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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信息要點

第七篇　我們屬靈經歷的最高點—有清明的天，其上有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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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的經歷從天開了，看見神的異象開始，進

而羨慕風雲火產生金銀合金而成四活物，並藉着

鷹翅人手和牛腿，配搭一起有分神高而可畏的經

綸大輪，真是何等的榮耀。但基督徒要像保羅，

不當以為自己已經取得了，乃要向着得勝者的標

竿竭力追求。感謝主，第七篇進一步向我們揭示

屬靈經歷的最高點，願我們一起努力達到。 

　
真理要點

　在以西結一章二十二節看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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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物以上的天空，好像一大片可畏的

水晶，指明在他們以上有清明、開啓和延展的天：

就垂直一面說，他們與主有徹底的交通，就水平

一面說，在他們之間也有清明的交通；他們交通

的範圍是廣闊且穩定的，到這時我們與神之間就

不再有阻隔，我們與別人之間也不再有阻隔。我

們作爲基督徒有那一種的天，乃在於我們的良心；

我們要有清明的天，就必須對付我們良心裏的任

何虧欠和定罪。 

　而穹蒼以下，活物的一對翅膀直張，彼此相對；

每個活物另有一對翅膀在兩邊遮體。四活物的一

對翅膀直張，爲着配搭；這指明我們若在清明、

開啓、穩定和延展的天之下，就能有完全正直，

沒有彎曲的配搭。四活物用另外兩個翅膀遮蓋自

己；這指明在配搭中，我們不該顯揚自己，乃該

隱藏在主的恩典下。 

　而活物頭以上的穹蒼之上，有寶座的樣式，這

是我們屬靈經歷的最高點，就是有清明的天，其

上有寶座。這寶座是宇宙的中心，就是神所在之

處：主的同在總是隨着寶座的，祂的同在絕不能

與祂的寶座分開。主的寶座不僅在第三層天，也

在我們的靈裏；因此，主的寶座一直與我們在一

起。 

　我們若有清明的天，就必定有寶座，我們也就

自然而然的在寶座的管治和掌權之下。神在我們

裏面有寶座，意思就是神在我們裏面有地位掌

權。在清明的天以上有寶座，就是讓神在我們基

督徒生活中有最高、最顯着的地位。我們的天越

清明，我們就越在寶座之下；我們越與主有清明

的交通，我們就越在祂的權柄之下。我們若有清

明的天以上的寶座，就是蒙了大祝福，我們該爲

這祝福敬拜神。 

　寶座不僅爲着神在我們身上掌權，更爲着神達

成祂永遠的定旨：神是一位有定旨的神，有照着

祂喜悅的旨意。在我們的屬靈生活中若是有寶

座，神就不僅能在我們身上掌權，祂也能在我們

裏面、同着我們並藉着我們，完成祂的定旨。 而

在以西結一章二十六節之『寶座的樣式』，乃是

『像藍寶石的樣子』：藍是指天的顏色，指明神

同在的光景和情形。我們只該在意主的同在，不

在意任何別的事；換句話說，我們只在意清明的

天同其上的寶座。 

 負擔應用

　一、要殷勤禱告並對付良心，以持守與主並與

聖徒沒有阻隔的交通，而能維持屬靈經歷的最高

點，一直與主有清明的天。 

　二、為達成神的定旨而主動、樂意順服神的權

柄，今天有清楚的路和方向，就是人人都要實行

生、養、教、建，以快快得着基督身體、新婦和

國度，這也是我們蒙大祝福的生活。（王健行弟

兄）

QR Code 週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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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託付

　在主面前交賬

　信徒在世活着，應該結果子，救靈魂。這樣，

當我們見主的時候，或者等主來的時候，我們在

他面前纔能交賬，並且覺得榮耀。反之，如果我

們一生沒有帶一個人得救，到那日就會羞慚滿

面，不是滋味。

　主耶穌在馬太二十五章十四至三十節，說到三

等的奴僕：一等領了五他連得銀子，一等領了二

他連得銀子，還有一等領了一他連得銀子。領五

他連得銀子的奴僕去作生意，另賺了五他連得；

領二他連得銀子的也是一樣，一本一利。只有

第三等領一他連得銀子的，覺得自己福音也不會

傳，道也不會講，甚麼工也不會作，是無用的人；

為了不辜負主的恩典，也不把主的恩典丟掉，就

把一他連得銀子包起來藏着。等到主來算賬時，

他還自以為有功，因為一分銀子也沒有失掉，並

且完全保存得好好的。然而，主不但沒有稱許他，

反而責備他是『又惡又懶的奴僕』！主是何等厲

害。

　主愛我們，但有時祂也責備我們。如果我們不

忠心，等祂回來時，祂不會放過我們，祂要責備

我們『又惡又懶』。那第三等的奴僕，有銀子不

去作工，不從事生產，連放利息也不作，還責怪

主沒有撒種、沒有簸散，（太二五 24，）所以是

邪惡的。將銀子拿去從事生產，勞心又勞力，是

辛苦的事；拿去放利息，需要計算，也是不容易

的麻煩事；但把它包起來就很容易；所以是懶惰

的。因此，主稱他『又惡又懶的奴僕』。

 
要作火熱愛主的童女，也要作主忠心的僕人

　我們不僅信了主，並且愛祂。詩歌一百六十九

首第二節說，『我心愛你，不知如何約束我的奇

樂。』第四節說，『燒，燒，哦愛，在我心懷，

日夜厲害的燒，直至所有其他的愛燒到無處可

找。』…我初作主工時，就火熱愛主、傳福音；

經過五十多年，現在倍覺甘美，喜樂滿溢，就是

喫飯、睡覺都感甜蜜。這是基督徒與人不同的地

方…。

　主耶穌在馬太二十五章，將祂的信徒比喻為童

女和奴僕，指明主要我們作愛祂的童女，也要我

們作像祂一樣忠信的奴僕。祂天天都在撒種，只

有那些又惡又懶的奴僕沒有看見，說祂沒有撒種

的地方也要人去收割。…我們再也不要說主沒有

撒種。現在是莊稼多，工人少，需要你我起來，

作祂忠信的僕人去收割莊稼。撒種的工主自己

作，但收割的工祂交給我們作。今天我們出去傳

福音，不是去撒種，乃是去收割、收聚。

來與去

　一九四八年，我在上海釋放一篇信息－『來

與去』，當時我的負擔很重。主在馬太十一章

二十八節說，『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裏

來，我必使你們得安息。』接着祂就說，『你們

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太二八 19。）這

就是信徒該有的生活，來與去。來時是痛苦的，

去時是喜樂的；來時帶着罪，去時帶着恩典；來

時帶着死亡，去時帶着生命；來時兩手空空，去

時豐滿帶着神。不僅如此，來，得救；去，救人。

來，蒙恩典；去，傳恩典給人。來，傾倒痛苦憂

愁；去，滿帶歡樂平安。這就是信徒正常的生活，

來與去。

　聖經裏講『去』比講『來』更多。可惜信徒多

半注意『來』：『來』到神的寶座前、『來』聚

會、『來』禱告、『來』讀經、『來』得救、『來』

受浸…；卻忽略了『去』：你們要『去』、『去』

傳福音、往普天下『去』、我差遣你們『去』…。

以賽亞六章，主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

我們去呢？』（8。）這指明人都不肯去。人願

意來、能來的已經很少了，所以去更是沒有人，

可用的更少了。因此我們都要受題醒，不要作『半

信徒』，要作『完整的信徒』；不要作一個『來

而不去』的信徒，要作一個『來去』的信徒。

　同時，我們也必須放膽，因為我們不是領人走

下坡，乃是帶人往上行，領人敬畏神、敬拜神、

信主歸正。這的確是一條正路。再者，我們的主

是活的，祂是靈，與我們同在，與我們同工，跟

着我們的腳蹤祝福、作工。所以，一切全在乎我

們有所舉動；而這舉動就是聖經所說的『去』，

你們要去！（速興起傳福音 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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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數記生命讀經導讀(一 ) 介言與軍隊的數點
本週進度：利未記生命讀經第六四篇；民數記生命讀經第一至二篇，民數記第一章。

經文事實
　本週開始我們來到民數記生命讀經。首先我們需要認識民數記的中心思想是甚麼？民數記的中心

思想乃是基督是神子民的生活意義、見證、中心，以及他們行程和爭戰的領導、道路與目標。其次，

我們也需要知道民數記的分段。民數記總共有三十六章，分為三個段落。第一個段落，成軍。第二

個段落，行程。第三個段落，爭戰。在民數記我們看見三件事：軍隊的編組、軍隊的行程、與軍隊

的爭戰。軍隊的編組是為着爭戰，而爭戰需要軍隊一直前行，不可停留在一個地點。以色列人總是

從一地往前到另一地，取得立場，使神得着一班人，建造為祂的國和祂的家。為這緣故，在民數記

有軍隊、行程與爭戰。

　在民數記一章中，我們可以看見神的子民是如何被編組成為軍隊。在民數記一章二節中，指出『你

們要按以色列人全會眾的家族、宗族，照人名的數目，逐一計算所有男丁的總數。』這指明以色列

人組成爭戰的軍隊，是按他們的家族（宗族）和首領被數點，（1 ～ 16，）就是按生命的源頭和生

命的交通，在生命的領導（權柄）之下被數點；並且照他們的年齡，（20 ～ 46，）就是照生命上的

成熟被數點。以色列人要被數點，就需要在他們宗族生命的交通裏，也必須在生命裏長大達到成熟。

　其次，在十七節中，說到『摩西和亞倫帶着這些按名指定的人…』這表徵以色列人被數點，受三

面權柄的認定：第一，受摩西的認定，表徵基督是頭，運用祂的權柄；第二，受亞倫的認定，表徵

基督是大祭司，執行祂的祭司職任；第三，受十二支派首領的認定，表徵召會的長老在神子民中間

施行領導。倘若我們說召會中沒有領導，我們就廢棄、擱置了長老；長老在召會生活中是實際且真

正的領導。召會若沒有領導，就是沒有行政，這會使召會成為無政府狀態。

　最後，在四十九節中，也提到『惟獨利未支派你不可數點，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計算他們的總數。』

利未人沒有被數點在軍隊中。（民一 47 ～ 54，二 33。）他們被指派服事見證的帳幕，並在帳幕四

圍安營，使帳幕不被以色列人摸着。在本章中，我們看見被編組的以色列人是召會的豫表。一面，

啟示召會是團體的戰士，為着神的見證爭戰。（弗六 10 ～ 20。）另一面，召會也是由利未人這些事

奉神的人所組成。為着爭戰，我們是團體的戰士；為着事奉，我們是利未人，甚至是祭司。 ( 摘自

民數記生命讀經，第一至二篇。)

　得救前我是一位藥廠的銷售員，每天生活的目

標就是成為一位頂尖的銷售員，月月領高薪，年

度考績特優，擠進全球十大藥廠，達成人生重大

目標，並且名利雙收。得救前的我，從未想過我

會需要主，因為我覺得我過的很好。

　然而，在主的帶領下，我認識了一位七大區的

姊妹。她帶我去教會，聚會完，區裏的弟兄問我

要不要去南投參加三天二夜的路加集調，單純的

我，毫不猶豫就答應了。在第二天晚上分組時，

大家發現我是福音朋友，就問我要不要受浸，當

時我猶豫了一下，我想我的生活過的很好應該不

需要。當時服事的弟兄就要我試着呼求主名，並

陪我一同禱告問問主。當我呼求主名幾次的時

候，主就給了我答案，讓我當下轉了想法，心想

既然沒有過的不好，那麼信主應該也不會變差；

更何況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我也沒有

把握，我週遭的一切都很穩妥。於是我就簡單也

單純的信了主，受浸成為基督徒。

　信主十一年，我漸漸明白了所羅門王在傳道書

一章二節上所說的，『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

凡事都是虛空。』主帶我經歷外在的快樂是一時

的，它終會過去，那些都不是我真正的滿足。但

是神所給我的喜樂卻是永遠的。詩篇十六篇十一

節上說，『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

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感

謝主，祂給我的喜樂是滿足的，福樂是永遠的。

　我很寶貝可愛的召會生活，享受和弟兄姊妹一

起唱詩歌、禱告、讀經，何等的滿足與喜樂。感

謝主，量給我一個基督徒家庭，有愛主的家人，

我們一起禱告、唱詩歌。感謝主也賜給我一個可

愛的女兒，雖然只有一歲多，但是她也知道要禱

告，阿們完纔能吃飯。因為家裏的奶奶常常說，

我們的家這一生都要敬畏、讚美、事奉神。現在

的我很喜樂很滿足，感謝主揀選我成為神的兒

女。（701 區　林妙如姊妹）

得着生命道路指引，享受滿足喜樂生活

　　      －得救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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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事奉主者應有的心志，與愛神並事奉神（續）　

　所以我們看見，事奉主第一件該對付的事，就

是我們的心志。神叫亞伯拉罕獻以撒，（其實神

沒有那麼殘忍，大家都覺得神很殘忍，怎麼叫他

犠牲掉自己的兒子。）神在那裏最後說，我是在

那裏試驗你，要看你是否敬畏我。所以當祂看見

亞伯拉罕憑着信，把他心愛的以撒獻上的時候，

這時候祂就出來攔阻。祂說，『現在我知道你是

敬畏我的，因為你沒有留下你的兒子以撒。』（創

二二 12）在這裏我們看見一件事，亞伯拉罕憑着

信，把他的兒子獻上，為甚麼？因為他是一個愛

神的人，為了神他沒有任何的保留。

　親愛的姊妹們，你們最愛的是甚麼？姊妹最愛

的就是孩子，你甚麼都可以犠牲，但絕對不可以

犠牲你的孩子。然而，有一天你所愛的東西，都

要受到神的試驗。神要看你是愛祂多，還是愛兒

女多，如果我們愛神多，我們就能來事奉神，而

且我們的兒女還要得着神的祝福。但是如果我們

揀選的是我們的兒女，我們愛我們兒女多，我們

就沒有辦法事奉神。你還是可以照着你的計劃和

盼望來培育你的兒女，但是你在神面前的事奉就

完全了了。太多的姊妹，單身的時候何等的愛主，

怎麼拚都可以。但是一有孩子的時候，甚麼考慮

都是兒女優先，甚至包括兒女的睡眠。為甚麼主

日聚會遲到，因為我兒子要睡到自然醒，這樣纔

會長得好，這樣腦部發育纔會好。所以都是等到

人家聚會要結束了纔到。

　我記得小的時候，我們早上六點半要到會所去

晨興，那時候家裏也沒有交通工具，就只好坐公

車，我們每主日就坐第一班六點的公車去會所。

所以一大早五點多，媽媽就把我們叫起來了，一

手拉一個，我們就搭六點的公車去會所晨興。晨

興完，我們就吃看會所老弟兄作的早餐，他作的

饅頭真好吃。吃完早餐，我們每人分一塊會所的

美地整潔，我還記得會所正門上面的氣窗都是我

擦的。然後就參加兒童聚會，主日聚會。親愛的

姊妹們，感謝主，我們也沒變笨！身體也沒有變

不好，神還是祝福我們。這完全在於我們的揀選，

但我不是說我們可以隨便對待我們的兒女。

　我們都會遇到一個情況，就是我們需要在事奉

神，跟隨神的路上有一個揀選。亞伯拉罕有一個

正確的揀選，他揀選留在神所命定的迦南地。迦

南地是個高原，平原生活很容易，高原生活就不

是那麼容易，平原是很富庶，滿了屬地的出產。

但主就在馬太福音七章告訴我們，你們要進窄

門，走狹路，為甚麼？因為那引到毀壞的，那門

是寬的，那路是闊的，是容易的，是享受的，我

們過召會生活，不能只是專挑享受的來作。大家

都喜歡參加相調，出去走走，又有一點點屬靈的

供應。但是馬路福音有誰來傳？那是高坡！那要

爬上去！那個是需要出代價的！然而，神的祝福

在那裏？我要告訴親愛的姊妹們，神的祝福就在

迦南地。是在那個高原，是在那個你需要出代價

的地方。感謝主！你看何等的不同。亞伯拉罕留

在那裏，他就有神的祝福；羅德離開了迦南地，

他揀選他自己要揀選的路，結果就陷到罪惡的

城，他成為了一個失敗的義人。所以，親愛的姊

妹們，我們的揀選是何等的重要。

　還有，就像迦勒和約書亞，許多時候我們來揀

選主的路，我們要來事奉神，會不會有障礙？會

不會有敵人？你不愛主，我告訴你，仇敵也懶得

理你。在弟兄成全時，我跟弟兄們講，四月份要

福音節期，但當我們不動的時候，仇敵也不動；

當我們要動了，你看看仇敵要不要動？仇敵一定

動。但親愛的姊妹們，這時候我們該怎麼辦？有

時我正要上講台服事話語時，家裏出了狀況，那

時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怎麼站在台上的。還有一

次，我與弟兄們正開車去看望，家裏又出了狀況，

姊妹希望我趕快回來處理，因為我明天一早又要

出國去服事，弟兄們也勸我趕快回去。每當我們

要往前的時候，我們會發現，仇敵都在那裏。但

是，你要看的是甚麼呢？我們要像迦勒和約書

亞，相信主的應許。和弟兄們禱告後，我們繼續

去看望。那一天，我們恢復了一個很重要的家，

後來又恢復了那地的聚會。回到家，纔發現事情

沒那麼嚴重。感謝主！隔一天我又出國服事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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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尋找平安之子，有同伴、過福音生活

　去年下半年弟兄們交通到我們迫切需要恢復福

家的架構，建立生養的習慣。三大區的聖徒們和

學生們開始每週六的下午四點在大學路會所集

合，一同出訪傳福音。我向主奉獻，簡單跟隨召

會的水流。這段時間以來，我能見證每一次的出

訪都經歷在身體裏的配搭，使我能堅定持續！也

使我不覺得重擔，而是滿了喜樂！其中有四個我

特別喜樂的點：

　第一，出訪前炭火堆加的團體禱告：我實在享

受每一次的禱告，使我們彼此焚燒。有一次出訪

前，我帶着自己的一些罣慮，可是越禱告越把自

己擺進去，我就被弟兄姊妹的禱告摸着了，也被

他們的禱告加強了，越摸着主的愛，越奉獻自己

渴慕成為主活水流通的管道。

　第二，與主一同尋找平安之子：雖然大部分時

候還是經歷在出訪中被拒絕。可是我向主禱告，

若是被拒絕 100 次，卻能尋得一個平安之子，就

值得了。有一次，主就讓我們遇到一個成大碩班

的學生，他的大學老師就是我們的弟兄，還囑咐

他來台南要來找召會。然後他就遇到我們了。所

以，能接受單張的我們就發，能聽我們傳講的我

們就傳，願意和我們去會所的我們就帶他去。我

們只要與主一同去尋找平安之子！

　第三，能和孩子一同過福音的生活：帶着孩子

出去雖然行動上是受限制的，但是他們也成為

我們在福音上很好的配搭，很享受這樣福音的

生活。盼望我們的下一代都能成為李弟兄所說的

五十萬少年英雄，往全地叩門的時候，主耶穌就

回來了。

　第四，出訪最喜樂的就是在身體裏我們有同

伴！出訪前邀約我們的同伴，時間釋放的都能一

同出去！叫我們每一次的出訪都是相調建造的機

會！（303 區　於簡瑋妤姊妹）

稍微有一點能力，炭火堆加彼此焚燒

　因着我的孩子還小，當弟兄們交通到要分別週

六下午的時間週週出訪的負擔，我實在覺得有心

無力，也是為了孩子考慮許多。還好藉着同伴的

邀約被托住，使我跟上身體的行動。雖然沒有週

週，但時間釋放時就一起出去。因着我們的孩子

都還小，我們就一起作同伴，一起推着嬰兒車接

觸人。以前單身時能快速追人發單張；如今推着

嬰兒車不能很快，行動緩慢，傳講時也會受在旁

孩子的打岔。因此我們接觸到和已往所接觸不一

樣的人。記得有一次我們在成大榕園草地上發單

張，遇到一羣青少年，當我們拿出人生的奧祕傳

講版準備要向他們傳講，起初他們面露不願的表

情，後來看到我們兩位可愛的孩子，就向我們敞

開了。不但聽我們講完，還和我們一同呼求主名

和禱告。

　我鼓勵和我一樣有孩子的姊妹們。我們都是

『稍微有一點能力！』一個人的炭火容易熄滅。

我們需要邀約同伴，炭火彼此堆加、彼此焚燒。

剛開始要走出去的確不容易，但是一旦走出去就

發現有很多人都需要主耶穌，需要你我走出去拯

救他們。 （301 區　許史披樂姊妹）

有同伴、有禱告、週週出訪帶人得救不難

　週週出訪最寶貴的是有同伴，沒有同伴，我就

沒有膽量，也無法堅定持續接觸人。有同伴就有

膽量接觸人，也能堅定持續出去。有同伴真好！

　其次，有禱告。我們開展隊一直研討，調整，

要找出接觸人得人留人的路，但這不是外面方法

的學習，而是裏面迫切的負擔。有一位常帶人得

救的弟兄見證他出訪前禁食禱告。這句話我聽進

去了，我也禁食禱告，果真能帶人得救。並不是

每一次禁食禱告都有果效，但我不會因此灰心失

望，我信主這次沒有豫備，下次一定會豫備。還

有出訪前我總是向主禱告，『主，我不要只是例

行公事的出訪，我出去就是要帶人得救。』

　第三，有身體配搭後續的牧養。得救的新人交

接給區裏的聖徒接續牧養。一個公會的家因此就

轉到我們中間，還有新人穩定的被餧養，參加主

日聚會。只要有同伴，有禱告，就能堅定持續，

週週出訪，帶人得救。儘管撒種，時候到了必歡

呼收割。（404 區　許惠鳳姊妹）

在身體裏同爭戰，齊心配搭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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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晨興聖言「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一）」第 8 週。「職事文摘」第一卷第六期，坐在寶座上

　　　 的是人；神成為人人成為神。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3/11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六課上半。

　   4. 書報追求「神人調和與復活的原則」第 17~18 篇，「生命讀經」利未記第 64 篇，民數記第

           1~3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3:16~18
 弗 3:16     願祂照着祂榮耀的豐富，藉着祂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弗 3:17     使基督藉着信，安家在你們心裏，叫你們在愛裏生根立基，  
弗 3:18     使你們滿有力量，能和眾聖徒一同領畧何為那闊、長、高、深， 
Eph 3:16   That He would grant you, according to the riches of His glory, to be strengthened with 

power through His Spirit into the inner man, 
Eph 3:17    That Christ may make His home in your hearts through faith, that you, being rooted and 

grounded in love, 
Eph 3:18    May be full of strength to apprehend with all the saints what the breadth and length and 

height and depth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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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2( 主日 ) 口詩 75:1-77:20 口加 3:15-22  口加 3:16
03/13( 週一 ) 口詩 78:1-72 口加 3:23-29  口加 3:24
03/14( 週二 ) 口詩 79:1-81:16 口加 4:1-7  口加 4:6
03/15( 週三 ) 口詩 82:1-84:12 口加 4:8-20  口加 4:19
03/16( 週四 ) 口詩 85:1-87:7 口加 4:21-31  口加 4:28
03/17( 週五 ) 口詩 88:1-89:52 口加 5:1-12  口加 5:6
03/18( 週六 ) 口詩 90:1-91:16 口加 5:13-21  口加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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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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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3( 週一 )
03/14( 週二 )
03/15( 週三 )
03/16( 週四 )
03/17( 週五 )
03/18( 週六 )

  －報告事項－

　區負責訓練 　時間：3/12（主日）19:00~21:00，地點：裕忠路會所。由青年照顧區配搭服事，

　　　　　　　　（一大區：整潔，五大區：場地佈置，八大區：交管，十五大區：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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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3/14（二）20:00，地點：新興路會所。

　長青聖徒
　長青服事者交通 時間：3/21（二）9:30，地點：裕忠路會所長老室。

　長青聖徒相調　 時間：3/22（三）9: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將有高雄市召會長青聖徒

　　　　　　　　　            來訪相調，會後備有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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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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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3.1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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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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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福音節期：4/10~4/30聖徒人人分別時間走出去，大量接觸平安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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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聖徒在禱告並行動上一同配搭，得着更多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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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主當前在德國的行動－ 2017 年現今的需要及展望

　在已過的一年，主已經成就了許多事。弟兄們同心感覺，如今我們正處在主在德國的行動重要的

階段。因此，在主的心腸裏，弟兄們在祂的身體裏有下列四方面的考量：

　一、移民開展－需要有受過訓練、老練的家或聖徒移民，使德國這四個主要城市的召會（柏林、

杜賽爾多夫、法蘭克福，以及斯圖加特）能得着實際的加強和建造。『有些人可以移民到歐洲以活

主…』（世界局勢與主行動的方向，英文第四十六頁）這裏需要有更多的家能打開以接觸新的學生

及難民，把他們帶到實際的召會生活中。

　二、開展校園，為了得着當地德國的青年人－我們需要一些受過全時間訓練、老練，並且已在

校園多結果子的全時間者。這一類的聖徒若能講一些德語會很有幫助。這項服事會從二月開始，持

續至七月。為此我們也需要在校園附近找到合適的公寓住宅。

　三、最急切的需要，乃是成全－成全一些關鍵的新人，使他們能作我們所作的事。這些關鍵的

新人必須能牧養其他人。此外，能在生命、真理、以及神命定之路的實行上成全當地的聖徒也是相

當重要的。這個成全的工作，是一個特別的工作，不是藉着大聚會，乃是藉着個人，藉着一對一的

接觸和成全。

　四、發送聖經－今年是路德馬丁改教滿五百週年。我們有一個很強的負擔要完成我們弟兄（路德）

所開始的工作。路德馬丁將聖經從希臘文翻成德文，因此神的話得以第一次向眾人公開，我們要藉

着發送『解開的聖經』以完成我們弟兄的工作。在二○一七年，我們能彀在整個歐洲發送數十萬本

目前歐洲語言的新約恢復本聖經，包含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俄文。我們也有

負擔要把這份職事的話語送到每位尋求的歐洲人手中。求主藉着身體的禱告和交通，加強祂在德國

的行動。（摘自台中市召會週訊第 1728 期）

  －報告事項－

　結婚聚會　（101 區）毛治平弟兄與（台北市召會第十四會所）蔡欣如姊妹
              時間：3/26（主日）15: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全召會以弗所書第三章背經會考
　會考時間：3/26（主日），地點：各小區。範圍：以弗所書主題及第三章經文。請各小區於  

    3/20（一）前與執事室確認考試人數，兒童背經進度和會考時間，與全召會同步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