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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這篇信息，我們來到這個主題 — 祭司體系的

兩種等次。照着聖經裏的記載，祭司體系有兩種

等次。在舊約我們看見有亞倫等次的祭司職分；

我們也看見第一個祭司，照着麥基洗德等次的祭

司，他也是個君王。保羅在希伯來第七章十一到

十二節，清楚的題到這兩個等次，就是亞倫的等

次和麥基洗德的等次。在十二節他這樣說，這裏

有職分的更換，祭司職分既已更換，也就是從亞

倫的等次轉換到麥基洗德的等次，非常有意思，

也非常有意義。

真理要點
　在聖經裏，祭司的基本意義是祭司將神供應

給人：聖經第一次用祭司這辭，是說到麥基洗

德，他是君王，也是君尊的祭司。（創十四 18 ～

20。）麥基洗德從神而來，把神的一些東西供應

給亞伯拉罕。我們今天若要作真正的祭司，就需

要認識，祭司不僅是事奉神的人，也是把神供應

到人裏面的人。

　祭司體系的兩種等次，是聖別的祭司體系和君

尊的祭司體系。聖別的祭司體系由亞倫的等次所

豫表，君尊的祭司體系由麥基洗德的等次所豫表。

有八方面的對比。亞倫的祭司體系解決罪的問題；

屬於利未支派；以人的需要為中心；基於基督地

上的職事；是插進來的；是短暫的，暫時的；是

強調聖別；為着人的緣故到神那裏去。而麥基洗

德的祭司體系完成神永遠的定旨，把神供應給人，

作恩典；屬於猶大支派，君王支派；以基督為中心；

基於基督天上的職事；是神原初的心意；是永遠的；

強調的是義；是從神而來，代表神，將神供應給

人。

　今天在主的恢復裏，我們是聖別的祭司體系，

＊6/7（主日）9:30 各大區集中主日暨國殤節特會信息交通，請鼓勵聖徒踴躍參加。
＊6/20（六）19:30在裕忠路會所舉行「全召會福音收割聚會」，敬請聖徒廣邀親朋好友參加。

向神獻上屬靈的祭物。這些屬靈祭物特別是

包括基督作燔祭的實際；我們能向神獻上基

督作我們的燔祭有多少，乃在於我們在基督

的經歷中對祂作燔祭的經歷有多少。（利一

6、9，六 8 ～ 13。）我們在召會中該藉着基

督，向神獻上讚美的祭。這是我們藉着基督，

獻給神最好、最高的祭。（來十三 15。）

另一面，我們也是君尊的祭司體系，向人宣

揚那召我們出黑暗、入祂奇妙之光的神的美

德，在兩方向有去也有來。

　負擔應用
　我們出外傳福音之前，應當在禱告裏到神

面前，晝夜禱告，在神面前代表罪人。這時

候我們是聖別的祭司。然後當我們到罪人那

裏，向他們宣揚福音，代表神供應恩典和生

命時，我們乃是君尊的祭司。

　我們要如何在召會生活中事奉呢？第一，

我們需要在身體裏被建造起來。第二，我們

需要操練放下、丟棄一切世俗的事物，到主

的面前接觸祂。第三，我們要從祂那裏，從

神那裏，帶着祂的權柄，來將祂這位生命和

救主供應給那些需要的、死沉的人，使他們

成為神的兒女。

　李弟兄走完人生的路程，最後就是這一句

話『犧牲』。這是何等的有意義。服事神超

過了七十年，到最後他說，『犧牲』。所有

他的職事、他的生活都是犧牲，都是祭物獻

給神。願我們在召會中的事奉，都有這樣的

味道，都有這樣的靈，就是犧牲，就是作祭

物，將自己獻上，把我們的舒適，把我們的

舒服，把我們的選擇犧牲了。這就使我們有

香氣，能彀蒙神悅納。（俞勇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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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純淨的話奶養育新人作神成長的兒女

養育初信者
　我多年研讀、甚至講解約翰十五章，但十六

節裏有一個點我從未看見。我看見主揀選並指

派我們，叫我們首先要前去，然後結果子，但

我沒有看見第三個點─『叫你們的果子常存。』

主不僅派我們前去結果子，祂也派我們確保我

們的果子常存。我們都要明白，已過我們的難

處，我們的短缺，乃是沒有看見，要保存我們

的果子，要確保果子常存，我們就需要好好的

作養育初信者的工作。

　 在 五 旬 節 那 天， 三 千 人 得 救 了。（ 徒 二

41。）我相信在同一天他們就開始家聚會。（徒

二 46。）這事沒有在舊約實行過，乃是全新

的，是屬於新約的。召會開始存在的那一天，

那一百二十人加上三千信徒，就開始在家裏聚

會，使果子常存。若沒有在家聚會中受到照顧，

三千新生的信徒就很難健康的存留。嬰孩出生

以後，乳養的母親立刻要顧到的，就是餧養她

的小孩。然而，單單餧養這小孩還不彀，她還

要養育他。養育小孩並不簡單，也不容易。要

正確的養育小孩，必須顧到許許多多的項目。

　彼得必然看見五旬節那天的光景，也參與照

顧這些新生信徒的工作。然後在他第一封書信

裏，他說纔生的嬰孩需要話奶，不是為着知識，

乃是為着生命的長大。（彼前二 2。）他勸纔生

的嬰孩要切慕那純淨的話奶，叫他們生命長大，

以致得救。這裏的得救不是指重生，那是救恩

的初階；重生以後，我們必須生命長大，就是說，

我們必須每天不斷得救。嬰孩出生以後，必須

不斷得到照顧；倘若得不到照顧，可能幾小時

後就會死亡。所以，不斷得到照顧就是得救。

這樣的嬰孩必須在每一面得救；這就是養育小

孩。僅僅用奶餧養嬰孩是不彀的，嬰孩還必須

保持清潔、溫暖並舒適。一切環境必須整理好，

使他安全，能好好生長。我們養育新生的信徒，

也必須這樣作。

採取個別家庭的路
　家聚會是為着養育新生的信徒，不僅把他們

當作你的兒女，更是當作神成長的兒女。這是

我們中間，也是整個基督教中間惟一的短缺。

那裏有一班基督徒，在他們中間對新人有好好

的照顧，那裏的召會就會有相當的擴增。然而，

這工作不能由召會整體大規模的來完成，必須

是藉着個別的家庭。

　你必須『留在家裏』，自己直接照顧自己的

兒女。將自己的兒女交給別人照顧，即使時間

很短，也會造成損害；他們可能會受苦，長得

不太好。養育新人的工作必須直接由你照顧。

用神的話養育新人
　關於養育神的兒女，乃是要用神的話養育他

們，不要用自己的話。你們必須持守這個原則。

不要說太多自己的話。你們必須抓住機會給這

些新人注射神的話。要用神的話奶餧養他們。

這就是我出版『真理課程』和『生命課程』的

原因。在這些書中我收集了幫助新人最合式的

經節。我鼓勵你們所有在主的新路中作工的人，

都要非常熟悉『生命課程』全部四十八課。這

些課文的題目都是按照我的認識和經歷，仔細

挑選來應付新人需要的。你們要研讀這些課文，

學習如何使用其中所有金句。最好你能背誦所

有經節，至少你必須知道這些經節在聖經的甚

麼地方。有時，即使你能背誦這節，也最好翻

到那處經節，讓新人讀出來。無論你作甚麼，

你必須作得很活；你應當試着使用最好的經節，

論到至少一個確定的點。

　我們該注射到新人裏面的頭一件事，乃是我

們的救主是那靈，以及我們得救的人有重生的

靈。我們至少需要花三、四個家聚會，把這事

分賜到他們裏面。

　我們該分賜給他們的第二類的事必須是基督

徒生活的基本實行。我們基督徒應當讀聖經，

就是神的話。我們該向神禱告，就是吸入神。

並且，我們應當有晨興。每天早上我們該一早

起來，與主有一段晨興的時間。我們也必須教

他們如何讀一些經節，然後禱讀這些經節來守

晨興。你要囑咐他們參加基督徒的聚集。然後

你也要幫助他們作你為他們所作同樣的事，就

是向別人傳福音。這些乃是基督徒生活的基本

實行。（摘自『神命定之路的操練與實行』第

二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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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各界福音 -各界弟兄姊妹打開家，請同行的人聽福音

　我們傳各界福音的方式，並非要進到警察局

或工廠裏，在其中大傳福音；也不是要在醫院

裏開福音特會。我們的作法，乃是由帶領的弟

兄，自己先學習傳福音的本事。接着，不是要

他們去傳，乃是要他們作教練，教别人傳；所

以，他們需要接觸各界的弟兄姊妹。比如，有

四十位醫生弟兄，需要這兩位同工弟兄一位一

位的去接觸。先進到其中一位醫生弟兄家裏，

和他一同交通、禱告，鼓勵把家打開為着醫界

的福音。再請他把醫生同事，和同事的家人一

起找來。等到他把同行的醫生和家人都請來時，

還要請他自己傳福音，全時間的弟兄則在旁邊，

幫補他們的需要。這就是傳各界福音，同行的

人傳福音給同行的人；他們彼此話題相近，比

較能接受。

　在實際的作法上，那一行的弟兄姊妹打開家

傳福音，就只請那一行業的人，無須請别行的

人。這作法是對的；要作各界福音一定要專。

比如一位作醫生的弟兄，素常都不向人傳福音。

有一天，因着召會的帶領，他把家打開，把他

的醫生同事請到家裏。然後，他唱福音詩歌給

他們聽，又打開聖經講解經節，結果令同事大

喫一驚，這就引起了他們的興趣。然而，若是

由全時間的弟兄講，就很容易把傳道的架子擺

出來，這會使那些醫生不想聽，而紛紛告辭。

　以中國的拳術來說，大體分為兩種：一種是

打花拳，只能在台面上打給人看，卻是不中用，

打不死人的；另一種是打實拳，雖然不一定好

看，卻能打死人。我們作主的工不能打花拳，

好像花拳繡腿，卻不中用，乃要打實拳，每打

必中。這需要帶領推動的弟兄們，接受這個負

擔。雖然這的確是個『萬斤重擔』，卻是能帶

進果效的。

　我們要一再的鼓勵各界的弟兄姊妹把家打開；

不只是醫界、教育界、商界、警界、法界，還

包括政界。我們中間有些弟兄姊妹，在其中居

相當高的職位。所以我們應該禱告，求主感動

這些弟兄姊妹，也能把他們的家打開，請政界

的人聽福音。若有弟兄姊妹在學校是作校長的，

我們也該鼓勵他們把家打開，請教育界的人，

如校長、教授、學界的名人等，一同前來聽福

音。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各界福音。

　這樣作以前先不要管有沒有那麼多人可請。

凡開店的人都是有信心的，因為他們在開店之

前，並不會先想到誰會來買東西，但店就開張

了。倪弟兄告訴我：『開店必須有恆心，有耐

心。』我們作一個福音客店，你能彀有恆心的

作、並且耐心的等待三年，你的店就成功了。

所以我們要鼓勵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把門打開，

開店銷售耶穌，我們的貨品就是基督，我們是

基督商店，專門銷售基督。千萬不要說門開了

幾次都沒有人來買，所以就關門大吉了。我們

千萬不要憂愁誰能來，有賣的就有買的。

　弟兄姊妹要知道，我們所作的乃是最高尚的。

我們乃是把天地的主給人，把救恩和莫大的恩

典給人，也把生命和亮光給人。開頭的時候，

人或許覺得我們麻煩他；等到他信主之後，就

會感激我們。不僅如此，我們要相信主的話說，

等到我們見主時，所有我們帶得救的人，都是

我們的冠冕。（腓四 1，帖前二 19。）他們要

加冠在我們頭上，並要稱讚我們。福音書說到，

那日義人得賞賜的時候，有許多人要歡歡樂樂

的歡迎你到國度裏。（参路十四 13 ～ 14。）然

而，若是你這一生，没有帶一個人信主，等到

主來時，别人有一羣人跟着他說，『我們都是

他帶得救的；』你卻一個也没有，那是何等的

難堪。聖經說，『叫撒種的和收割的一同歡樂。』

（約四 36。）保羅也說，『我所親愛所切慕的

弟兄們，我的喜樂和冠冕。』（腓四 1。）我們

帶得救的人，今天是我們的喜樂，主再來時是

我們的冠冕。這些我們救來的兒女，實在比我

們肉身的兒女更寶貝、更有價值。

　所以，我鼓勵弟兄姊妹都負起傳福音的責任。

你們有些人雖然没有全時間、半時間，但你們

定規還有自己的時間，所以也要盡力，向你們

所認識的人和各界傳揚福音。我們都要羣起活

動，向各界傳福音；相信我們一年能加一倍的

人。願我們都向主呼籲，並有禱告。（摘自主

恢復中劃時代的帶領 5 －召會分項事奉的建立

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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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性的聚會

  我們必須找出上好的路，將我們的聚會轉為教育性的。一直和我們一同聚會的聖徒，必須受教

育。基於多年的經歷，我們必須承認，在教育聖徒的事上，我們不太成功。許多聖徒和我們聚會

多年了，但他們還沒有進入主恢復中基本的內在元素。我們都必須承認，從以基本真理教育聖徒

的觀點來看，我們的聚會方式不是十分成功。我相信我們都必須承認，一年又一年，許多聖徒和

我們一同聚會，但今天你把他們核對一下，會發現沒有多少神聖啟示的內在元素，真正作到並組

織到他們裏面。不僅如此，就是在真理的事上，也是少之又少。我的確關心，在我們中間很少有

人能充分的陳明某些真理。

                         　　　 供人研讀的教科書
　要在真理上得建立，不是一項容易的工作。你必須研讀經文和每一個註解。若是可能，查考串

珠也有幫助。然後你需要研讀生命讀經的信息。你進入這些信息，不可以像閱讀報紙或參考書一

樣。你必須把恢復譯本的經文帶着註解並生命讀經的信息，當作教科書。因着這是我的著作，我

曉得它的性質。我和你們交通這事，是要讓你們曉得我們的書撰寫的方式。倘若你僅僅輕率的閱

讀，你無法進入其中。你必須把它們當作教科書來研讀。

　倘若你僅僅讀生命讀經，你只會得着暫時的滋養。那對你只會成為一種靈感。靈感好像空中的

蒸氣。但是當我們所讀的在我們裏面成為真理，這種滋養便永遠存留。我所得着的並非總是靈感，

像蒸氣一樣。我從主所得着的常是扎實的真理，因此它留在我裏面，一直滋養我。你必須有真理。

要真理進入你裏面，惟一的路是經過你的思考。那樣它就留在你的記憶裏。如果你不明白，真理

就無法進入你裏面。真理是藉着你的思考、你的悟性而進入你裏面的。如果真理進入你的記憶裏，

它就成了常時、長期的滋養。這樣，你就有真理的儲存，你就是一個常時在滋養之下的人。到那

時候你就曉得如何向別人陳明真理，不是僅僅激發或激動人，而是使人扎實，得着真理的組成。(摘

自 實行異象的路第九篇 )    

                    

          　出埃及記十一至十四章的重點─逾越節、過紅海及出埃及

　逾越節豫表基督是信徒的救贖與供應。在救贖一面，無殘疾的羊羔被殺流血，豫表無罪的基督

為信徒受死流血；羊羔的血塗在門上，豫表基督的血塗在神面前，為救贖信徒。在供應一面，羊

羔的肉喫進以色列人裏面，為着他們的供應，豫表基督進到信徒裏面，作他們生命的供應；喫羊

羔的肉要與無酵餅和苦菜同喫，豫表信徒接受基督作他們脫罪、除罪的生命，並這無罪的生命帶

給他們對罪的憂苦感覺；享受逾越節的人繼續過除酵節，豫表享受基督的救贖與供應的人，接着

過而享受除罪的生活。

　以色列人過紅海是新約信徒受浸的豫表：以色列人在雲裏、海裏受浸歸了摩西，豫表信徒在靈

裏、水裏受浸歸了基督；紅海的水淹沒埃及軍兵，並拯救以色列人脫離埃及人的手，象徵基督的

死為信徒消滅世界的勢力，拯救信徒脫離世界的權勢。

　以色列人出埃及豫表信徒脫開世界：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使他們與埃及斷絕，能走祭祀神

的路，至終使他們能到美地，享受其上的豐富，豫表神帶領信徒脫開世界，與世界斷絕，而能跟

隨主敬拜神，且能在基督裏享受祂一切的豐富。( 摘要 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十四課 )

　我們需要年日來進入真理，為此我們需要透徹的交通並禱告，使我們渴慕都進入舊約恢復本聖

經及註解，且讀相關生命讀經的內容，讓我們這些眾祭司們一同完成出埃及記十五至十八章全部

經文及註解，和生命讀經第三十至五十篇信息。如此，我們自然而然會成為基督的好執事，將基

督供應給人。（潘承恩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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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揚福音　為主得人

　　　－青少年－

　還記得剛升上高一時，主很看顧我們，給了

我們一個小排，小排裏雖然只有我們兩個和服

事者，但是主卻讓我知道祂是何等甘甜、豐富，

那時我們會為學校同學有代禱。在 10/27 時讓陳

逸婷的一個國中同學簡單的去福音聚會，後來

也受浸成為弟兄，這件事很激勵我們，於是我

們開始在學校附近傳福音。一開始的我從來沒

傳過福音，只是跟着同伴和姊姊出去，把主的

故事說給人聽，但越傳越發現，傳福音是何等

的喜樂！能彀把這位可愛的主耶穌分享給人。

雖然有時會輭弱，不想去傳福音，但是和同伴

禱告後，主總是奇妙的使我們有負擔。在傳福

音的事上很經歷主作我們的加力和喜樂，讓我

們有分祂的福音行動。(711 區　曾子嘉姊妹 )

　今年 3/26 得救，在升上高中的時候認識很多

新朋友，每天都過得很開心，但當回到家裏的

時候就會感到空虛。遇到主之後這一切都不一

樣了，參加高中小排聚會，真的體會到甚麼是

真正的喜樂！總是感覺那喜樂永遠存在我的內

心，就像泉源那樣永不乾涸。

　傳福音時，雖然很多同學無法敞開心胸的接

受我們介紹的這位偉大的主，但姊妹總是笑笑

的說主都安排好了！我們是主的憑藉。我也很

開心媽媽沒有反對我來到召會，感謝主讓我信

入祂，成為祂的兒女。(711 區　楊嘉欣姊妹 )

　因為我的學校是男校的關係，所以剛開始會

覺得沒有甚麼信心，但主很眷顧我們，在上學

期加給我們一位在成大受浸的高中姊妹，和我

們一同享受主，下學期又加給我們一個果子，

是我們在公車站傳到的同學，她是一個很敞開

的人，不僅願意來和我們一起聚會，也會和我

們一同出去傳福音，有一次還主動帶着我們去

向她的同學傳福音，讓我很受到激勵。願我們

都能作主的精兵，放膽在校園裏傳福音！ (711 

區　陳逸婷姊妹 )

　在高一的時候，我很期待校園排，有許多同

伴，還有姊妹豫備豐盛的飯食，過得很喜樂。

然而，高二的時候，因着課業、社團等活動，

甚至擔憂遙遠的學測，覺得聚小排會攪擾我的

生活，變得有一搭沒一搭的。但感謝主來尋回

我這迷失的羊，我經歷死而復活的神。利未記

六章十三節 :『火要在壇上一直不斷的燒着，不

可熄滅。』這裏指的是祭司的職分是要將乾柴、

祭物，擺放在壇上。同樣的今日我們要將同學

帶來聚會。羅馬書十五章十五節又說 :『作神

福音勤奮的祭司，叫所獻上的外邦人，在聖靈

裏得以聖別，可蒙悅納。』

　其實我很不會邀約同學，所以我向神禱告，

不管他們答應與否，那是神的事。但要記得，

每一次的邀約，都是為主打那美好的仗。我已

過的經歷，有剛強、有輭弱，但神不會撇棄任

何一位。願我們都成為神福音勤奮的祭司。

(1011 區　陳以琳姊妹 )

　感謝神，祂常在基督裏，在凱旋的行列中率

領我們。已過在邀約同學參加福音聚會學到最

寶貴的功課就是在禱告上要堅定持續。儘管邀

約過程一直碰壁，心也隨之搖擺，因為在我的

想法中，我認為自己為着這麼多的同學禱告，

結果果效不如預期，讓我感到很失落！但我仍

然在禱告中信靠我的主，我纔知道與神同工，

是學習配合祂。神量給我的，並不重在人數的

多寡，而是在於我的同學是否有個敞開的心接

受主，所以我感謝主的安排，讓我在聚會中可

以全心全意的照顧神萬中選一的朋友。神為我

們豫備的一切事務，都是祂最美好的策畫，所

以無論何事，願我們在禱告上堅定持續，在指

望中喜樂洋溢。(611 區　顏里蓁姊妹 )

後記：青少年有三項具體建議實行的點：

【邀同學】延續並且維持福音的靈，操練與同

伴為福音代禱名單禱告，操練在學校裏，在生

活中關心、接觸同學。

【到家中】與爸媽配搭邀同學到家中，一起讀

書、討論報告功課、喫飯…等生活項目。在家

中關心同學，傳揚福音！

【到小排】邀約同學到小排聚會中，藉着邀請，

彼此關切、代禱；歡樂唱詩作見證，讓同學喜

歡來我們的小排。

　願這樣的負擔和福音的靈能不稍歇息，並且

繼續的延續下去，以致在他們的生活習慣和態

度上有個徹底的翻轉，那實在是太有價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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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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週。
　　（2）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主日聚會「真理課程」二級卷二第 14 課上半。
　　（4）書報追求「傳福音的原則與實行」第 7 ～ 8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45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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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主日 ) 口賽 9:1-21 口提前 1:15-20  口提前 1:15
6/01( 週一 ) 口賽 10:1-34 口提前 2:1-7  口提前 2:4
6/02( 週二 ) 口賽 11:1-12:6 口提前 2:8-15  口提前 2:8
6/03( 週三 ) 口賽 13:1-22 口提前 3:1-13  口提前 3:9
6/04( 週四 ) 口賽 14:1-15 口提前 3:14-4:5  口提前 3:15
6/05( 週五 ) 口賽 14:16-32 口提前 4:6-16  口提前 4:15
6/06( 週六 ) 口賽 15:1-16:14 口提前 5:1-25  口提前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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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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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週一 )
 6/02( 週二 )
 6/03( 週三 )
 6/04( 週四 )
 6/05( 週五 )
 6/06( 週六 )

　　   　－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得着烏陵和土明的條件
　烏陵和土明乃是根據胸牌的所是加到胸牌上的。要把烏陵和土明加到胸牌上，有些項目是必需

的。那裏必須有十二塊寶石，各支派的名字要刻在這些寶石上，這些寶石要建造成為一個實體，

用鍊子、藍細帶子、環子連接並聯結，還要有帶着肩帶的以弗得。因此，要加上烏陵和土明，就

需要以上這些基本的物件。這表徵基督的所是、教會的所是，以及教會如何連於基督，乃是加上

烏陵和土明的根據。因此，要緊的是看見這些信息所論到胸牌的基本物件，乃是得着烏陵和土明

的條件。（選自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一百廿六篇）

　 全召會福音聚會　
   時間：6/20（六）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事務服事表　服事總管：朱正平 0929-870-650、鄭博字 0931-838-111

項目 電器 場地佈置 招待 受浸 交管 兒童 整潔
大區 二大組 七 四、十二 五、十五 八、十 二、三、十一 一、六、九

  －報告事項－

  台語福音聚會
　時間：6/27（六）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會後備有愛筵。  

　　　　－財務－

奉獻為神家建造　

　為着召會的需要與福音的推廣，台南市召會第八大區『仁安路會所一樓』近期將擴建，完成後

可容納百人聚會使用，工程款需新台幣 45 萬元。另為着主在菲律賓 Malabon 全時間訓練中心擴建

需要，亦請聖徒在主裏代禱記念，將於今年（2015）十月底前匯出。林前九 6 ～ 7『少種的少收，

多種的多收。各人要照心裏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神喜愛樂意施與的人。』凡為此

二項奉獻者，盼在奉獻項目上註明。願主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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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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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分在金邊為期一個月的開展訓練，使學員更多受成全和裝備，
　　　　為着六月分至各地鄉鎮開展。

　土耳其：簡晨光弟兄夫婦－藉雷瑪書報使更多渴慕真理的人可以遇見這時代解開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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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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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召會福音：6/20（六）全召會福音聚會，聖徒竭力邀約親朋好友參加。

　青職：青職福音月所接觸的福音朋友，得救的新人，能持續被餧養，穩定的活在召會生活中。
    大專：考上台南大專院校的弟兄姊妹有心願入住弟兄姊妹之家；各校教職員聖徒得人得地。
   青少年：青少年福音月後續的福音生活：青少年報名參加暑假特會，渴慕成為祭司盡功用。

　兒童：兒童邀約福音同學參加暑期品格園；親子健康生活園各面的豫備與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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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為止，全召會小排聚會人數為1188位，受浸人數為295位。

　大區 
　 四、九大區集中主日 時間：6/7（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六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6/2（二）20:00，地點：中正南路會所。
　   十二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6/2（二）20:00，地點：佳里區會所。

　   十四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6/2（二）20:00，地點：鹽水區會所。 
     暑期兒童品格園

時間：7/6（一）～ 7/10（五）不住宿。參加對象：升小一至小六福音兒童。聖徒孩子需帶福
音朋友參加始可報名。費用：1000 元。限額 90 人。聯絡人：王華森弟兄、於同心弟兄。詳情
請見 DM（DM 可上網下載）。

  雲嘉南眾召會青少年暑假特會
時間：7/10（五）～ 7/12（主日），國中特會地點：嘉義市召會二會所，高中特會地點：民雄
鄉召會二會所。費用：1000 元，參加對象：國高中生、服事者及家長。報名：6/14（主日）前
向簡蔡孟娟姊妹（0982-468023，e-mail：meng-chung@yahoo.com.tw）報名並繳費。詳情請上
召會網站下載通啟。

　全召會青職事奉核心團相調交通 
時間：5/31（主日）16:00 ～ 20:00，分三個時段：16:00~17:40 第一堂，17:40~18:20 晚餐相調，
18:20~20:00 第二堂。請各大區青職服事家、青中壯服事者，及青職中幹，務必參加；亦為青

職服事的年度交通。聯絡人：陳致均 0930-272823，林右庸 0910-846084。 
暑期聖經研讀班
時間：第一週 7/12（主日）19:00 ～ 7/17（五）12:00 止。第二週 8/9（主日）19:00 ～ 8/14（五）
12:00 止。地點：中部相調中心。報名費用：以週為單位，每週 3500 元，一次報名兩週 6000 元，
額滿為止。請於 6/21（主日）向賴錦富弟兄報名並繳費。

結婚聚會　（303 區）林立弟兄與（611 區）黃勤惠姊妹
時間：6/13（六）10: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書報
中文基本訂戶本梯次續訂戶及新訂戶每戶均豫繳 1500 元。凡加入本梯次者，請上網（www.
twgbr.org）登錄，即可免費獲贈電子版基本訂戶書報。請於 6/5（五）前向各區書報服事者完
成繳費。

青年福音聚會 DVD
5/16 青年福音聚會 DVD，一片 25 元，欲購買聖徒，請向執事室余周慧雯姊妹登記並繳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