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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們已經看過了主恢復之主要內容的五項，

現在我們來到最後一項，也是最源頭的一項，

前面幾篇所題到的點都是基於神話語神聖的啟

示。

真理要點
　關於主的恢復，這是在神心頭的深處，並啟

示於祂的話裏，所以要進到主的恢復之主要內

容，絕不能離開神的話，以及話語中所帶來的

神聖啟示。關於神的話之所以帶來神聖的啟示，

最主要是因為神話語的本質，所以我們需要認

識神話語的本質－神聖的氣。『聖經都是神的

呼出』（提後三 16 上），神的話就是神的呼出。

就神而言是呼出，就我們而言是吸入；一出一

入，進到我們裏面，就成了我們的生命和生命

的供應。所以我們來讀聖經的時候，一定要認

識，聖經不僅是白紙黑字，它乃是神的呼出，

裏面滿了靈氣。所以我們不能光用頭腦來領會，

還要用靈來接觸，每逢讀聖經的時候，就是來

接觸神。神的作法真奇妙，祂給我們聖經，也

給我們聖靈，聖經裏頭含着聖靈，聖靈裏頭帶

着聖經，一裏一外，裏裏外外，二者是合着的。

神的話是屬靈的奶水、生命的食糧、是靈、是

生命。神的話是基督，神的話就是神自己的化

身。

　在神話語神聖的啟示中，真理有三條線－中

心線、補充之點的線，和『枝葉』。中心線包

括神的話，三一神，神的經綸，包羅萬有的基

督，賜生命的靈，基督的身體，和新耶路撒冷。

補充之點的線包括關於基督的豫言；舊約的豫

表；召會，基督身體的補充（林前一 2）；國度，

包括審判臺和婚筵。『枝葉』是聖經中其他的

項目，都有助於中心線和補充之點的線：這些

點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項目：神命定的路、

主的桌子、地方召會的行政、蒙頭、洗腳、被

提、守日。我們必須學習如何應用枝葉，來幫

助我們在神的話的中心線上往前，但我們絕不

該讓這些成為我們的中心線。

　被人忽略誤解的五個最大的真理：看完這三

條線，我們需要對神話語的啟示五項重要的真

理，有正確的領會：關於這五個點已包含在已

過四篇的信息裏，現在簡要的說明：神的經綸

就是神的家政、神的安排、神的計畫。神的分

賜，是從神的經綸裏所產生出來的，是神經綸

的目標。而神要將祂自己分賜出來必須根據神

聖的三一，聖經頭一次清楚說到神聖的三一，

是在馬太二十八章十九節。神聖三一的第二者，

神人耶穌由聖靈成孕，而有神的成分，祂也由

童女所生，而有人的成分；生為神而人者－神

人，祂是完整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在主耶穌

身上和基督的信徒身上，神的成分與人的成分

調和為一，而不產生第三成分。

負擔應用
　一、在我們對於聖經一切的運用上，必須突

出中心線。我們應該特別謹慎，不要混淆頭兩

條線，就是中心線和補充之點的線。甚至我們

接納所有的信徒，是照着中心線的標準。

　二、我們必須學習如何應用關於枝葉的部分，

來幫助我們在聖經的中心線上往前，但我們絕

不該讓這些成為我們的中心線。（陳洵弟兄）

＊5/3（日）9:30， 各大區集中主日，將進入春季國際長老暨負責弟兄訓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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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們屬靈的經歷。這種接觸會使召會翻轉過

來。我們會使召會轉變成新的召會。

週週出外訪人
　如果有些聖徒不來召會的聚會，我們可以開

始每週、或每月一次，照着他們情形所許可的，

經常的去探訪他們。我們可以給他們一些我們

所印的單張。我們可以讀一句或一段話給他們

聽。或許這會激勵他們，使他們渴望來聚會。

我們必須建立起接觸人的習慣。我們在接觸人

的事上不該受限制。如果我們有負擔去探訪那

些不信主的親戚朋友，我們就該去作。我們需

要實行這個功課－接觸人。

打電話接觸人
　我建議從明天早晨起，你就開始用電話接觸

人。在你開車離家之前，你至少可以打電話給

一個人。這會開始建立你接觸人、認識人、並

對人有興趣的習慣

會前會後接觸人
　我們也必須在召會聚會，特別是在主日早晨

的聚會前後接觸人。這是我們接觸人最好的時

間。在週六，我們可以打電話給一個弟兄，對

他說，『弟兄，我常常見到你，但我沒有時間

與你談話。好不好我們明天聚會早到半小時，

有大約二十分鐘的交通？』這樣接觸聖徒，益

處很大。

　主日上午聚會後，也是接觸人很好的時間。

我注意到許多弟兄姊妹在散會後只接觸他們所

認識的人，他們不去接觸聚會中的新人。因此，

新人好像被棄的孤兒一樣。在聚會前後，我們

應當在會所造出一種親切的、愛的氣氛。當新

人進來的時候，他們就能感覺得到我們中間溫

暖的關切和親密。新人可能還沒有聽見福音，

他甚至可能還不相信；但他對會所裏我們聖徒

中間愛的氣氛、親切的氣氛，會有深刻的印象。

（活力排的訓練與實行，第六篇）

跟隨主耶穌的榜樣
　新約告訴我們，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福音的祭

司，要親自前去拯救罪人；我們必須為此奮鬬。

神所命定傳福音的路不是請人來聽，乃是去拯

救人。在福音書裏，主耶穌自己就是這樣的榜

樣。祂要傳福音給我們罪人，不是坐在天上召

我們去，乃是從天上來到我們這裏。祂來是要

尋找拯救失喪的人；先尋找，後拯救。祂也差

遣十二個門徒出去，走遍各鄉，傳揚福音，到

處治病。以後，祂又選立七十個人，差遣他們

兩個兩個的，在祂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

地去尋找平安之子，以收割主的莊稼。

　有一天，神特地去到耶利哥城，尋找一個神

所揀選而墮落的罪人撒該，把救恩帶到了他的

全家。祂也去到撒瑪利亞，坐在雅各井旁，等

候一個不道德的女人，賜給她活水，解除她深

處的乾渴。祂是這樣到處尋找拯救罪人。所以，

在祂死而復活、升上高天之前，祂吩咐我們要

去，使萬民作祂的門徒；且要在得着聖靈的澆

灌，穿上從天上來的能力之後，到處作祂的見

證人，從耶路撒冷開始，再往四周的猶太全地，

經過撒瑪利亞，向外開展，直到地極。（主今

日恢復中的召會生活 第二篇）

　從現在起，我們都必須…操練接觸人。這不

是容易的事，因為我們沒有這個習慣和實行。

我們必須在我們天然的所是上有改變。我們必

須禱告說，『主阿，在接觸人的事上使我有改

變。我不喜歡接觸人。我不喜歡受人邀請去接

觸他們，我也不喜歡邀請人來接觸我。我沒有

這種個性。…主阿，你必須變化我。』

邀請人到家中
　我們該試着邀請人到我們家中，或接受別人

的邀請到他們家去。如果我們有愛心並親密的

這樣實行，主的祝福會隨着我們。一位弟兄如

果每週都有好幾個人邀請他，雖然他不能去，

但這些邀請會鼓勵他，使他歡躍。

　我們邀請人到我們家的時候，不必豫備豐盛

的筵席，只要豫備簡單的飯食就可以。我們在

一起不是為着喫，乃是為着相調。當我們來在

一起，我們談到主耶穌，談到祂的聖言，並談

與活力伴一同建立接觸人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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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個有『福』架構的召會生活

　    　　  －青職福音月－

　這是一個頂有趣的題目，一個以福音為架構

的召會生活，才是一個有福的召會生活。不管

是大專、青職、青少年、或兒童福音月，其目

的並不是只為着那個月有一些福音的行動而已，

而是希望我們能建立一個以福音為架構的召會

生活。福音是主耶穌升天以前，給召會惟一的

託付和使命。一個沒有福音生活的召會定規常

是輭弱、死沈的。福音必須是我們每一位聖徒

最大的託付，而福音不能只是偶而傳傳，福音

應該是我們的生活。每天都有成百成千的人從

我們身邊經過，但我們可能對他們沒有甚麼感

覺，這是不對的，我們對人必須有敏銳的感覺，

如同主對人的感覺一樣。學業、工作、家庭，

都不該成為我們生活的重心，而該都是為着福

音，也就是為着讓我們將經過過程的三一神分

賜給人。否則我們的生活、工作就沒有甚麼價

值，不過是虛空人生的一部分而已。

　召會歷史給我們看見，福音的傳揚，總是帶

來召會的復興。為着將來能喜樂的站在主面前，

我們要向主求恩典，建立以下的實行：（一）

天天晨興，享受主得復興，並天天接觸人，分

賜基督給人；照着個人的心願，每天至少向一

個人傳福音。（二）週週與活力伴一同出訪傳

福音牧養人。（三）月月收網結新果。這看似

為難，但我們若願連續實行兩週，這就會成為

我們生活的習慣，並會為我們的生活帶來大的

翻轉，使我們的生活天天新又活。（林右庸弟

兄）

　在福音小排前，我們先將邀約朋友的名單列

在群組裏，藉着聖徒的祈求，讓主有路。在禱

告聚會為他們的得救禱告後，就前往他們家再

邀約，發覺先禱告再前往他們家接觸邀約，主

就能更堅固他們的心。且聖徒們因着聽到朋友

自我介紹時都覺熟悉，接着就在身體配搭的流

裏結果子。（1403 區　張士毓弟兄）

　最近也享受和青職同伴傳福音和看望的生活。

柳營區主日聚會人數約 15 位。但最近我們實行

主日會後一起去傳福音，禱告聚會完去看望。

雖然時間不長，但我們也接觸到敞開的家和青

職。週三我們一起晚禱，為人題名禱告。相信

只要我們堅定持續禱告、傳福音，主會在台南

降下屬靈的霈雨！

　我們是作祭司事奉神，沒有比較沒有爭競，

彼此代禱，互相勉力，一同奔跑屬天賽程！

（1403 區　朱玟莼姊妹）

　已往也會與配搭出外傳福音，都在身體的原

則下去作。這次操練要天天傳，是個人對着主

交帳。

　開始操練纔發現自己拙口笨舌，常常不知道

該說甚麼。因為我生性害怕陌生人，起初硬着

頭皮操練，只想快快完成這件事情。漸漸的一

天又一天，開始思考去那裏接觸人，那裏有年

輕人，看着滿街的人，卻不知道如何去接觸。

連續五天，都沒有接觸到願意留資料的人，不

斷的問主，問題在那裏。是地方不對？還是開

頭問候不對？重新在主面前悔改，求主憐憫，

使我能突破這困境，求主給我一個願意多聽我

一句話的人。

　因着這樣的操練，對人的負擔和已往不同，

也警覺我該帶着小羊作我現在作的事。第六天，

與另一個小羊家聚會完，請她陪我禱告，也陪

我去 7-11 接觸人，主讓我們接觸到久沒聚會的

姊妹，也是她的鄰居，邀約她帶着小孩去幼幼

排，這位久不聚會的姊妹隔天就帶着小孩去幼

幼排。

　第八天，繼續與同伴帶着小羊出外發單張，

發完單張纔去看望。求主記念這樣的操練，重

新恢復對人真切的負擔，把神那愛人的心放在

我裏面。也藉着這樣的操練，對於一些失落的

羊更有感覺，除了擺在禱告裏，也願意不顧拒

絕，滿帶着愛去關切人。

　求主使我們這樣的操練，是不間斷的，福音

的傳揚要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005

區　徐百合）

傳揚福音救罪人　身體配搭結果子

十四大區（新營區）結果子、十大區青職排得新人、五大區青職排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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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全訓練─真理班─負擔交通（續） 

前言
　四月十二日，全召會二場地參加真理成全班

計有一百七十九位，新增約二十位聖徒參加，

說出主仍向渴慕追求真理的人發出呼召。但較

上次減少了約八十位，為此我們仍鼓勵報名參

加的每位聖徒都能積極跟上，否則在後的將要

在前，因而失去主的獎賞。同時，我們要再次

強調真理成全班的負擔，主要並不是為着解經，

也不是為着釋放真理信息，乃要帶領每位聖徒

學會進入真理。

負擔重點─建立在主話上花工夫的習慣
　一、每天至少花半個小時進入主的話。你可

以早晨花十分鐘，晚上花十分鐘，就寢前再花

十分鐘。

　二、天天禱讀兩、三節經節，然後研讀附帶

的信息，好得着幫助，進入這幾節經文所傳輸

的真理。也需要註解和生命讀經的説明，以進

入真理。

　三、這樣研讀聖經一年以後，聖徒們在家庭

生活、個人生活和召會生活中，必會有扎實的

改變。

　四、我們不鼓勵聖徒們太貪得，想要在一天

之內讀完一卷書。這樣會把他們的胃撐破。我

們該叫他們慢慢進行。這不是數量的問題，乃

是持久的問題。 （摘自長老訓練第三冊實行異

象的路 第十章 )

聖徒分享蒙恩記要
　一、贖回光陰、樂於分享：因着跟上真理班

所安排聖經及生命讀經研讀進度，使我每日贖

回光陰，在一天忙碌中仍享受生命之話的滋養，

因真理而歡樂，主動在小排聚集裏與聖徒分享

真理亮光。

　二、認識主名、越過難處：重新認識並經歷

『耶和華』這名的啟示和意義，使我不該僅僅

為着主的豐富、充裕，和能力讚美主。當難處

來臨時，我能到主面前去說：『主，這裏有難處，

但你是。你就是那「我是」，我相信你。』

　三、脫離奴役、向神守節：讀經時非常摸着『向

耶和華守節』這件事與『被法老奴役』相對，

向耶和華守節乃是分賜性的敬拜；那就是說，

照着分賜到我們裏面的來敬拜神。當我們在神

面前喫喝、讚美、歌唱，並歡樂時，便是向祂

守節。

對出埃及記五～十三章的鳥瞰
　從第五章至十三章主要是記載神的要求與法

老的抗拒，其中描述耶和華與法老之間十二次

的衝突。耶和華神對法老的要求有四方面，第

一、乃是容祂的百姓往曠野去；第二、走三天

的路程；第三、在曠野向祂守節；第四、獻祭

給耶和華他們的神。法老的反應也有四方面，

第一、否認耶和華；第二、不理會祂的要求；

第三、不容以色列人去；第四、加重他們的苦工。

經過與法老頭兩次衝突之後，神用十災懲罰埃

及人，目的也有二面，第一、使他們釋放祂的

百姓，第二、教育埃及人和祂的百姓，關於世

界生活的本質，使他們願意捨棄屬世的生活。

　十災可歸類為四組。第一組災害包括血、蛙、

虱災，神暴露人類墮落生活的性質乃是死亡、

煩擾及苦惱；第二組災害包括蠅、瘟、瘡災，

神對付世界生活中受污染的氣氛並審判世界上

人類的生活方式，及墮落生活的殘餘物；第三

組災害包括雹、蝗、暗災，神變更了一些自然

法則－雨的功用、風的功能、日頭的功能，破

壞了埃及的環境，使其不再適合人的生活；第

四組災害是擊殺長子之災，末了這災了結屬世

的生命。藉着這十災，神就能完成祂選民出埃

及的事，並完全暴露在世界裏生活的性質與結

局，乃是從死亡到死亡。

結語
　為着在每次訓練課程上能有好的吸收以學習

進入真理，盼望真理班的聖徒在五月十日前，

盡力完成以下幾件事：（1）熟悉出埃及記五 ~

十三章的鳥瞰，為着五月十日的展覽；（2）豫

讀出埃及記第十一至十四章經文及註解；（3）

豫讀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二十二至二十九篇；

（4）可在小排聚集中率先分享，吸引新人一

同參加；（5）為着上半年真理班的聖徒能達到

四百位的目標代禱。（徐弘昌弟兄）

參加真理班聖徒（在裕忠路會所及新營區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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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神充滿作祭司　湧流生命事奉神

　此次參加全台姊妹集調，台南共有二百六十二

位參加，比去年增加四十六位。姊妹們不論是

從繁忙工作的霸佔中，家庭事務的煩擾中得釋

放，來到聚會中領受神的說話，更是願意作祭

司，『來』到神面前，『去』到人中間。願我

們都為着神的建造，恢復我們的祭司職分。以

下是姊妹們的分享：

　我們每個得救之人的身分乃是祭司，而祭司

不是為神作事的人，乃是被神充滿的人；學習

被主得着與佔有，一面我們的祭司職任是『服

事』，但一面我們必須花足彀的時間停留、逗

留在主面前，我們纔能從神那裏讀出神的引導。

　因此，我需要在生活中有一種調整，就是『習

慣的』、『不斷的』來到神面前，並且『一直

向神敞開』。要改變一個人的習慣是不容易的，

要一直向神敞開也是要操練的，但惟獨不斷的

來到神的施恩座，並向祂一直敞開，神纔可以

將祂自己分賜、供應及建造到我們裏面。

　我們也需要常取用主的『血』，在祂面前認

罪與悔改，使我們污穢的良心被潔淨，叫我們

能以『活的方式』事奉神。

　更摸着我們不是單個祭司，乃是一個『祭司

團』，一個『祭司體系』，所有的服事都是『團

體的』、『配搭的』、『建造在一起的』，如

此我們纔能為神爭戰，成為一個管道，讓主流

出去，讚美主！（603 區　李蕭雅方姊妹）

　感謝主！讓我剛受浸一個半月就能參加姊妹集

調，真的很蒙恩。但對於我這生性輭弱又害羞、

只能喝奶無法喫乾糧的小羊來說有些喫力，慶幸

的是身旁有同區兩位姊妹一直陪伴我、鼓勵我，

但因不太能適應，第二天身體有些微恙，兩位姊

妹就和同行的姊妹們不斷地照顧我、問候我，讓

我倍感溫暖，在這條屬天的道路上，是何等的有

福與蒙恩。

　我們要聖別、被神充滿、浸透並浸潤、讓神從

我們裏面流出來，我們也就能與別人在這生命的

流中被建造。基督要作我們的食物、衣服、住處，

憑基督而活；並且要禱告、傳福音，使我們成為

透亮的、光照的、成為神活的表現，纔能人人作

祭司。（1004 區　王邱麗華姊妹）

　在這次集調得着開啟，我們每位神的兒女都被

命定是君尊的祭司，最重要的職任是不住的來到

神那兒，在神前逗留，不斷的向神敞開，接受神

的注入，被神充滿、浸透並浸潤，也湧流神出去

給人。我們在服事人時，要像大祭司，在心上胸

間懷着刻有神選民十二支派的胸牌，把我們所服

事的得救的人懷搋在心上，在胸間。弟兄特別題

醒我們剛受浸的人不聚會是正常的，我們應送會

到家，經過一年他們就會正常的聚會。（903 區

　黃洪珮珊姊妹）（待續）

參加全台姊妹集調

　　   　－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神將律法賜給祂的百姓，祂尋找愛祂的人 (一 )

　律法乃是敘述神和祂的百姓之間訂婚的條款。神和以色列人訂婚的條件就是十誡。如果我們不

這樣來解釋十誡的頒賜，我們如何解釋耶利米二章二節所說，以色列人幼年的恩愛，和訂婚的愛

情？無疑地，從埃及出來以後的時期就是以色列人的幼年期。我們可以說，出埃及記前十九章乃

是神向祂的百姓求婚、求愛，甚至『約會』。祂要成為他們獨一的心愛。祂巴望百姓愛祂，並且

單單愛祂。因此，神是滿了愛並尋求祂百姓之愛的那一位。神要成為以色列人的良人，百姓也要

成為祂的佳偶。（選自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五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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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1）晨興聖言「為着神的建造之祭司職分的恢復」第 1 週。

　　（2）禱告聚會：週訊第 2 頁。
　　（3）5/10（主日）清晨主日「真理課程」二級卷一第 12 課下半。

  （4）書報：「從出埃及記看神的救贖與神居所的建造」第 7～ 8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
第 35～ 36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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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主日 ) 口箴 18:1-24 口腓 1:27-2:4  口腓 2:2
4/27( 週一 ) 口箴 19:1-20:30 口腓 2:5-11  口腓 2:5
4/28( 週二 ) 口箴 21:1-22:29 口腓 2:12-16  口腓 2:13
4/29( 週三 ) 口箴 23:1-35 口腓 2:17-30  口腓 2:17
4/30( 週四 ) 口箴 24:1-25:28 口腓 3:1-6  口腓 3:3
5/01( 週五 ) 口箴 26:1-27:27 口腓  3:7-11  口腓 3:8
5/02( 週六 ) 口箴 28:1-29:27 口腓 3:12-16  口腓 3:12 

(5) 正常聚會
(6) 接觸人

(7) 受浸人位
(8) 聖別用度

　 開活力家出外訪人 守望代禱 牧養對象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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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週一 )
 4/28( 週二 )
 4/29( 週三 )
 4/30( 週四 )
 5/01( 週五 )
 5/02( 週六 )

  －報告事項－

南台南事務服事 總管：葉振昌弟兄 0918-026205、林暉智弟兄 0953-810336
項目 電器 場地佈置 招待 車輛 兒童 整潔
大區 一大組 八 一 五 九、十 四、七

聚會場地
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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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型會場 B201 中型會場 A201 B201 大會場
新營區會所 一樓會場 二樓餐廳 二樓青少年室 餐廳 青少年室 會客廳 一樓會場

  全召會成全訓練暨專項成全

　5/10（主日）15:00~16:30；專項成全 16:40~17:40，地點：裕忠路會所及新營區會所。

北台南事務服事 總管：陳俊榮弟兄 0936-115691、林進貴弟兄 0933-624264
大區 十二 十一 十四 十三

服事內容 一樓會場、會客室整潔 一、二樓廁所整潔 電器、會前場地佈置 二樓餐廳、青少年室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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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詩歌 故事、問答 美勞 影片欣賞、遊戲

　 註：參加真理班聖徒，請攜帶舊約聖經，並豫讀出埃及記第十一～十四章。

　　三月份財務奉獻收支概況 	

  　－財務－

   科目／  項目 經常費開支 全時間服事 福音工作 海外開展 本月總計
上月結轉 98,674 -674,816 309,102 0 -267,040 
本月收入 3,098,051 518,243 199,800 505,850 4,321,944 
本月支出 2,214,208 769,876 36,220 505,850 3,526,154 
本月結存 982,517 -926,449 472,682 0 528,750 

1. 本月個人奉獻包計 186 包。     
2. 海外開展奉獻累計 1,123,950 元，目標達成率 40.57%。     
3. 本月經常費收入含大專弟兄姊妹之家維護費奉獻款 78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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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黃寬興弟兄夫婦、周永分弟兄夫婦－興起法國的尋求者，使他們能彀看

　　見異象並投身主的恢復。
　越南：黃俊明弟兄夫婦－聖徒持續牧養潘切、美托市及富國島的新受浸者。
　柬埔寨：吳教安弟兄夫婦－四月份訓練學員至外省四個城市開展，將這火燒到開展的城市。
　土耳其：簡晨光弟兄夫婦－雷瑪書報能顯明更多尋求真理的平安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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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的召會生

活，並傳福音接觸人，使主的見證剛強又明亮。　
　台南市召會
    禱告聚會：各小區參加禱告聚會的人數增加，至少超過主日聚會人數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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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小區或各大區建立週週走出去傳福音接觸人，得着平安之子，平安的家。
    鹽行開展：加強主在鹽行的開展與行動，5/31即將成立第十六大區。
    豐富主日：週中豫備申言稿，主日聚會申言，並邀約新人及久未聚會的聖徒參加主日聚會。
　青職：四月份青職福音月全體青職動起來，每天來享受主，去接觸人，活力組週週定時福音出

訪，福音月得青職果子目標34人。
    大專：時間得釋放有分青年班全時間呼召及基礎造就；各校園教職員享受主並得人得地。
   青少年：
　1.四月份各校園排，各小排或各照顧區大小型福音聚集與行動，並邀約同學參加。
　2.五月統測（升大學）：葉栢安、侯碩育、郭冠岑、阮聆苓、楊淳茵、陳新玉、鄭鈞予、楊芸

芸、柯又方。五月會考（升高中）：吳芷涵、鄭雅薰、楊雅喬、胡瑞麟、林郁凱、趙柏凱、
吳育安、吳心誠、張心聆、胡嫚容、楊庭昀、王思潔、辛蒂、楊茱閔、林愛主、張月薰、謝
沛恩、李欣聆、古真禛、鄭佩昕、張莉婷、王郁琳、王詩涵、吳旻如、穆姿蓉、黃恩典、熊
偉雋、王凱巨、蔡宇傑、張雅文、李嘉豪、凃翔耀、蕭建新、李欣怡、曾美雅、呂世全、林
子名、鄭佩予、陳易新、林姿妤、林君翰、楊坤諺 、林登涵。

   兒童：一百個家為兒童打開，傳兒童福音；願意開兒童排的家得加力，被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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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4/19為止，全召會小排聚會人數為1185位，受浸人數為235位。

　十四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5/5（二）20:00，地點：新營區會所。
　台中市召會小五六生及家長來訪相調
   愛筵及相調交通（請聖徒帶菜）
　時間：5/2（六）18: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晚餐後為小五六家長、 服事者交通 。
   主日聚會 （請聖徒帶菜）

時間：5/3（主日）09:30 ～ 11:30，前半與裕忠照顧區一同擘餅，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後
半為小五六相調，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歡迎各大區小五六生及家長參加。

  暑期親子健康生活園
時間：8/1（六）9:00 ～ 8/2（主日）15: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不住宿），參加對象：升小一
至小六兒童，及其家長、服事者。報名截止日：5/3（主日）。費用：500 元 / 人（為鼓勵報名，
5/3 前報名繳費者，優待費用 400 元 / 人）。報名窗口：許惠鳳（0952-973451）。
青年班全時間呼召聚會

   時間 5/2（六） 9:30 ～ 12:15，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日間追求班外出相調
　時間：6/17( 三 )。地點：中部相調中心，費用：600 元，報名截止日期： 5/14( 四 )。參加壯年
　班畢業聚會、戶外活動相調。
　長青
　長青事奉交通 時間：4/28（二）9:30，地點：裕忠路會所長老室。　
  長青集中聚會 時間：4/29（三）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敬請邀約長青聖徒參加。
　結婚聚會
　李威霖弟兄（三大區）與陳瑩姊妹（陳德欽弟兄之女）
　時間：5/2（六）10: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陳文川（六大區）與江嘉美姊妹（四大區）
    時間：5/2（六）15: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台灣南區眾召會書報服事交通
				時間：4/29（三）16:00~20:30，地點：高雄市召會新盛街會所。15:00 在裕忠路會所發車，請向        

於簡瑋妤姊妹報名（0986-5297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