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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春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信息要點

第二篇　帶着異象，照着啓示，在身體中事奉，爲着建造神的家

　全召會成全聚會暨專題交通：5/15（主日）15:30～16:45成全聚會，16:50～17:50專
題交通：開排與得青職。地點：裕忠路會所，請弟兄姊妹竭力邀約同伴參加，並請
提早五分鐘赴會。

    全召會福音聚會：6/18（六）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前言
　這次春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的總題是

建造召會生活的事奉，這些寶貴的話，不僅是

主對長老及負責弟兄說的，更是對主恢復所有

聖徒所說的。特別在第一篇說到，我們的事奉

需要不斷更新和搆上時代。而這篇著重我們的

事奉不是隨從人意，也不是依循傳統，乃是帶

着異象，照着啟示，在身體中事奉，為着建造

神的家。
真理要點

　首先我們事奉神，必須有異象並照着啓示。

在主向保羅顯現，以及從天上來的光照在他身

上之前，他是那樣熱心事奉神，實際上是頂撞

神，是受撒但鼓動的。但保羅在往大馬色的路

上遇見大光後，就看見了異象，這個異象中斷

他已往的事奉，開啓了他新約的事奉。並且因

這個異象，舊約的東西就停下來，保羅就開始

走新約的道路。因此對照保羅的經歷，我們對

神的事奉可能是啓示的事奉，也可能是天然的。

所以我們需要留意，我們的事奉必須有神的啓

示，從神那裏得着靈裏的負擔，不能照着自己

的想法、看法，或是照着遺傳、規條而有的事

奉。

　這篇信息更進一步告訴我們異象與啟示的差

別是甚麼，異象跟事奉的道路有關，啓示與事

奉的生命有關；事奉神的道路是從異象來的，

事奉神的生命是從啓示來的。若是我們有完整

的異象和啟示，我們就進一步的領會，我們只

不過是身體上的肢體，我們需要身體並在身體

中事奉神。沒有基督的身體，我們就不能事奉；

在基督的身體之外，我們也不能過屬靈的生活。

（羅十二 4 ～ 5，腓一 19。）我們若看見了身

體，就絕不會再製造分裂；不再單獨或獨立，

並且樂意被調和；沒有任何抱怨、怨言或批評，

卻有愛心、饒恕、同情、寬容和恆忍；這樣的

身體生活，使我們的事奉有真正的衝擊力。（弗

一 17 ～ 23，五 23、30。）

　這樣的事奉最終會帶進神家的建造，而神家

的建造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叫那些得

救、受了造就的信徒，配搭、建造在一起，成

爲祂的居所。所以我們需要顧到神家的建造，

（二 14 ～ 17，）正如主耶穌在地上，祂工作

的中心乃是建造神的家，因此祂爲神的家心裏

焦急，如同火燒，使徒更是如此，他們爲着建

造神的家勞苦工作。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自私，

而不顧到神的家，我們若是看見事奉是為着神

的家，我們就會脫離自己，脫離自私，來顧到

神家的建造。（腓二 21，該一 2 ～ 11。）

負擔應用
　一、啟示的事奉乃是人碰着神，蒙了神的光

照，受了神的啟示，從神那裏得着靈裏的負擔，

而有的事奉。 我們需要更多的到主面前去，倒

空自己，求主光照我們，除去所有的帕子（包

含自己的想法，看法，或是照着遺傳和規條，）

使我們悔改轉向主，從主蒙拯救而脫離天然的

事奉而進一步得着異象和啟示。無論祭司事奉

或利未事奉之前，都操練先有禱告。

　二、看見我們只不過是身體上的一個肢體，

我們需要配搭，無論傳福音、餧養新人和所有

的事奉都需要和別人配搭，都在活力排的原則

裏，藉着彀多徹底的禱告和親密徹底的交通，

脫離單獨或獨立，調進身體裏，使事奉有真正

的衝擊力。

　三、顧到神家的需要，脫離自己，不自私，

先為着神的國和神的義，緊緊跟隨召會的行動。

身體的需要，永遠擺第一。個人得失不要緊，

神的旨意當留心。此外也操練在財物奉獻上忠

信。（羅友駿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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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生活的建立 (一 )傳福音的本分與生命 

傳福音的本分

　首先我們要確定的看見，傳福音不是一般人

所說的傳道，乃是結果子。一般人說的傳道，

那是傳道先生作的。但結果子乃是每一個得救

之人的事。聖經說，我們每一個得救的人，都

是主那一棵真葡萄樹上的枝子。（約十五 1 ～

2。）枝子惟一的本分就是結果子。傳福音既是

結果子，就是一種本分。所以傳福音並不是一

種專門的人所作的專門行業，乃是所有的基督

徒天天應該盡的一種生活上的本分。沒有人可

以把傳福音當作一個行業，每一個得救的人，

都要把傳福音當作日常生活裏的一個本分。

　聖經用葡萄樹說到我們與主的關係，是很有

意義的。我們知道在各種樹當中，有的是專為

開花的，像桂樹，櫻樹都是。有的是專為作材

料的，像松樹，檜樹都是。還有的，不為開花，

也不為長材料，乃是專為結果子。在這類樹中，

最明顯的一種，就是葡萄樹。誰都知道葡萄樹

一點沒有法子作材料，牠的枝幹，連燒火都沒

有多少用。同時，葡萄樹的花幾乎等於沒有，

因為牠的花非常小，並且開的時間也很短，是

不值得玩賞的。所以葡萄樹完全是為着結果子。

別的結果子的樹，像桃樹，梨樹，不但果子可

以喫，所開的花也相當有觀賞價值，並且有的

還能作木材。惟獨葡萄樹，開花不值錢，作材

料更沒有用，專專是為結果子的。

　聖經用過好多種樹說到主耶穌。比方在雅歌

書裏，說主是蘋果樹，（歌二 3，）那是重在說

到主自己怎樣結果子。但是特別說到祂和我們

關係的，乃是葡萄樹。我們是主耶穌身上的枝

子，不是主耶穌作別的樹身上的枝子，乃是主

耶穌作葡萄樹身上的枝子。而葡萄樹上的枝子，

就是為結果子，結果子就是葡萄樹枝子的本分。

葡萄樹的枝子沒有別的事可作，只有這一個本

分，就是結果子。因此，我們既是主這葡萄樹

上的枝子，我們的本分也就是傳福音，救罪人，

結果子。
傳福音的生命

　傳福音不僅不是一個行業，也不僅僅是一個

外面的行為，傳福音乃是裏面一個生命的故事。

我們都知道，甚麼樣的生命，就有甚麼樣生命

的故事。魚能游在水裏，鳥能飛在空中，那個

游，那個飛，都是一個生命的故事。照樣，所

有的樹能結出果子，也都是一個生命的故事。

沒有一種樹結果子是外面的行為，而不是裏面

生命的故事。果子雖是顯在樹外面的一種東西，

卻是樹裏面一個生命的故事。傳福音既是結果

子，也就是一個生命的故事。弟兄姊妹要看見，

我們每一個得救的人，裏面那一個重生的生命，

是有種種故事，種種特性，種種功能的。其中

有一個特性，有一個功能，就是要傳福音，非

傳福音不可。基督徒有一個特別的性能，就是

要傳福音。這不是基督徒的愛好，乃是基督徒

的生命。

　比方一隻貓，你不要牠捉老鼠是不行的；一

隻狗，你不要牠叫也是不行的，這些都是生命

的特性，生命的故事。同樣，基督徒傳福音，

也是由於裏面生命的特性。所以難怪無論在甚

麼地方，每逢的召會要傳福音了，弟兄姊妹總

是非常響應，甘心費財費力。這沒有別的，就

是因為大家裏頭的這一個生命，乃是一個傳福

音的生命。

　基督徒裏頭的生命，不光是一個聖潔的生命，

一個仁愛的生命，一個溫柔的生命，也是一個

傳福音的生命。你可以試試看，你不傳福音，

裏頭定規不舒服，不快樂；反過來，你若傳了

福音，裏面定規喜樂，舒暢，因為你順了裏面

生命的自然。一個基督徒要想作得好，必須讓

裏面的生命自然發展，讓這生命的特性和功能

自由彰顯出來。而你一讓生命發展彰顯出來，

你就非傳福音不可。

　所以不要有一個觀念說，我現在自己入教了，

應該也帶別人入教。也不要以為說，召會鼓勵

大家傳福音，我既是召會的一分子，也應該傳

福音，所以就去傳罷。如果傳福音是這樣的話，

那就不是生命的自然表現。我們必須抓住一點，

基督徒傳福音不是一個宗教的活動，甚至也不

是一個敬虔的行為，基督徒傳福音完全是一個

生命的故事。( 摘自初信課程，第二十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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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帳幕的豎板（二）　

　尺寸：每塊豎板寬一肘半，與約櫃的寬和高相同。約櫃長二肘半。這意思是說，約櫃的尺寸都

是半個單位。每塊豎板的寬度也是這樣。三肘的一半表明每位信徒都是一半，需要與別人配合，

好形成三肘，為着神居所的建造。

　我們這些豎板，沒有一個是完全的。在召會生活中，就像在婚姻生活裏一樣，我們都是一半。

我們是一肘半，需要別的豎板來構成一個完整的單位。在召會生活中，與別人配搭，與別人配合

實在不容易。我們惟有經歷皂莢木包上金子，纔能彀與別的豎板配合。

　數字：二十四節很難瞭解：『板下方要雙的，板頂端要完全連於一個環子；兩塊都要這樣，用

於兩個拐角。』雖然我們無法瞭解拐角豎板的所有細節，但我們能彀寶貝這些豎板是成雙的屬靈

意義。拐角乃是轉彎的地方。每當主的行動有了一個轉彎，就需要成雙、堅固、加強。（摘自出

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九十七篇）

　　      　－書介－

　書房第四十七梯次基本訂戶將於六月中的最後一次發書後屆滿，即日起，我們開始徵求第

四十八梯次中文新書、晨興聖言暨『職事文摘』基本訂戶。自本期開始，基本訂戶將內含新出版

的『職事文摘』期刊 ; 該刊內容取材自本書房所出版之倪柝聲與李常受著作，分真理、生命、事奉、

福音等專欄，為因應各地聖徒在召會生活中多面的需要，舉凡真理的認識、生命的經歷、召會的

事奉、福音的傳揚等，提供相關信息，適用於個人閱讀、福音接觸、家聚會餧養、排聚會追求、

以至於召會禱告事奉聚會或主日區聚會，期以職事話語的豐富供應，使召會生活的內涵更得充實。

此外，『唱詩人』期刊的內容亦併入其內。

　第四十八梯次費用續訂戶及新訂戶每戶均豫繳 1,500 元，各種書刊均以六折加稅優惠價供應與

訂戶。此外，凡加入本梯次基本訂戶者，將有資格獲贈電子版基本訂戶書刊。請於 6/20（一）前

向各區書報服事者登記並繳費。贈送電子版基本訂戶，申請資格與辦法如下 :

　一、申請人為第四十八梯次之基本訂戶。

　二、訂戶個人經由書房網站（www.twgbr.org.tw）直接申請。6/25（六）前申請者，可於第

           四十八梯次第一次發書時，取得電子版基本訂戶書刊。

第四十八梯次中文新書、晨興聖言暨職事文摘基本訂戶徵求

基本訂戶新書簡介－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福分與地位

　以弗所書前三章論到召會作為基督的身體，在基督裏所得的福分與地位；這是全本聖經裏最深、

最高、最奧祕的啟示。這卷書是從神說起，從永遠的眼光，並在我們天然觀念之外，向我們揭示

神在已過永遠裏的計畫並在時間裏的作為，給我們看見召會是如何產生並建造的。

　我們要看見這啟示，並經歷其中的種種，就需要使徒在這卷書一章與三章裏為召會得啟示以及

為召會求經歷的禱告，使我們眼睛得開，更被加強到裏面的人裏，至終被充滿，成為神一切的豐

滿。

　在第三章末了使徒向神的讚美，說出使徒高超的願望，以及對神定旨之完成堅定的信心。我們

若肯照着這卷書的啟示有所求、有所想，神必能極其充盈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本書係李常受弟兄於一九五三年九月至十月，在台北的訓練中帶領查讀以弗所書前半部的記錄

編輯而成。（後半部的信息，另刊於『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聖靈裏的生活與職責』一書。）

　　     　－基本訂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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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配合台灣南區眾召會書報展，鼓勵聖徒起

來追求書報，出代價買真理。以下就是眾聖徒

推薦，影響其屬靈生命的書報。

　王訓誠弟兄：第一推薦【生命讀經】，這是

屬靈糧倉，幫助我們把整本聖經作透徹的生命

研讀。陳明真理，供應生命，引人進入對神聖

經綸的豐富領會與享受裏，這套書實在是今日

聖徒最需要之屬靈書報。第二，我推薦【如何

享受神及操練】。它幫助聖徒如何禱告享受神，

如何讀經享受神，以及享受神的操練。如詩篇

三四 8『你們要嘗嘗，便知道耶和華是美善的，

投奔於祂的人有福了。』

　吳紀任弟兄：在追求書報的經歷上，在生命

讀經前，頭一本叫我得開啟的是李弟兄早年，

1939 在煙台的查經記錄【世代拾遺】。特別說

到神原初的創造，撒但的來源和終局。這對我

追求聖經真理有很大的開啟，特別是創世記，

約伯記，以西結書以及啟示錄。

　陳良培弟兄：主恢復裏的任何一本書報，我

都推薦！但首推【新舊約恢復本聖經含註解】

以及【生命讀經】！每週個人都會背誦聖經中

某一卷書的主題，以及試着串聯該卷書大綱的

思路，好得着對那卷書的鳥瞰。並針對恢復本

聖經重要的註解，以及生命讀經中相關真理的

精粹發表，時常加以複習，以得着真理的要點。

因為我們需要成為被神新約職事所構成的人。

『倘若你對主認真，倘若你是為着主的恢復來

愛主，也是為着主來愛主的恢復，你必須叫自

己被這新約的職事所構成。』（長老訓練第三

冊 p51)

　王健行弟兄：感謝主！主恢復裏的真理實在

真豐富，每一本書報都好。剛信主時，【聖經

要道】開啟我更多真理，使我打下真理的根基。

推薦大家都來進入。

　吳宗庭弟兄：【聖經之旅】，幫助青少年與

初讀聖經者，追求聖經真理，並從其中得着基

本的開啟與滋養而編寫。舊約六冊，新約九冊，

課程編排深入淺出，以生命讀經為基礎，不僅

有啟示，還能應用在日常生活中，是值得購買

並與同伴或陪青少年及新人一同進入。

　羅友駿弟兄：【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倪

柝聲】是激勵我愛主的啟蒙書，幫助我看見一

個為己無所求，為主求一切的神的僕人，和對

神聖經綸有看見的弟兄。【生命的經歷】，初

得救時幫助我認識生命，並帶我一步一步對付

生命長進的障礙，如了結以往，對付罪、世界，

對付良心，並順服膏油的塗抹等等，此書為我

打下良好生命的根基。

　申鉉相弟兄：【生命讀經】讓我得着生命豐

富的滋養，也讓我看見神的經綸。

　畢凱崴弟兄：【真理課程】，此套書帶領我

有系統的進入真理，並且滿了滋養。

　詹明潔弟兄：【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倪

柝聲】，每次讀都再得激勵起來跟隨主。【新

約總論】: 將聖經啟示完整整理，既有真理豐富，

又有生命供應。

　

　王騰毅弟兄：【活力排的訓練與實行】使我

在實行活力排的事上有很大的突破，幫助我走

上神命定之路。【包羅萬有的基督】使我對基

督有主觀的經歷，並擴大我對基督的享受。

　李永茂弟兄：我推薦【主的恢復－喫】。在

學時一位弟兄推薦的啟蒙書。每當我輭弱，不

知如何往前時，藉本書使我異象再被更新，重

新得力。

　吳許瀞月姊妹：【工作的再思】，因着之前

有追求過此書，以後服事遇到瓶頸，書中的亮

光浮現，就引導我走了正途。

　王林美善姊妹：【聖經】是我從小到大最常

讀的一本書，尤其是四福音書，每次看到主耶

穌為人生活的榜樣，都很受激勵。【九種人的

需要】、【一個在神計畫中的青年人】這兩本

我也很推薦。看見主在每個時代都是使用青年

人來轉移時代，定準青年人的方向。另外很受

【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倪柝聲】一書激勵，

在走主的道路上，無論是事奉，婚姻和財務，

弟兄都是向主忠信絕對的人。

好書推薦　開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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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彩虹姊妹：【生命讀經】不僅是解開的真理，

更滿了生命的亮光，每次進入都使我被滋養，

也使我一再的在主話中受引導。【今時代神聖

啟示的先見－倪柝聲】，愛主的榜樣，每看一

次，就使我再被前面弟兄愛主的榜樣激勵。

　蔡濱如姊妹：【讀經之路】，人在神面前要

把聖經讀得好，有兩個基本的條件：一個就是

人必須對，人必須有訓練；還有一個就是方法

也必須對。我們必須看見是人在先，方法在後。 
人如果不行，方法就沒有用；人如果行，所有

好的方法就都能用（讀經之路 p34）。以往讀經

讀不懂，原以為是方法不對，但藉着【讀經之

路】的幫助使我看見，讀經要讀得好，首先是

我們這個人必須是對的人。這個觀念實在是幫

助我，需要注意我這個人的所是和我的靈，勝

過我用甚麼方法讀聖經，好使基督能沒有攔阻

的啟示在我的靈裏。

　

　王王玉蘭姊妹：【生命讀經】，享受解開的話，

使屬靈的胃口被開始，更渴慕主的話。

　　       －書報－

　陳善美姊妹：當我輭弱的時候，【大本詩歌】、

【補充本詩歌】能彀進到我的內裏，撫慰我閉

鎖的心。無論我處於何種景況，藉着柔細的詩

歌，祂能帶領我往前。

　朱玟蒓姊妹：【李常受文集】，看見一位事

奉主的人不違背從天上來的異象。自始至終不

改變他『得勝的腔調』，忠於他所看見的異象

和啟示。啟示加上苦難等於生命的職事。感謝

主賜給我們生命的榜樣 !

　郭佩甄姊妹：【生命讀經】，李弟兄正直分

解神的話，讓我受到教訓之風引誘時，能不隨

風飄蕩。

　車惠軒姊妹：李弟兄說我們若讀完五百篇生

命讀經，我們的生命一定會有變化。我愛【生

命讀經】。我也愛【倪柝聲文集】。每當屬靈

光景不正常時，一讀【倪柝聲文集】，就蒙光照，

看見自己是個墮落極深的罪人兼死人，和我身

處在一個全然與神敵對的世界與世代。（待續）

至 5/1 受浸人數累計 

101 王素治、于浩恩、于浩榮、林以琳、吳家駒 102 吳冠穎、陳士勳 302 劉和宗、黃耀庭、李宗翰

303 楊上德 311 戴源 402 邱雅惠 502 林森彥、王秀如 602 丁羽柔 604 陳郁婷 704 鄭黃足英 801 許秀

枝 901 楊崇義、吳盈蓁、吳婉華、陳伍姿蓉、李柏陞、機建興、蔡宗翰、黃明莉、黃品齊、李泰明、

劉瑞棠、王宏仁、張思涵、郭建鑫、蔡泯瑄、林亦竼、鍾銘錡、陳永裕、陳志吉、林璡瀚、吳慧娟、

謝沛頤、黃市松、黃則勝、黃陳金葉、莊家融、蘇心彩、楊英雀、楊雅婷、吳天平、黃貴英、張飛龍、

劉崑山、楊翁素華、黃明和、黃海榮、林雪蓮、楊茗 902 李鈺蓉 1001 王淑英 1002 王國璋 1003 楊

丁貴 1201 周謝絮、王何金蓮 1301 劉承彥 1303 黃莉涓、洪春連 1402 王陳淑貞 1403 蔡適澤 1601
王勝暉 1602 王瓊儀（共 70 人）

受浸分享

吳冠穎：內心感受到了平靜。陳伍姿蓉：歡喜心，在大家庭很快樂。李柏陞：全身被浸到水裏，

感覺好像重生了。黃明莉：真歡喜！黃品齊：覺得隆重及開心。郭建鑫：平靜的感覺－心平氣和。

李鈺蓉：平安喜樂。王瓊儀：對於自己的受浸很感動，終於能彀成為神的兒女，在祂的愛中享受、

成長、回歸主。劉承彥：開心。

　　      　－受浸－

大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總計
人數 21 14 25 10 4 23 14 3 60 17 4 4 17 13 3 7 239

新人介紹

仁德開展　青職福音月　大專基礎造就　青少年福音月　結果子榮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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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晨興聖言「春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建造召會的事奉」第 3 週。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主日聚會「真理課程」二級卷三第 35 課上半「在三一神的恩典裏經歷基督為子（六）」。

　　 4. 書報追求 「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福分與地位」第 5~6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

　　　  第 139~140 篇。

　  5. 背經進度「歌羅西書」，西 1:28 ～ 1:29
西 1:28  我們宣揚祂，是用全般的智慧警戒各人，教導各人，好將各人在基督裏成熟的獻上；    

西 1:29  我也為此勞苦，照着祂在我裏面大能的運行，竭力奮鬥。

Col  1:28   Whom we announce, admonishing every man and teaching every man in all wisdom that
                  we may present every man full-grown in Christ;
Col  1:29   For which also I labor, struggling according to His operation which operates in me in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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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 主日 ) 口利 27:1-34 口路 5:27-6:16  口路 6:12
5/09( 週一 ) 口民 1:1-54 口路 6:17-38  口路 6:37
5/10( 週二 ) 口民 2:1-34 口路 6:39-49  口路 6:45
5/11( 週三 ) 口民 3:1-51 口路 7:1-17  口路 7:13
5/12( 週四 ) 口民 4:1-49 口路 7:18-23  口路 7:22
5/13( 週五 ) 口民 5:1-31 口路  7:24-35  口路 7:27
5/14( 週六 ) 口民 6:1-27 口路 7:36-50  口路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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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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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 週一 )
 5/10( 週二 )
 5/11( 週三 )
 5/12( 週四 )
 5/13( 週五 )
 5/14( 週六 )

全召會成全聚會暨專題交通
1. 時間：5/15（主日）15:30 ～ 16:45 成全聚會，16:50 ～ 17:50 專題交通。

2. 地點：裕忠路會所。

3. 聚會場地：真理班－大會場；生命班－ B201 室；事奉班－中會場；專題交通－大會場。 　

　註：真理班聖徒請帶舊約聖經，並豫讀出埃及記 27:1~8，30:1~21 及生命讀經第 147 ～ 152 篇。

  事務服事總管：王瓊賢 0916-785-507、賴錦富 0939-247-896
    電器：一大組，交管：五、十五大區，兒童：十、十六大區。

全召會福音聚會　時間：6/18（六）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大區 四大區集中主日聚會　  時間：5/15（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十五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5/10（二）20:00，地點：新興路會所。　　

外地聖徒來訪 頭份、造橋召會　  時間：5/21~22，接待大區：青年照顧區。

　　　　　　   台北市召會 42 會所  時間：5/21~22，接待大區：北台南照顧區。

全召會青職集中成全相調
時間：5/8（主日），16:30~21:10，（18:20~19:10 用餐相調）。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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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戴冠璋弟兄夫婦、周永分弟兄夫婦－1.能用法語牧養小羊的牧者。2.目前

        正在持續牧養之渴慕真理的尋求者得着穩固 。

    德國：因移民潮移至德國的福音接觸，家聚會中的餧養，新人得堅固 。

    柬埔寨：吳教安弟兄夫婦－大專工作，學生受成全成為中幹，盼年底能成立學生區。

　土耳其：簡晨光弟兄－聖徒們能恢復一年讀經一遍，以及天天晨興的生活。

  台南市召會
    禱告聚會：各小區參加禱告聚會的人數增加，使召會成為禱告的殿。

    經營小排：以小排力量傳福音並托住現有聖徒、久不聚會聖徒及新人；人人盡功用、事奉。

    福音出訪：與活力伴，各小區或各大區建立週週走出去傳福音接觸人，發福音單張的生活。

    牧養新人：每人有2～3位牧養的小羊，建立家聚會，並與活力伴禱告，逐漸形成新排。 
    仁德開展：為已過仁德開展得救新人52位，繼續接受餧養，並過正常的召會生活。

    青職：為青職福音月受浸得救的青職，能成為常存的果子。

    大專：全台考上台南大學院校大一新生入住弟兄姊妹之家。

   青少年：青少年操練讀經、禱告、唱詩並傳福音的神人生活。

　    國三會考：

  賴明綸、李新平、柴俊豪、鍾詠年、蕭承恩、甘家恩、王勝軍、劉奕辰、秦宇 凡、郭欣綾、

    張昀詩、林妤萱、羅苙娗、劉映瑢、王思文、周柏銘、黃義軒、葉傳宇、陳鈺綺、陸瑋恩、

    孫學暐、杜潔茵、王得榮、李宜紘、蔡欣學、蘇怡瑄、張子勤、陳韋杉、許佩甄、曹顯榮、

    蔡旻綸、趙雅琪、鄧家昱、康育誠、鍾青樺、張承新、吳晏涵、呂婕羽、楊博策、陳以新、

    陳凡愷、張博凱、郭庭羽、林泓儒、黃靖淳、李健弘。

　兒童：80家打開兒童排，500兒童過召會生活。

    －代禱事項－ 

  －報告事項－

＊2016年全召會主日人數目標：2000人，小排聚會人數目標：1800人，得人目標：受浸700人。

 暑期兒童品格園
1. 時間：7/6（三）至 7/9（六）。

2.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生（限額 300 人）. 
3. 費用：1000 元。聖徒孩子以邀到同學參加者優先錄取，額滿為止。

4. 報名窗口：蔡湫雁姊妹（0955-354-629），報名表請至召會網頁下載。

 兒童教育系列講座：此講座專為提供福音家長接觸召會而舉辦，亦歡迎聖徒家長報名參加
1. 主題：品格活出來。

2. 時間：5/28（六）10:00 ～ 11:30（9:30 開始報到）

3. 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4. 報名窗口：黃雅欣姊妹（0933-071-217，shinerdaisy@gmail.com），敬請廣邀福音家長及兒童

      參加。請以小區或大區為單位彙整名單後，交給黃雅欣姊妹，詳細資訊請參閱 DM。

 全台大學院校教職聖徒相調聚會及論文研討會
時間：5/20（五）19:00 ～ 5/22（主日）中午，地點：關子嶺統茂溫泉會館。

全台國殤節特會暨禱研背講追求
 時間：6/3（五）10:00 至 6/4（六）中午。地點：中部相調中心。費用：每人 800 元，車輛自理。

 台灣南部眾召會書報博覽會暨召會生活展覽
時間：5/14（六）9:00 ～ 17:00，地點：裕忠路會所。電子產品含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均有

特惠方案，歡迎至書報室索取刷卡訂購單。

   全召會歌羅西書第一章背經會考
會考時間：5/15（主日），地點：各小區。範圍：歌羅西書主題及第一章經文。請各小區於 5/8（主

日）前與執事室確認考試人數，兒童背經進度與會考時間，與全召會同步實施。

書報　中文基本訂戶第四十七梯次發書－職事文摘第一卷第一期，已發至各小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