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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信息要點

第六篇　高而可畏的輪子

全召會區負責弟兄成全訓練　時間：3/12（主日）19:00 ～ 21: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全召會姊妹成全　　時間：3/19（主日）15:30 ～ 17: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前言
　以西結一章是聖經裏最深的一章；這章裏的異

象涵意寬廣、包羅。一章的異象是耶和華之榮耀

顯現的異象，爲着祂的彰顯、行動和行政。這異

象裏的風、雲、火和金銀合金，與接下來的四活

物有內在的關係。高而可畏的輪子，也與四活

物有內在的關聯。本篇說到高而可畏之輪子的異

象，乃是一章裏所啓示之整體異象的一部分。我

們要在本章整體異象的背景之下，來看高而可畏

的輪子這件事。
真理要點

　壹、整本聖經，從創世記到啓示錄，陳明神的

經綸和祂在地上行動以執行祂經綸的完整圖畫。

在以西結書，神的經綸與神在祂經綸中的行動，

乃是由輪所表徵。在活物旁邊，有輪在地上出現，

指明神在地上的行動，是隨着四活物的配搭，輪

的行動含示有目的的特別行動，含示這行動不是

靠我們自己的力量。輪在活物的四個臉旁，指明

我們若要有主的行動，首先必須活出主，彰顯主。

　貳、在每個活物旁，有高而可畏的輪子。輪子

的行動，乃是主以祂自己作我們的力量、能力和

供應，爲着祂永遠的定旨，而有之特別、不平常

的行動。我們的神是活的，我們的主是行動的，

並且那靈正在作工，以完成神永遠的經綸。神

的行動乃是祂在人身上經綸的行動，要使人成爲

神，以產生一個新人，好使神在基督裏得着祂團

體的彰顯和行政。每一個地方召會和每一位個別

的信徒，都該有高而可畏的輪子隨着他們。 

　叁、高而可畏的輪子在地上，表明神需要在地

上行動。主行動時顯出來的樣子像水蒼玉；輪有

水蒼玉的樣子，指明輪子無論行動到那裏，都帶

着主顯出來的樣子。四輪都是一個樣子，指明在

每一個召會中，主的行動都有同一個樣式和樣

子，且輪中套輪表明主在我們的行動中行動。輪

向四方直行，行走時並不掉轉，指明在配搭裏的

行動，不需要掉轉。我們在自己裏面該是微小的；

但在我們旁邊的輪子，也就是神在我們身上經綸

的行動，該是高而可畏的。這輪輞滿了眼睛，指

明我們若在主的行動上與祂是一，我們就有祂神

聖的洞察眼光、遠瞻眼光和啓示。輪隨着活物，

指明神工作的行動在於我們的行動；這也指明我

們若在信心裏行動，主就要隨着我們行動。輪隨

着活物，活物隨着靈，但靈在輪中。這就是主今

天在地上的行動，這也就是主的恢復。

 負擔應用

　一、我們要有分於主的行動，就必須建立禱告

的生活與主有個人、情深、私下並屬靈的關係。

並藉禱告帶進那靈的澆灌，得着屬天的異象好使

我們能搆得上主的行動。

　二、我們要有分於主的行動，就可以在祂的出

去裏出去，在祂的給與裏給與，並在祂的禱告裏

禱告。為着主在全地的恢復，為着全台島青年得

一萬，將自己交出來，不看自己的光景，望斷以

及於耶穌，並在四月社區福音節期中，人人操練

作神福音的祭司。

　三、每天更新的奉獻，守住向着主起初的愛，

被這愛來激勵，能主動投入全召會的成全訓練，

成為基督的精兵，作主合用的器皿。

　　　　　　　　　　　　　　 （吳宗庭弟兄）

QR Code 週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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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台南市召會上半年事奉相調 
聖別和君尊的祭司體系

讀經：

　　出十九 6 　 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別的國民。

　　彼前二 4~5 你們來到祂這為人所棄絕，卻為神所揀選所寶貴的活石跟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

　　　　　　　 成為屬靈的殿，成為聖別的祭司體系，藉着耶穌基督獻上神所悅納的屬靈祭物。

　　彼前二 9 　惟有你們是蒙揀選的族類，是君尊的祭司體系，是聖別的國度，是買來作產業的子

　　　　　　　 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祂奇妙之光者的美德。

壹　就着我們是聖別的祭司體系，我們需要為着人到神面前來：
　一　祭司的主要功用不是工作，而是花時間在主面前，直到他在靈裏與主是一 — 林後三 18，林前

　　　六 17。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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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就着我們是君尊的祭司體系，我們需要為着神到人面前去：
　一　君尊的祭司體系宣揚神的美德，向人宣告屬神的事。

　二　帶領一個人脫離撒但的手，脫離黑暗的國度，是件大事；故此，新約裏神聖的啟示對傳福音

　　　有很高的估價。

　三　我們眾人都必須起來探訪人，帶着基督去接觸他們，好為主得着他們。

　四　無論誰，無論怎麼忙碌，每週都該給主兩小時，不作別的，只專特的出外叩訪。

　五　帶人受浸後，我們需要照顧主所給我們的兩、三個人，在他們家裏與他們有家聚會。

　六　如果我們每週探訪三個人，每個人十分鐘，我們就會看見有一些積極的事發生；這樣的實行

　　　會帶進擴增。

　七　基督徒的生活必須從家聚會開始，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必須有家聚會。若不是這樣，我們這個

　　　基督徒絕不會剛強。 
叁　我們在主面前的兩種身分（太二五 1~30）：
　一　信徒向着基督的身分有兩面：在生命一面，我們是童女，為主而活；在服事、工作一面，我

　　　們是主所買、服事祂的奴僕。

　二　我們得救後，就需要作精明的童女，在生命裏長大，並且需要作正確的奴僕，以主所賜給他

　　　們的銀子來事奉祂。我們都必須是那五個精明的童女，也必須是那些使用銀子的人。否則，

　　　當主回來時，我們就有問題。

　參考書報：祭司的體系 第一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 第六篇；長老訓練（十一） 第九、十篇；

　　　　　　推動主恢復的新路 第一篇；國度下冊 第三六章。

職事信息選讀：

　彼前二章五節，聖別的祭司體系向神獻上屬靈的祭物，而九節君尊的祭司體系宣揚神的美德。聖

別的祭司為人的緣故，向神有所獻上，而君尊的祭司向人宣告屬神的事。我們是聖別的祭司和君尊

的祭司，在兩個方向有來也有去。…我們是君尊的祭司，從神而來到人那裏去。我們在這裏代表神，

向人宣告屬神的事，向人宣告祂的超越、祂的恩典、祂的生命、以及祂神聖的性情。召會就是這種

祭司體系。（由基督與召會的觀點看新約概要卷三 第三十篇）

　祭司不僅是一個為神作工的人，神並無意呼召我們為祂作甚麼。祂所要的就是盼望我們藉着敞開

自己向着祂，而答應祂的呼召，並且說，『主，我在這裏，不是豫備好為你作工，而是豫備好被你

充滿，被你得着，並與你合一。』除非我們與祂聯合，否則就無法為祂工作，也無法實際作一個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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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的主要功用不是工作，而是花時間在主面前，並被祂充滿、飽和、浸透，直到他在靈裏與主合一。

神所計劃要得着的祭司體系乃是一個團體的人，這人是充滿祂自己，且將祂滿溢出來的。（祭司的

體系，第一篇）

　我們都愛主，都願意事奉祂；現在主要我們一週分別兩小時給他，怎能說是苛求。一週有

一百六十八小時，兩小時不過就是百分之一，我們若真愛祂，怎能推辭？若是作不到，又怎麼說得

過去？無論誰，無論怎麼忙碌，每週都該給主兩小時，不作別的，只專特的出外叩訪。（推動主恢

復的新路，第一篇）

　我們給人施浸後，不要馬上離開，至少要花半小時到一小時，帶領他認識主如今乃是那靈，進到

他的靈裏，照着聖經講給他聽，把有關的經節指給他看，然後帶他禱告，接觸主的靈。以後，每隔二、

三天再去，連續去看望一個月，用十次的家聚會，把基督徒基本的認識和經歷，都作到他裏面；這樣，

就能給他立下美好生命的根基。一個月後改為每週一次，或者至少二週一次，和他有家聚會，如此

照顧他一年之久。凡我們在聚會中所作的，都帶他學着作，一點一點的學會禱告、喊詩、對說詩歌、

讀經、並為主說話，以發展他生機的功能。（擴建召會的三要事—生、養、教，第十八篇）

　為着傳福音、餧養小羊、並成全聖徒惟一的需要乃是探訪人。探訪人就是到人那裏去，並與他們

在一起。你必須與他們面對面的說話。你可能在週一探訪第一個人，週三探訪第二個人，週六探訪

第三個人。分開的到他們那裏去。只要每週一個一個的去探訪他們，看望他們，與每一個人花十分

鐘在一起，你不必說得太多。盡力這麼作半年，我擔保你會得着他們，他們甚至會跟着你實行神命

定的路。（長老職分與神命定之路（三），第九章）

　我們的家聚會不是枷鎖的枷，我們的家聚會，第一是佳美的佳，第二是迦南的迦。換句話說，我

們的家聚會，應該是我們的迦南美地。我們不僅要竭力進入迦南，更要竭力開闢出迦南，使每個家

聚會，都成為我們的迦南美地。所以，我們務必要加強的禱告，加強的接受負擔，盡我們所能，去

作每個家，加強每個家。（結常存的果子，第二十篇）

　信徒向着基督的身分有兩面：在生命一面，我們是童女，為主而活；在服事、工作一面，我們是

主所買、服事祂的奴僕。主的家業包括福音、真理、信徒和召會；這些家業交給我們，就成了我們

的銀子，象徵屬靈的恩賜。為着服事、工作，我們需要銀子，屬靈的恩賜，使我們能完成主的工作。

銀子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與我們的負擔有關。當我們接受一個負擔，就領受了一他連得銀子。這

銀子不是我們的才幹，卻是按照我們的才幹交給我們的。而我們的才幹是由神的創造和我們的學習

所構成，我們才幹的度量，是基於我們的心願。我們有多少心願，就領受多少度量的銀子。那領五

他連得和二他連得銀子的奴僕，隨即將銀子拿去作買賣，這表徵運用主所給我們的恩賜，去傳福音

或把真理服事給人，使銀子得繁增，而沒有損失或浪費。但那領一他連得銀子的，就是領受最小恩

賜的人，去掘開地，表徵鑽進世界。任何與世界的聯合、牽連，甚至一點世俗的交談，都會埋藏主

給我們的恩賜，銀子就沒有繁增。（聖經之旅第八冊 第十三課；參馬太福音生命讀經，835～844頁。）

　我們作童女，需要有油在我們的器皿裏；我們作奴僕，需要使用我們的銀子。油表徵那靈，充滿

我們的靈，至終充滿我們內裏的所是；銀子表徵那靈的恩賜與功用。所有的真基督徒都有主所賜的

一些恩賜和功用，這些功用是出於那靈的。如果我們要成為那些愛主，等候祂回來的人，就需要那

靈在裏面的充滿，使我們的生命成熟。再者，我們需要使用那靈所賜的恩賜或銀子，好事奉主。

　我們都必須看見，主是忍心的。祂沒有給你甚麼，卻向你要求一些東西。祂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

沒要簸散的地方要收聚。每當你開口盡功用，立刻就開路讓主出來。祂在你裏面是豐富的，但你必

須憑信盡功用。何等不幸，許多基督徒從來沒有看見，他們得救後，就需要作精明的童女，在生命

裏長大，並且需要作正確的奴僕，以主所賜給他們的銀子來事奉祂。我們都必須是那五個精明的童

女，也必須是那些使用銀子的人。否則，當主回來時，我們就有問題。在國度實現時，我們必須說

明我們為何短缺。（國度下冊 第三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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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讀經－

本週進度：利未記生命讀經第六十一至六十三篇，利未記第二十七章。

經文事實

　本週我們來到利未記的最後一章，乃是說到許願奉獻。利未記結束於許願。在這許願中有四種奉獻：

奉獻人、奉獻牲畜、奉獻房屋、奉獻田地的一部分。這四種奉獻表明當我們享受了前面章節所題的

一切祝福和眷顧之後，神就要從我們身上有所得着。

　首先，在二十七章二至八節，我們讀到將人奉獻給神。二節說到人『向耶和華還特許的願…與人

估定的價有關聯。』因此，這裏的許願奉獻與人的價值有關。這指明當我們奉獻自己給神時，這奉

獻與我們的估價有關。三至八節有各種的估價。對人的估價有一個目的。你若想從你的許願贖回自

己，就必須按照你的估價付出代價。這裏說到，人若貧窮，就要按他的力量估定他的價，表徵我們

的估價事實上不是按屬靈的年日，乃是按屬靈的能力；不是按我們在屬靈上該作甚麼，乃是按我們

在屬靈上能作甚麼。我們在屬靈上的所是和所能，都要在我們奉獻的時候被估量出來。

　接着，九至十三節說到奉獻牲畜給神。這裏說到兩個重要的點。第一，凡獻給耶和華為供物的，

都是聖別的。第二，所獻給耶和華為供物的，不可頂替，不可交換。我們一旦把東西放在祭壇上奉

獻給神，就是分別為聖歸給神，因而屬於神，成了祂的產業。並且也就不能收回。從這點我們看見，

在奉獻自己給神的事上，我們需要謹慎。神是認真的，不跟我們開玩笑。每當你奉獻自己給神，你

需要徹底考慮，不可輕率的奉獻。

　第三，十四、十五節說到奉獻房屋。這裏說到，分別為聖歸耶和華的房屋，都由祭司估價。並且，

奉獻的人若要贖回房屋，就要在所估定的價銀上，再加五分之一，房屋就是他的。這表徵我們與召

會有關的奉獻，要由我們的中保主耶穌估價。我們進到召會生活時，就有心願奉獻自己並為着召會。

我們作這樣的決定時需要謹慎。不然，在神的眼中，我們可能虧欠召會。

　最後，利未記二十七章十六至二十五節說到奉獻田地。這裏有兩種估價的方法：按所需的種子，

以及按距離禧年的年數。實際上，這二者乃是一。距離禧年的年數越多，所需的種子就越多；年數

越少，所需的種子就越少。我們若越早奉獻，我們所帶進的擴增也就越多，我們有分於的恩典就越多。

這都與年數有關。我們若在早年就奉獻自己給主，我們會有更多年日帶罪人歸主，因而帶來召會的

擴增。這擴增又指明我們享受到主的恩典。恩典有多少，乃是由擴增有多少來量度的。擴增越大，

恩典越大；擴增越少，恩典就越少。這個看見激勵我們更早奉獻自己－越早越好。我們在一切事上

更多將自己奉獻給主，就更聯於對基督的享受。對基督的享受有多少、多深、多高，是由所需的種

子和距離禧年的年數來估量的。我們越早奉獻自己，距離禧年的年數越多，我們所享受的恩典也就

越大。（摘自利未記生命讀經，第六一至六三篇。）

民數記和申命記生命讀經追求交通

　感謝主，生命讀經追求的進度將進入民數記和申命記。啟示基督是神子民的指導者和領導者，祂

使他們能進入屬天的領域，並有分於祂的豐富。這屬天的領域乃是基督自己；這些豐富也就是申命

記八章七至九節所描述基督這美地的豐富。願主帶領我們進入基督這美地，享受其包羅萬有的豐富。

報名及統計：請參加追求的聖徒，在 Google 文件上填入姓名（網址的 QR code 如下方），並每週

　　　　　　　上網填入閱讀進度，以便統計追求人數。特別是青職、學生聖徒（三十五歲以下），
　　　　　　　需要上網登計，以作核發獎勵書券之依據。

日期及範圍 學程 截止日期 信息範圍
一 5/20 　民數記第一至二十七篇
二 7/22 　民數記第二十八至五十三篇
三 9/30 　申命記第一至三十篇

報名請掃描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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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身體實際顯出 禧年就在我們中間
　在生命讀經第五十六篇以及五十七篇裏，我們

看見關於安息年以及禧年的屬靈意義，這兩篇給

我們看見兩種享受的恢復：就是對地的享受以及

對房屋的享受，也就是對地的享受豫表對基督的

享受，對房屋的享受豫表對召會生活的享受。

　在第五十八篇，我們要來看關於禧年更進一步

的事情，就是關於聖徒之間正確的關係。第一，

對於有弟兄變窮的，就是在屬靈上變輭弱的，我

們要對他有幫助，在對他的幫助上，絕不可佔他

便宜，並在愛裏照顧他，使之恢復。

　第二，關於賣身的弟兄，就是在屬靈上有所虧

欠，我們需要幫助他，使之得以復興。禧年不是

僅僅喊叫、釋放、恢復和復興，因為在利未記

二十五章末了一段還有三個試驗。這三個試驗就

是愛主、愛召會生活、並照顧聖徒。我們需要純

潔的動機、純全的靈、對的態度同對的發表。這

不僅幫助、造就、並建造聖徒；也自然而然的建

造基督的身體。當基督的身體實際的出現時，禧

年就在我們中間。

　利未記到了第二十六章，有許多警告的話。第

一，不可有偶像，不可造也不可拜，這樣我們就

不會失去禧年的享受。第二，守神的安息日，就

是需要學習接受、重視、尊重、並享受神所作成

的，不為自己作甚麼。第三，尊敬神的聖所，就

是尊敬神在那作祂居所、具體化身、並彰顯的基

督裏，並在那是基督之擴大、作神居所並永遠顯

出的召會裏，所是並所完成的一切。第四，要順

從，就會蒙福，就是照着靈而行，這會帶進有六

個結果：按時降雨、地裏出產豐富、那地必得平

安、追趕仇敵、繁衍增多、神在百姓中間。（701
區　陳振偉弟兄）

利未記生命讀經心得分享

要敬畏你的神 順從就蒙福
　感謝主！在利未記第二十五章我們看見神對摩

西說到安息年與禧年以及其規條。在這段話中，

也許我們會發現神立了不少規則，似乎要以色列

人在工作的事上、買賣的事上，甚至還在照顧弟

兄的事上都受到限制。但是我們如果在這段話中

用靈揣摩，就會發現神真是何等的恩待我們。事

實上，神完全不是要限制我們，祂說這段話的目

的，完全是因為祂愛我們、要我們享受祂為我們

作成的一切。神還特別在二十五章中三次說到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這說出神要親自作安

息年與禧年的恩典，好穩固祂的百姓，使他們能

『在那地安然居住。』然而這個『安然居住』也

正是我們今日的召會生活所需要的。

　接着在二十六章神說到警告的話，第一，不可

有偶像，不可造，也不可拜。第二，守神的安息

日。第三，尊敬神的聖所。就着我們的經歷而言，

憑着字面的規條其實是不容易謹守遵行的。感謝

主藉着生命讀經的開啟，將這三條律例的內在意

義啟示了出來，分別就是『經過過程的三一神

是我們獨一的目標，神為我們的安息所成就的工

作，以及神工作的結果。』這三件就是我們順服

的根據，只要我們看見並接受了這個異象，就會

使我們被構成為一個順從者。我們就會順從祂、

聽祂、接受祂的話、與祂同行並渴慕與祂是一。

　另外，值得我們期盼的就是順從後所帶進的六

項祝福。關鍵就是要照着靈而行，這六項祝福就

會來到。分別是按時降雨、出產豐富、地有平安、

追趕仇敵、繁衍增多和神的居所在百姓中間。看

完這些祝福，再核對我現在的光景，感謝主向我

啟示，願我藉着所看見的異象順服在主面前，好

叫神的祝福更多臨到我們中間！（701 區　羅鈞

弟兄）

　　　 新人 

101 王淑芹、陳錦鳳 102張力仁、林伯庭、陳昱智 107 吳淑芳、李秋音、周芳伶、鄭承瑋、陳奕憲、

張慈郁 201 陳怡真 211 黃奕鳴 306 吳雅淳 405 林家軒、林思縈 511 林博智 602 許世偉、趙潤田 802 郭

李女1001王清輝1003何盈青、黃俊瑋、謝文瑞、黃俊凱1203陳怡秀1601吳思瑤1602張力文、周靖齡、

顏宏宇、賴柏崴、王昱勛、劉義仁（至 2/28 受浸人數累計共 34 位）。

　　   　  　 －受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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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死人活過來

詩歌：第 694 首

　　　一　主是生命，主是復活，生命是祂掌握；祂已藉死毀壞死、魔，

       　　　  現今永遠活着；現今永遠活着，現今永遠、永遠活着。

　　　二　榮耀、榮耀，何等生命，我今已經得着！黑暗、死亡、罪的權勢，

　　　　　現今都已消沒！現今都已消沒！現今都已、都已消沒！

經節：

約十一  25    耶穌對她說，我是復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弗二 4~5     然而神富於憐憫，因祂愛我們的大愛，竟然在我們因過犯死了的時候，便叫我們一同與

　　　　　  基督活過來，（你們得救是靠着恩典）。

壹　世人都是死人
　照聖經看，死這件事共有三個意義：第一個意義，是失去了功用。人是為神造的，應該認識神，

應該和神來往，和神發生關係，更應該通神，並讓神通過而發表神。但今天人卻不能認識神，不能

接觸神，不能和神發生關係，更不能通神而發表神，反而能犯罪作惡，該作的不能作，該脫離的不

能脫離，對神的整個功用都失去了。這就證明人是死的。死的第二個意義，就是沒有感覺。今天人

死在罪惡中，也是沒有感覺了。人犯罪沒有感覺。這就證明人是死了。死的第三個意義，就是輭弱

無能。今天人犯罪，像流水一樣的自然，但人要行善作好，討神的喜悅，就比登天還難。這種輭弱

無能的光景，也證明人是死了。

貳　死人的需要乃是主耶穌，祂是復活，也是生命
　這樣死了的人，所需要的乃是一個生命的復活，因為他的難處是死亡。任何的修理修改，都不能

解決死人的難處。死人的難處，乃是死。約翰福音在這裏描寫給我們看見，等到主耶穌到了那個死

人拉撒路的姊姊們所住的地方，那裏一切的情景，都是在死蔭的籠罩之下。在那種情景中，人是失

望的，也是絕望的。拉撒路已經死了！若僅是病了，還有希望。現在已經死了，還有甚麼希望！就

在這種死蔭籠罩，失望絕望的情景之下，主耶穌出乎人意料之外，告訴那死人的姊姊馬大，說，『我

是復活，我也是生命。』在這裏，主耶穌就清楚啟示我們，祂就是死了的人所需要的生命和復活。

我們這些死了的世人，所需要的生命和復活，就是祂自己。祂自己就是生命，也就是復活。所以祂

能叫我們得到生命和復活，祂能解決我們死的難處。惟有祂能應付我們這些死人的需要。祂要進到

我們裏面，作我們復活的生命。祂一進到我們裏面，作了我們復活的生命，就在我們裏面顯出祂復

活的大能，祂生命的大能，叫我們出死入生，而復活了。

叁　主復活的生命怎樣進到人裏面，使人得着復活
　約翰十一章這裏告訴我們，主當日叫拉撒路復活，乃是藉着對他說話，向他發聲。這是表明主復

活的生命進到人裏面，使人得着復活，乃是藉着祂的話。祂的話，也就是祂的聲音。祂復活的生命，

是藏在祂的話，祂的聲音裏面。祂的話，祂的聲音裏頭，有祂復活的生命。祂這個話，祂這個聲音，

也就是福音，也就是聖經裏的話，也就是祂自己所說的話。祂這個話一碰到人裏頭的死亡，就有一

個生命的能力，一個復活的大能，能把人這個死亡吞滅了，而叫人活過來。甚麼時候主眷顧你，主

就有話臨到你。主復活的生命，就在祂的話裏頭。祂的話臨到你，祂復活的生命就叫你活過來。

　每一個聽見主話的人，自己都得負一點責任。你看拉撒路，主說，拉撒路出來，他要負一個責任，

就是出來。他聽見了主的話，他就要出來。照樣，我們聽見主的話，也就要相信。不只如此，也需

要別人幫忙。那天拉撒路從墳墓裏出來了，手腳還裹着布，主就叫人為他解開。這是別人的幫忙。



          2017.03.05 7－小排福饗宴－

所以這裏共有三個步驟：一個步驟是主說話，主發聲，那是主作的。還有一個步驟，是我們要走出來，

要相信主的話，這是我們自己要負責的。第三個步驟，是別人來幫忙，要為我們解開捆綁，這是別

人該作的。

肆　人得着主復活生命的結果
　請大家記得，一個人得救，最終的結果，就是復活。並不是主改我們，乃是主給我們一個生命，

叫我們裏頭活過來。不僅在我們得救的那一天是這樣，就是一直到今天，主在我們身上作的工作，

也都是這個復活的原則。按原則說，我們該天天復活。不是天天改好，乃是天天復活。我們要天天

讓復活的生命在我們裏面發生作用，使我們脫離墳墓和捆綁，脫離埋沒我們的，也脫離叫我們不得

自由的。那些埋沒我們的東西，和那些捆綁我們的東西，因着復活的生命在我們裏面作工，我們就

都能脫離了。（變死亡為生命－死人的需要）

　－姊妹成全－

第一篇　事奉主者應有的心志，與愛神並事奉神

　我們今年開始有這樣的姊妹訓練，姊妹果然是

愛主的一羣，因為今天實際到會的人數比報名的

還多。願主更深的吸引我們每一位，使我們與愛

主的童女們一同快跑來跟隨主（歌一 4）。這一

次弟兄有一個負擔，我們不只是一個追求的聚

會，我們真是盼望有一個訓練。為甚麼需要訓練，

李弟兄在以弗所書的生命讀經，他一再的強調，

召會中需要成全。因為只有成全纔能達到基督身

體的建造，所以李弟兄渴望的看見，不僅有訓練

中心的成全，不僅有壯年班的成全，他是鼓勵每

一個召會都要自己來作訓練以成全聖徒。盼望能

讓每一位聖徒在召會中都能受訓練。

　訓練有二面：第一就是這個訓練有『訓』的一

面，藉着職事話語的信息，讓弟兄姊妹得着供應。

所以為甚麼我們每一次都有職事信息的摘錄，盼

望我們都在這一份職事的供應之下，使我們得滋

養，使我們得長大。不知道姊妹們讀了這樣的信

息，你享不享受。我真覺得我們中間的信息實在

太豐富。倪弟兄，李弟兄的信息太滋養我們了，

每一次讀我們都相當得光照；每一次讀這些信息，

我們都得許多的供應。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只停

在得供應，受感動，但是發現我們回去卻缺少一

種的操練。就像我們這一次在讀以西結結晶讀經

的時候，說到一面我們需要喫神的話，但是喫完

了，我們還需要消化，吸收，就像神把書卷給以

西結，他要把它喫了，消化了，吸收了（結三3）。

這樣神的話就不僅是我們的供應，神的話要成為

我們的構成，使我們成為我們所看見的，使我們

活出我們所看見的，使我們能成為神在地上的見

證。

　所以為了這一次，我們特別要求所有報名參加

的姊妹們，你都必須在活力排裏報名，沒有個人

報名，每個人都要加到排裏面來報名。為甚麼

呢？這是盼望姊妹們能彀在要來的一個月，每一

週一次你們這個活力組都能彀找時間，用二十分

鐘來複習、交通，並且禱告，叫我們能更多的消

化我們所聽見的話。藉着在身體中彼此的燈光對

照，叫我們得激勵，更多照着所領受的啟示與負

擔來操練，我們就能在地上成為主的見證。

　為此，今天最後我們會留十五分鐘，給各大區

還有交通，在各大區的交通中要把今天臨時報名

的人分到組裏面。每個組不能少於三人，最多也

不要超過六人，四至五人是最好，一組太多人實

行起來會有困難；人數太少也不好，比如說只有

兩個人。今天他不行，我就不行了，所以至少三

人為一組。而且我鼓勵大家，你們要從自己區裏

的姊妹們開始成為同伴。親愛的姊妹們，我們在

區裏一同過召會生活，在排裏一同過召會生活，

我們理當成為活力的同伴。我們不該每次到了主

日的早上纔說今天誰來服事傳遞餅杯，大家臨時

分配一下，如果我們是過這樣的召會生活，我們

的召會生活就沒有活力，沒有真正的建造。盼望

姊妹們，這一次求主使我們一面在訓練裏面接受

供應；另外一面，我們更願在活力排裏接受操練，

好讓我們所得着的能彀成為我們的構成和活出。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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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晨興聖言「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一）」第 7 週。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3 頁。

       3. 3/5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五課下半。

　   4. 書報追求「神人調和與復活的原則」第 15~16 篇，「利未記生命讀經」第 61~63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3:13~15
 弗 3:13      所以我求你們，不要因我為你們所受的患難喪膽，這原是你們的榮耀。  

弗 3:14      因這緣故，我向父屈膝， 

弗 3:15      在諸天裏以及在地上的各家族，都是從祂得名， 

Eph 3:13    Therefore I ask you not to faint at my afflictions for your sake, since they are your glory. 
Eph 3:14    For this cause I bow my knees unto the Father, 
Eph 3:15    Of whom every family in the heavens and on earth is na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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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5( 主日 ) 口詩 59:1-61:8 口加 1:1-5  口加 1:4
03/06( 週一 ) 口詩 62:1-64:10 口加 1:6-14  口加 1:12
03/07( 週二 ) 口詩 65:1-67:7 口加 1:15-24  口加 1:16
03/08( 週三 ) 口詩 68:1-35 口加 2:1-13  口加 2:8
03/09( 週四 ) 口詩 69:1-70:5 口加 2:14-21  口加 2:20
03/10( 週五 ) 口詩 71:1-72:20 口加 3:1-4  口加 3:2
03/11( 週六 ) 口詩 73:1-74:23 口加 3:5-14  口加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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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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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6( 週一 )
03/07( 週二 )
03/08( 週三 )
03/09( 週四 )
03/10( 週五 )
03/11( 週六 )

　　－大專－

期初特會─成為主手中有用的人

　今年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在中

部相調中心為新北、雲嘉南之大

專聖徒本學期的期初特會，共有

三百二十三位的大專生參加；而台

南市召會不含服事者和社區聖徒，

則有一百四十四位大專生與會。

　此次特會的主題是『作主合用的

器皿』。弟兄姊妹都願意奉獻自己

成為神手中有用的人，受主管制，

接受破碎，讓主有更深的製作，為

着祂身體的建造，並為祂在地上的

權益。 　蒙恩見證請上網連結：http://bit.ly/2msbf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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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周永分弟兄夫婦－新的一年真理課程成全，使聖徒在真理和生命上立下

　　美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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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時間與同伴複習信息，在生活中實際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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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福音節期，社區聖徒同配搭，得着平安之子，豫備材料，建造神家。 

  青少年：興起福音火熱的靈，為同學禱告，邀約同學參加校園排。

  兒童：兒童主日福音及社區兒童排，邀約福音兒童及福音家長參加，並持續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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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召會姊妹成全　時間：3/19（主日）15:30~17:30，地點：裕忠路會所。由裕忠照顧區                                     

　　　　　　　　　　     配搭服事（三大區：場地佈置，四大區：招待，七、九大區：整潔）。

　 初信成全班
　時間：4/16~6/4（主日）9:30。地點：青年路會所、裕忠路會所，請於3/26（主日）前向各區服事者報名，

    再由各大區彙整將報名表及費用交至執事室。報名費用：每人 25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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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區　四大區集中禱告暨福音傳講成全　時間：3/7（二）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九大區集中禱告暨福音傳講成全　時間：3/7，3/14（二）20:00，地點：歸仁區會所。

　　　  　 十四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3/7（二）20:00，地點：新營區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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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福音收割聚會  時間：3/11（六）19:00~20:30，地點：大學路會所。

　青少年
　升大學書審資料及口試預備交通　時間：3/11（六）19:00~21: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週末入住  時間：3/11~12（六 ~ 主日），報到：3/11（六）16:00，地點：裕忠路會所 B201 室。

　 　                隔天用完早餐，退房後各自回小區主日。請攜帶紙本聖經和詩歌、課內書、盥洗用具、

                        睡袋。

     核心成全 時間：3/11（六）19:30~21:30，地點：裕忠路會所 A102 室。呼召有心受成全者參加。

  台灣南區兒童家長暨服事者事奉相調成全聚會    
日期：3/11（六）9:00（8:20 報到）~ 午餐後。地點：裕忠路會所。

　台語福音收割聚會　時間：3/25（六）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備有愛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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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同過福音生活』DVD
　 收錄已過兒童家庭相調成全信息，共四篇信息，加四篇兒童教材分齡示範。每份 100 元（含

　 DVD 及綱要），請向盧品臻姊妹登記購買（0982-326252）。

項目 兒童服事 場地佈置 招待 交管 整潔／飯食
大區 二、五、十 三、六、十五 八、九 四、七 一、十六
人數 15 15 10 5 10

事務服事表　總管：高新綸弟兄（0956-507-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