穌回來時得着應驗，號聲要召聚神

四散的子民，將散居各地的猶太人召回到他們祖宗的地。主耶穌從空中降到地上之後，猶太人要悔

改、憂傷、並回轉向神，接受基督作他們的救主。這將是遮罪節實際的應驗。住棚節要應驗於要來

的千年國，為期一千年，是神舊造一切時期的總結，為着要來的新天新地，有新耶路撒冷為其中心。

(利未記生命讀經，四九～五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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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訓前覺得自己事奉主的心志很強，年年參加

呼召聚會，也上台報號。我常常在弟兄姊妹們面

前宣告，也常常向主禱告；為了參加訓練，我一

邊過在職生活、召會生活、學生生活、也過婚姻

生活。我覺得我是熬進來訓練的，這是我在主面

前向着祂的心志，也是唯一覺得自己有可誇的。

　在訓練中，我的心志得加強乃在於看見自己的

不足以及主的吸引。訓練中有八方面的成全，其

中只有心志這門課沒有考試，其他七方面都要考

試。考試對於我這個從小不擅長讀書的人是一大

痛苦，不管我怎樣努力準備，考出來的成績總是

不如意。其他人考出來成績都很好，至少都有一

定的水準，讓我覺得自己實在不如其他人。論屬

靈操練，我不是兒童班；論天然能力，我也不是

一個聰明人。雖然在訓練中，也有得着，但總覺

得自己有許多不足。

　然而神憐憫我，在書報推廣中，『歌中的歌』

這本書報鼓勵了我。雅歌書說到『一個絕佳婚姻

裏愛的歷史，啟示出個別信徒與基督愛的交通中

進展的經歷。』在一章四節佳偶對良人說『願你

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但是當佳偶開始

追求她的良人時，她就發現了一件事，就是在

五、六節『耶路撒冷的眾女子阿，我雖然黑，卻

是秀美…，不要看我，因為我是黑的。』佳偶在

追求良人時，看見自己在亞當裏是罪人，在基督

裏卻成為秀美的。但是她可能常常忘記自己是在

基督裏，因此她說她是黑的，也要人不要看她。

在訓練中心裏，我覺得弟兄姊妹們都是秀美的，

而我是黑的，甚至希望人不要看我，但我卻常忘

記自己在基督裏是秀美的。『我雖然黑，卻是秀

美。』

　與眾人分享書報中的一段話：『我們雖然有了

心願，我們雖然樂意追求，但是我們不能不覺得

追求能力的缺乏。追求的能力，並不是聖靈賜我

們一大股的能力，擺在我們裏面，叫我們去追求；

乃是主在外面，用祂自己的美麗和榮耀吸引我

們。以前只是羨慕參訓，並不曉得自己為何要參

加訓練，也不明白訓練要帶給我的，到底是甚麼。

直等到我進入訓練並接受其中主所量給的，我纔

真正明白…。這個訓練最主要的目的，乃是讓主

在我身上有更多的地位，在我身上作更多的工，

好讓主的旨意能行在我身上，進而行在地上。

　在訓練中最難過的點，通常就是我最不願交給

主的點，平常我不願意讓主來碰。但在訓練中主

有主權能要求我交出。交出一點，主就得着一點；

再交出，主就再得着。至終交的多，主纔能用的

多。這是我的一點看見，也願這樣的看見成為我

的經歷，然而這一切都不是我，乃是主。

　鼓勵所有 35 歲以下的青年人，都好好考慮參

加訓練這事。將自己交給主一到兩年，主所給的，

遠超我們所求所想。

                             與你們一同當兵的　白家禎弟兄

　　     －訓練學員－

我雖然黑，卻是秀美

－利未記生命讀經－

　利未記生命讀經第二學程讀完的聖徒，總共 82 位。（社區 49 位，青職 32 位，大專 1 位。）從上

週開始進入第三學程的追求，範圍是第四十四至六十四篇。下次統計截止日期是 3/25。請弟兄姊妹，

照着每週進度，一同進入生命讀經的豐富裏。

　社區 49位：陳姷庈、戴李美玉、汪吳彩月、王許慧貞、柯昇廷、蔡雅棼、張錦淩、張張祝、李蕭雅方、

陳致均、陳丁淑卿、劉蘇麗玉、鄭煥生、劉古文金、楊幼秋、張劉樂嫻、楊萬生、楊榮蘊智、蔡雨

蒼、蔡顏淑召、魏王貴枝、唐雅馨、歐文吉、歐吳秀珠、洪何瑞芳、陳姜俐妘、詹吳佳娉、林芍佑、

何龍子美、趙陳似錦、陳江敦、陳齊慧芬、李民、李陳新惠、黃意莉、王華森、沈黃淑芳、邱俊傑、

趙麗敏、王健行、王呂慈娓、黃秀娟、朱玟蒓、李張金盒、陳素雲、李宏銘、朱王秀蓮、徐百合、

林周素鑾。

　青職 32位，大專 1位：王騰毅、王林美善、連晉仁、郭冠群、陳怡鈴、畢劉素瑜、李思瑩、盧冠瑀、

陳江嘉美、李文芹、陳恩加、羅鈞、羅楊少妤、周秀春、陳振偉、張士毓、蔡明秀、劉維仁、沈士慈、

王秋薇、劉心潔、蘇宥青、羅雅柔、楊翊函、彭雅筠、繆碩耘、陳黃冠雯、黃吟伊、沈貞瑜、黃建富、

張育維、葉姿均、汪予恩。

利未記生命讀經第二學程完成追求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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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大專一週成全訓練蒙恩見證

　感謝主！給我們如此榮耀的一週。今年有別於

已往，雲林、嘉義的大專聖徒共五位服事者、

四十八位學生與我們一同有分訓練。會中我們進

入國度系列、以西結書結晶讀經；專題則有牧養

系列與海外開展的交通。

　藉着弟兄們的交通，叫我們真是得着激勵！許

多弟兄姊妹見證在校園福音與牧養上，願意再將

自己交出來。願主得着我們，天天經歷風、雲、

火、金銀合金的屬靈循環，使我們成為滿了三一

神並彰顯祂榮耀的人。以下是弟兄姊妹的蒙恩見

證： 

國度神掌權　脫離地霸佔

　很摸着弟兄交通『國度』信息時，說到神的掌

權。在不同的範圍裏，有不同的掌權，其結果就

不一樣。現今這個時代離神越來越遠，往往看不

見神纔是這宇宙中的掌權者。所以我們很難放下

自己的掌權，甚至被許多屬世的東西所霸佔。但

很寶貝我們有召會生活，主要將祂自己當作生命

的種子撒在我們裏面，在我們裏面生長並發展，

至終的結果就是國度。主阿！得着我，在生活中

加強與你屬天的交通，使我拒絕屬地的往來及霸

佔。彼得前書五章六節，『所以你們要謙卑，服

在神大能的手下。』願主的生命在我裏面擴增，

在我裏面掌權。（陳筑鈞姊妹）

精明的童女　付代價買油

　在馬太福音二十五章一～三節說到十個童女的

比喻，是要我們在生命上儆醒。童女不僅燈裏有

油，器皿也要有油。很受題醒油是要自己買的，

買就是付代價。所以我們要付代價買油，撇下世

界看萬事為虧損。『主阿！使我成為精明的童女，

儆醒豫備好自己，奉獻寒假的生活，更贖回光陰，

天天讀經，享受神的話。』（魏晨星姊妹）

清明的天　與主無隔

　在訓練中讀到以西結書一章二十二節『活物的

頭以上有穹蒼的樣式，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鋪張

在活物的頭以上。』意思是四活物與那靈的配搭，

是要透徹、毫無阻隔的。同時在信息中也指出你

若不將自己倒空，它就會成為你與主之間的阻

隔。

　於是，在一次的午禱中我就試着敞開自己，大

聲呼求！深覺得有一種被主洗淨的感覺，讚美

主！（呂鋮祺弟兄）

神需要人－四活物的配搭　

　神需要人！神需要我們！神需要召會！神需要

一班藉着祂的話被祂點活的活物！擊敗仇敵帶進

國度！

　我們越經歷風、雲、火、金銀合金的循環，我

們就越被點活成為四活物。成為基督團體的實

體、團體的彰顯。

　四活物有人、獅、牛、鷹的臉面。我們越喫基

督，就越有基督的人性，向着撒但、世界，我們

是勇敢的，且有主的大能能以勝過。神也就藉着

我們建立祂的王權。也要有服事別人、犧牲自己

的實行，神大能超越上升的生命，使我們不被一

切環境攔阻。

　太寶愛神給我們的這些應許了！但這些應許的

經歷要在我們召會生活中的配搭裏來顯明。求主

得着我們在配搭的實際裏，經歷這四活物的異

象。（陳奕宏弟兄）

福音的負擔，福音的靈

　『隨後那領一他連得的，也進前來，說：主阿，

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沒有撒種的地方要收割，

沒有簸散的地方要收聚。』當我大一時，福音是

很容易傳給同學的；但轉系後，每次我邀約同學

時卻屢次遭到拒絕，這使我漸漸變得退縮，不敢

向他們傳福音。甚至覺得這個班級似乎沒有主的

工作；但主在我裏面催促我，需要對班上同學有

負擔，需要快快將福音傳給他們。

　我的信心雖然是何等的小，但經歷主是信心的

創始者與成終者；無論外面看起來如何，我相信

主耶穌必定要拯救我的同學。要來的學期裏，我

至少要帶兩位同學得救。願主祝福！（丁有鄰弟

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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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藉由『職事文摘』這本書，使我有所

享受與得着。借用書裏的一句話，用看得見的事

物，來描寫我所不能看見，甚至難以領會之屬靈

的事。

　藉着這一本書的幫助，對我在享受晨興聖言

時，所不能領會的真理，甚至難以理解的問題，

是一個解開的話。清楚的真理及書報出處所代表

的屬靈意義，延伸的意涵，讓我更能進到晨興聖

言的負擔裏。

　已往，對於不能理解的信息，我都直接跳過，

或有機會再尋求屬靈經歷老練的師母或姊妹來解

惑。但如今因這本書的供應，讓我在屬靈追求的

過程中，有非常大的幫助。使我能快速的明白整

個的出處，屬靈的含義，及生活中所要操練與經

歷的點；也省去很多需要自己花時間去查閱，或

尋求幫助的時間。書中所供應的話，句句鮮明，

適度一讀就通，能教導我，不需走迂迴的道路，

直接享受供應，叫我屬靈的生命也能有所長成。

　更在主日的申言裏，讓我能有條理的，將信息

的內容能較完整的分享。聚會中也介紹這本職事

文摘給弟兄姊妹，分享這本書對我的幫助。至少

讓訂基本訂戶的弟兄姊妹，也能同來享受這本書；

進而讓職事的話，推廣到弟兄姊妹中間，一同進

到主話的供應裏，追求並奔跑屬天的賽程。（702
區　張廖頌美姊妹）

　　      －蒙恩見證－

成為書報推廣者

牧養小羊－信心的工作，愛心的勞苦，

盼望的忍耐
　我很摸着牧養的信息說到，實行神命定之路的

需要，就是要定期的探訪人。我們需要定期的牧

養，與小羊見面，而且是到人那裏去，面對面的

說話。牧養我們的小羊要像自己的孩子一樣，把

時間給他，把體力給他，並關心他的一切。帖撒

羅尼迦前書一章三節說到，『在我們的神與父面

前，不住的記念你們信心的工作，愛心的勞苦，

並對我們主耶穌基督之盼望的忍耐。』大多數人

也是因着這樣個人的接觸，而被維持，且被建造

的。（王蕙敏姊妺）

週週堅定持續餧養主羊

　感謝主！非常寶貝這一週早晨晨興的時間，因

為已過二週是學校的期末考，晨興的時間比較不

是這樣的規律。但感謝主，來到一週成全裏面，

實在是蒙拯救。每天都有足彀的時間，能彀個人

與主親近，藉着釋放靈的呼求以及團體禱讀經

節，使我們的靈被挑旺，被點活，早晨就接受主

這膏油的塗抹。

　另外，非常寶貝連續兩天的晚上進入牧養的信

息。弟兄交通到我們牧養人不是憑着自己的方法

與喜好，探望人也不可以想去纔去，不想去就不

去了。乃是要週週堅定持續，並且建立至少十分

鐘家聚會的習慣。

　弟兄這樣的交通實在激勵我，在要來的生活

中，我需要在牧養、餧養的事上有更新的奉獻。

求主將這樣的負擔放在我們每一位的心上，使傳

福音牧養人真是成為我們的生活。（周子揚弟兄）

作主行動的踏腳石

　我很摸着弟兄的見證中題到：去海外開展是答

應主的呼召。不是因為我們有多剛強、有沒有恩

賜，乃是當主的行動往前的時候，我們願不願意

把自己擺在這個水流裏，作主行動的踏腳石。你

若不願意擺，主自有別的路。但我們就失去了這

個福分！

　很寶貝弟兄就是這樣願意擺上的人，當時雖然

有各樣的為難，但因着他最終願意順服主的旨

意，主就不僅能帶他一次次的過關，也使在當地

的工作產生了繁茂復活的光景。

　倪弟兄曾說：我們一生若被主踏過一次，就值

得了！願我們都有這樣的心願。向主說：『主阿！

我願意作你行動的踏腳石！當你往前的時候，莫

把我漏掉！』（宋品儀姊妹）

因版面有限，其餘蒙恩見證請上召會網頁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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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報文字網頁電器服事交通

精明的童女　忠信的奴僕

　二月六日晚間，六十三位聖徒齊聚一堂，一同

在書報、文字、網頁及電器服事上交通。聖徒見

證在書報追求上，如何贖回光陰；從書報中得着

餧養、開啟，甚至成為書報的推廣者，在小區裏

分享追求書報所得着的心得。也有聖徒分享在文

字服事邀稿上的蒙恩，成為『神聖屬天的記者』。

　弟兄從召會的歷史來看七個召會屬靈的光景，

一路到二十世紀初期，主的恢復到了中國福州，

興起了倪弟兄；而李弟兄接續這份神聖啟示的傳

承，達到真理的高峰及開展的高峰。

　弟兄以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其中所題到的，精

明的童女以及忠信的奴僕鼓勵所有的服事者。

『那領五他連得的，隨即拿去作買賣，另外賺了

五他連得。』（16。）特別是奴僕這一面，需要

我們忠信、殷勤在主所賜給的家業上作買賣，也

就是運用主所給我們的恩賜，『隨即』、『拿去』、

『作買賣』。因此在服事上，要有經營的眼光，

經營的負擔。

　在分組研討上，各組就着目前現況及展望彼此

交通。照着主量給我們的恩賜服事，一他連得也

要盡力，學習『隨即拿去作買賣』，再賺得一他

連得。

　書報服事的研討與展望：各區晨興聖言及中文

基本訂戶的數量能增加。服事者也能主動關心區

裏聖徒屬靈的光景，是否人人有晨興聖言，沒有

人是『挨餓的』。各區書報服事者能進入主恢復

書報的豐富裏，至少熟悉書報的目錄，以便向人

推廣，陳明真理，使聖徒滿了對主話的渴慕與追

求。聖徒家聚會和讀經小組也可以使用會所的書

報室。

　文字服事方面：盼望引導聖徒珍賞這份時代的

職事，藉由讀聖經、進入晨興聖言、職事文摘、

生命讀經…等書報，推廣真理，將信徒作到真理

裏。為配合召會水流－建立福家架構、養成生養

習慣，文字組將在週訊上刊登新人見證稿，作為

傳福音，餧養小羊的憑藉。因此，需要有負擔的

聖徒一同配搭服事，以應付這廣大的需要。另一

面，因着主在全地開展的工作，特別是在歐洲，

需要中英文繙譯人才，以配合開展上各面的需

要。

　在召會網頁方面：因現今生活形態日趨偏向網

路化，及主在歐洲快速行動，藉着網頁資訊迅速

及廣泛的特性，讓眾聖徒得知最新的召會消息；

但網頁資訊的更新需要有更多人配搭。呼籲有心

願、有資訊或網頁專長的聖徒參與召會網頁服

事，使我們更能實際地藉着即時的禱告、財務、

人力的擺上，好為着主行動的往前。

　電器服事上：盼能在電器的熟練度上更精進。

也需要更多青職弟兄們願意把自己擺出來，服事

聚會的電器及特別聚會的影像服事。藉着這一

團，好使那靈在聚會中運行不受打岔，藉着上傳

至召會網頁的影片，也讓更多聖徒進入信息的水

流，同蒙恩典。若有心願、熟悉電器、或是對攝

影有興趣的青職聖徒，請加入電器影像組，好學

習服事，將會有老練聖徒帶着作。願主記念弟兄

姊妹的勞苦，祝福祂的召會。（文字組整理）

書報文字網頁電器服事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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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晨興聖言「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一）」第 4 週。「職事文摘」第一卷第五期：召會生活中

             正確的配搭、需要十字架。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3 頁。

       3. 2/12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四課上半。

　   4. 書報追求「神人調和與復活的原則」第 9~10 篇，「利未記生命讀經」第 52~54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3:4~6
 弗 3:4      你們念了，就能藉此明瞭我對基督的奧祕所有的領悟，   

弗 3:5      這奧祕在別的世代中，未曾給人們的子孫知道，像如今在靈裏啟示祂的聖使徒和申

                言者一樣；     
弗 3:6      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裏，藉着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個身體，並同為應許的

                分享者； 

Eph 3:4    By which, in reading it, you can perceive my understanding in the mystery of Christ, 
Eph 3:5    Which in other generations was not made known to the sons of men, as it has now been
                 revealed to His holy apostles and prophets in spirit,    
Eph 3:6    That in Christ Jesus the Gentiles are fellow heirs and fellow members of the Body and
                 fellow partakers of the promise through the gos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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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2( 主日 ) 口詩 16:1-17:15 口林後 3:12-18  口林後 3:18
02/13( 週一 ) 口詩 18:1-50 口林後 4:1-6  口林後 4:6
02/14( 週二 ) 口詩 19:1-21:13 口林後 4:7-12  口林後 4:7
02/15( 週三 ) 口詩 22:1-31 口林後 4:13-18  口林後 4:16
02/16( 週四 ) 口詩 23:1-24:10 口林後 5:1-8  口林後 5:7
02/17( 週五 ) 口詩 25:1-27:14 口林後 5:9-15  口林後 5:15
02/18( 週六 ) 口詩 28:1-30:12 口林後 5:16-21  口林後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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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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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3( 週一 )
02/14( 週二 )
02/15( 週三 )
02/16( 週四 )
02/17( 週五 )
02/18( 週六 )

　初信成全班
　一、成全對象：得救三年內、久未聚會者之聖徒或渴慕認識神的福音朋友（原則上各小區每三位

　　　初信者或福音朋友至少需一位照顧的聖徒陪伴）。

　二、聚會時間：4/16~6/4，共八週，每主日 9:30 開始，含擘餅聚會、午餐（自由奉獻），請攜帶聖

　　　經詩歌本。

　三、聚會地點：青年路會所、裕忠路會所。

　四、報名費用：每人 250 元（請於報名時繳交，報名後恕不退費）。

　五、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3/26（主日）止。

　六、請向各區服事者報名，再由各大區彙整將報名表及費用交至執事室。

　全召會姊妹成全　時間：2/19（主日）15:30~17:30，地點：裕忠路會所。由青年照顧區                                     

　　　　　　　　　　     配搭服事（一大區：場地佈置，五大區：招待，八、十五大區：整潔）。

　 大區　四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2/14（二）20:00，地點：裕忠路會所 A102 室。　

        九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2/14（二）20:00，地點：歸仁區會所。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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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
　法國：周永分弟兄夫婦－校園傳福音所接觸的福音朋友，受浸成為常存果子。

   德國：法蘭克福得着10個本地德國常存青年學生，20個中東移民成為常存果子；史特拉斯堡，目

　　前已有20位弟兄姊妹聚會，盼有家移民，成立召會。

  全台
  全台青年得一萬：全召會全力得青職，使召會年輕化，看重青年人得成全 。

 台南市召會
    週週出訪：建立福家架構、養成生養習慣，聖徒週週出外接觸人傳福音，餧養新人家聚會。

    月月福饗宴：每個小排月月傳福音，人人盡功用，邀約福音朋友參加。

　弟兄及姊妹成全：渴慕受成全，團體進入信息，在生活中實際操練，成為活而盡功用的肢體。

　青職：今年得人目標250人，青職、社區各得一半。參加弟兄、姊妹成全，成為事奉的中幹。

    大專：2/20~3/10大專福音節期，得着平安之子，豫備材料，建造神家。 

  青少年：福音火熱的靈，為同學禱告，邀約同學參加校園排。

  兒童：兒裏主日福音及社區兒童排，邀約福音兒童及福音家長參加。

    －代禱事項－ 

 ＊2017年召會人數目標－主日：2160人，禱告：754人，小排：1762人，出訪：552人，得人：受浸830人。

  －報告事項－

   春季全台弟兄事奉成全集調
　一、時間：第一梯次：4/13~15（四 ~ 六）中午止。※ 鼓勵優先報名第一梯次（備有遊覽車）。

　　　            第二梯次：4/16~18（主日 ~ 二）中午止。第三梯次：4/20~22（四 ~ 六）中午止。

　二、地點：中部相調中心。

　三、報名：報名費 1200 元、交通車費 500 元，請於 2/12（主日）前向賴錦富弟兄報名繳費。

　日間追求班
追求內容：禱研背講（晨興聖言）、聖經研讀：以弗所書第四至六章、書報追求：速興起傳福音（七

篇）、迫切並專一為福音而活（三章）。追求時間：3/2~6/8
，每週四 8:55~11:30。此次乃為合班上課。

開訓日期：3/2（四）8:55~11: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費用：每人 300 元。截止日期為

2/13（一），請向賴錦富弟兄報名繳費。

　長青
　服事者交通　時間：2/21（二）9:30，地點：裕忠路會所長老室。

　長青聖徒集中聚會　時間：2/22（三）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會後備有愛筵。  
　青職相調特會 時間：3/25~26（六 ~ 主日），地點：墾丁及龍坑生態保護區，恆春挪亞之家。

    大專
  期初特會　時間：2/17~19（五 ~ 主日），地點：阿里山、中部相調中心。 
  畢業聖徒輔導園 時間：4/1~3（六 ~ 一）18:00，地點：澎湖馬公。

青少年
週末入住　時間：2/18~19（六 ~ 主日），報到時間：2/18（六）19: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費用：150 元（含主日用餐），請於 2/17（五）前向蔡濱如姊妹（手機 0953-757-801，Line 或簡

訊：小區、姓名、電話）報名。入住期間禁止使用 3C 產品，請攜帶主日正式服裝。

期初特會　時間：2/19（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備有午餐（每人 60 元）。   

    全召會以弗所書第二章背經會考
　請各區於 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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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年度個人奉獻收據開立登記
　請按各小區登記需開立一○五年奉獻收據之身分證字號（不需具名），並於 3/6（一）前交至執

　 事室（紙本、電郵或傳真皆可），預計 3/19（主日）按登記區別發至各區領取。

　書報　以西結書冬季訓練 DVD，每套特價 1200 元，請向書報室購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