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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升天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作』信息要點

第八篇 憑着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賽程，望斷以及於耶穌，
就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與成終者，而在基督天上的職事裏與祂合作
前言
這次訓練裏論到關於與升天基督天上的職事合
作，主把我們帶到了這些屬天事物的細節裏面。
看見基督乃是那一位牧長，是羣羊的大牧人，祂
是我們的帶領者，是我們的救主，要繁殖祂自己。
作爲復活升天的基督，祂要繁殖祂自己。並且祂
也是那憐憫、忠信、尊大的大祭司，要給我們柔
細、周全的照顧，特別是藉着祂的代求來照顧他
們。然後，看見祂是真帳幕的執事，將這位屬天
的基督供應給我們，使我們能彀實行召會生活，
來彰顯祂並代表祂。我們已經看見了，也領受了
這麼多事物，在本篇告訴我們該作甚麼呢？我們
的態度該如何呢？我們必須憑着忍耐奔那擺在我
們前頭的賽程；並且有一個態度，就是望斷以及
於耶穌，祂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與成終者。

真理要點
壹 『所以，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
如同雲彩圍着我們，就當脫去各樣的重
擔，和容易纏累我們的罪，憑着忍耐奔那
擺在我們前頭的賽程』－來十二 1：
雲彩是爲着引導百姓跟隨主，並且主是在雲彩
中與百姓同在。一切有信心的人，就是召會裏的
人，都是雲彩；尋求主同在與尋求主引導最好的
路，就是到召會裏來。我們旣是有信心的人，就
是今天的雲彩，人只要跟隨我們，就可以跟從主；
凡尋求祂的人，都能在我們中間得到祂的同在。
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一個賽程，所有得救的基督
徒，都必須奔跑這賽程，好贏得獎賞；這獎賞不
是指一般的救恩，乃是指特別的賞賜；使徒保羅
已經跑完這賽程，贏得了獎賞。一個奔跑的人，
必須脫去各樣不必要的重量，纏累人的重擔，和

纏累人的罪，使他們沒有障礙，以贏得競賽。我
們需要憑着忍耐奔跑，求主引導我們的心，進入
神的愛，並進入基督的忍耐（帖後三 5）。

貳 『望斷以及於耶穌，就是我們信心的
創始者與成終者；祂爲那擺在前面的喜樂，
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寶
座的右邊』—來十二 2：
我們需要望斷以及於耶穌，從其他各種目標轉
離，以專一的注意力注視祂；耶穌是信心的創始
者、發起者、開創者、源頭和因由，也是信心的
成終者、完成者、完全者。祂就像巨大的磁石，
吸引所有尋求祂的人歸向祂。信徒的信實際上不
是他們自己的信，乃是基督進到他們裏面作他們
的信（羅三 22）。信是一種質實的能力，是第六
個感官，我們乃是憑這官能，把未見之事或所望
之事質實出來（來十一 1）。信乃是信神是，人
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不能使神快樂。耶
穌爲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
字架，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我們若仰望祂這奇
妙且包羅萬有的一位，祂就要把天、生命和力量
供應我們，將祂的所是傳輸並灌注到我們裏面，
使我們能奔跑屬天的賽程，在地上過屬天的生
活，帶我們走完一生的路途，領我們進榮耀裏去。

負擔應用
一、天天接受信的傳輸：藉着呼求主，向主禱
告，並禱讀主話，來接觸這信的源頭，就是接觸
活的主，也就是那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的神。
二、週週堅定持續叩訪：我們是信的人，也是
奔跑賽程的人，藉着叩訪湧流生命，成為今天的
雲彩，凡尋求祂的人，都能在我們中間得到祂的
同在。（許世昌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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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的職事與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作
壹 彼得對主要他餧養主的小羊並牧養
主的羊這個託付，印象非常深刻
一 告訴信徒，要歸向基督作他們魂的牧人和
監督
彼得對主的這個託付印象非常深刻，以致在他
的前書裏，他告訴信徒，他們好像羊走迷了路，
如今卻歸到他們魂的牧人和監督（基督）了。（彼
前二 25。）基督牧養祂的羣羊，包括照顧他們
外面的事物，以及他們內裏的所是，就是他們的
魂。祂藉着監督他們的魂，而照顧有關他們魂的
事。
二 勸勉長老要牧養神的羣羊
彼得勸勉長老，要牧養他們中間神的羣羊，好
使他們這些忠信的長老在牧長顯現的時候，得着
那不能衰殘的榮耀冠冕。（五 1 ～ 4。）
三 基督天上的職事主要的是牧養神的召會
彼得的話指明，基督天上的職事主要的是牧養
神的召會，就是祂的羣羊，結果帶進祂的身體。

貳 使徒職事與基督天上職事合併的
主要目的和目標
使徒職事與基督天上職事合併的主要目的和目
標，乃是要建造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新耶路撒
冷，以完成神永遠的經綸。

叁 在雅歌中，神羣羊的牧養
為着神永遠經綸的主要目的和終極完成而牧養
神的羣羊，這件事甚至在雅歌中也題到。在這卷
書中，基督牧養那尋求祂並追求祂的人。
一 主牧放祂的羊羣，為着滿足和安息
雅歌一章七節上半，尋求者說，『我心所愛的
阿，求你告訴我，你在何處牧放羊羣〔為着滿
足〕？晌午在何處使羊羣歇臥〔為着安息〕？』
二 只管出去跟隨羊羣的腳蹤
牧人回答尋求者說，『只管出去跟隨羊羣的腳
蹤，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帳棚的旁邊。』（一
8 下。）在主這牧長之下，有許多別的牧人。這
許多牧人在他們帳棚旁邊，也就是在他們生活所
在之處，牧放他們的年幼者。

三 在百合花中牧放羣羊
二章十六節說，『我的良人屬我，我也屬他；
他在百合花〔以單一的心，過着信靠神的生活，
而尋求基督的人〕中牧放羣羊。』主一直在牧放
祂所有像百合花一樣的尋求者，照顧他們，餧養
他們並牧養他們，使他們長大。

肆 以牧養的路來傳福音並復興召會
我初到臺灣時，以為那裏沒有甚麼可作的。當
時那裏是一個荒涼的小島。有一天主告訴我，要
從臺北沿着鐵路往南看望聖徒。在那次看望之
後，我有深刻的印象，看見臺灣可以成為主恢復
一個很好的場地。我接受負擔，決定在一九四九
年八月一日召開特會，開始盡職。大約有四、
五百位從大陸逃難到臺灣之各公會的基督徒，參
加了第一天的聚會。
我們記下他們的名字，並且開始牧養他們。我
們把名單分給我們的弟兄姊妹，讓他們去看望。
我們在臺灣的工作，從一開始就實行牧養。每當
我們有福音大會，我們能得到五、六百個名字；
然後我們把所有的名字分給適當的人去照顧。人
多半喜歡有真誠、適當的訪客。這種看望人傳福
音的牧養方式，使人得着溫暖。在臺灣的召會生
活，開始時只有三、四百位信徒，但過了四年，
就增加到四萬人。大多數人不是直接因着我的職
事而得救；他們乃是因着適當的牧養，正確的照
顧而得救的。我們都必須學習這事。
在一九四九年去臺灣之前，我是在煙臺。我每
主日講道，週中就與一位年長弟兄一同出去看望
新人。我們受到每一家親切的歡迎。我們到的時
候，他們會把家人召聚來。在短時間之內，煙臺
就有一個真正的復興。
我又決定在會所設立廚房，每次邀請二、三十
位聖徒在一起喫飯交通。僅僅半年多一點，我就
請過召會所有的人喫飯。那時在煙臺的召會，至
少有五、六百人。這種牧養把整個召會挑旺起來。
我們也該邀請人到家中喫飯，但不是請熟識的
人，乃是請新人。在煙
臺的復興，乃是因着這種牧養而發生的。（約翰
福音結晶讀經 第十三篇）

－生命讀經－
2017.06.25
民數記生命讀經導讀 ( 十六 ) 爭戰—關於約但河東之地
壹、本週進度：民數記生命讀經第四十五至四十七篇，民數記第三十二章
貳、信息導讀：
本週我們接着來看民數記第三十二章，說到關
於約但河東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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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第二，他們要備妥兵器，行在以色列人前面，
流便和迦得二支派的請求
直到把眾人領到他們的地方
民數記末了的五章，記載着關於安排美地的分
這話指明他們以為自己很能幹，能把所有的百
配。在三十二章，關於安排美地分配的第一件事， 姓帶到他們的地方。他們憑着自信，敢這樣的許
就是流便和迦得二支派請求摩西將約但河東之地 諾。但他們應該說，『直到主把他們領到他們的
賜給他們為業，使他們不過約但河。（5。）
地方。』

因着他們所有的和他們所看見的
兩個支派是因着他們所有的（極多的牲口）（民
三二 1）和他們所看見的（適於牧放牲畜之地）
（民三二 4），而有這樣的請求。這是他們選擇
的理由。
我們要學習不考慮自己面前的所有或所是，只
把我們的未來交在主的手中。我們應當甘願放棄
自己的選擇，並告訴主，我們沒有自己的選擇。

摩西的責備和警戒
『摩西對迦得子孫和流便子孫說，難道你們的
弟兄去打仗，你們卻留在這裏嗎？』（民三二
6。）摩西在這裏責備他們的自私。

兩支派的許諾
第一，為牲畜壘圈，並為婦女孩子造城
他們顧到自己的牲畜和婦女孩子，卻似乎沒
有想到其它支派的牲畜和婦女孩子。（民三二

第三，他們不回家，直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
己的產業，並且不得約但河西的產業
這聽起來很公平，但這仍然是他們自己的選
擇，所以不是最好的安排。
在主的恢復中，我們若不為自己選擇，只把選
擇留給主，我們中間就不會有任何難處。然而，
我們若自己選擇，至終就會有難處和痛苦。我們
要學習不跟隨流便和迦得，而跟隨那些讓主為他
們來選擇的支派。我們要等待抽籤，不要自己揀
選。（摘自民數記生命讀經第四十二至四十五
篇。）
參、復習問題：
一、流便和迦得二支派的請求為何？為何他們會
有這樣的請求？我們該如何經歷並應用？
二、流便和迦得二支派的許諾為何？我們該如何
經歷並應用？

－初信成全－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呼求主名，閱讀主話，遇見基督這真光
在初信成全的課程中，使我更認識主 ! 尤其是
呼求主名，看似簡單的一句話，卻能讓我克服困
難，並溫暖我的全人！
以前我幾乎不太主動閱讀書籍，但聚會裏我發
現到聖經的話滿有力量，因此我開始主動去閱讀
聖經。
在受浸的事上我考慮很久，但後來讓我下決定
要受浸的原因是－我與基督這真光的相遇 ! 祂的
顯現讓我驚訝，我深切感知到祂的存在，我摸到

祂對我的意圖是為着守護我，那是一種溫暖與安
心 ! 因此我願意完全地信靠祂。因此，在主日的
初信成全中，我就決定受浸得救了！完全歸入真
光，成為光的兒女！（501 區 黃榮陞弟兄）

初信成全班（青年路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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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弟兄們同晨興讀主話，週週出訪傳福音

『哦！主耶穌，我是個罪人，卻能讓我受祂的
這八週的初信成全，我摸着清理舊生活的信 憐憫和得恩典。』讓我在二大區的弟兄姊妹中成
息，在帖前一章九節說到，離棄了偶像轉向神， 了被代求的那一位，能彀來到施恩的寶座前得蒙
來服事又活又真的神。在我得救前，我和家人都 拯救。接着又在弟兄的牧養下，開啟了屬靈胃口，
是跟着別人信其他宗教，在我家有一些偶像和宗 纔發現原來要讀的不是一本聖經而已。因為這不
教書籍。得救以後，藉着信息的幫助，我知道這 只是一本書，而是一個重生的生命所需要的靈奶
些都要棄絕、打碎、燒燬，好叫人看出我是信主、 和靈糧。在弟兄的研經帶領下，更多的來享受主
愛神屬神的人。
的豐富；在弟兄的陪伴晨興下，讓我更多的來追
藉着初信成全，我開始有了晨興讀經的生活， 求主那包羅萬有的豐富。
每週一、四、五、日我都和弟兄們一同晨興。在
而進到初信成全班，纔瞭解這是一個有規律的
晨興中我得着光照，我需要從一早開始就呼求主 進程，讓我清楚得救的景況；讓我認識那又活又
名，讓主作我的新起頭；也使我更加認識聖靈， 真的神。禱告是要用靈來禱告；讀經是要讓我從
讓聖靈充滿並充溢我，就能經歷風、雲、火、金 真理得着啟示；在聚會中是得成全，被建造；傳
銀合金構成在我的裏面。
福音是為着要作主的見證人，放膽講說神的話，
在讀經方面，我從初信成全開始讀聖經，現在 將生命湧流成為一道活水。天天與主交通，讓基
新約聖經經文已讀完兩遍。也與弟兄姊妹週週出 督內住在我裏面。要過奉獻的關，走奉獻的路，
訪傳揚福音，使我被聖靈充滿，滿了喜樂。感謝 以基督為首，把一切主權交給主；一直活在靈中，
主，藉着初信成全給我的幫助，使我過一個正常 在生活大小事上經歷基督的同在，持續過正常的
的基督徒生活。（102 區 薛智剛弟兄）
召會生活。
『應當一無罣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
弟兄們餧養享豐富，好過正常召會生活
帶着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那超越人所
感謝主，讓我能彀來參加初信成全班。在豐富 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衛你們的心
的信息與成熟的弟兄帶領下，使我在主的道路上 懷意念。』（腓四 6~7）不論我們為着甚麼來禱
能彀正確的長大成熟。猶記未信主前，對於宗教 告，我們的禱告都該對準神的權益，對準基督與
總不會有太大的興趣與感覺，只是在碰到問題時 召會－神在地上的權益，以完成神的經綸。基督
去尋求一下安慰，答案的有或沒有，也許很在意 是我們的大祭司，在升天裏為我們代求，願我們
卻也沒甚麼大的改變。而當時所認識的基督教， 眾聖徒如同以巴弗都在禱告中竭力奮鬬，讓我們
對我來說除了一個宗教之外，還要背那一大本聖 都能得以成熟，站立得住，在神的旨意上滿有確
經，想想還是算了。
信。（201 區 張皓傑弟兄）

－得救見證－
自基督來住在我心，喜樂潮溢我魂
離棄偶像轉向又活又真的神
我小時候出生在台南市鬧區南都戲院附近一個
傳統、普通的家庭。從小戶口名簿的信仰欄就寫
着『道教』二字，我不明白那是甚麼意思，直到
長大一點纔知道，那是源自老子道德經。加上我
家是作生意的，所以我從小就常常跟着大人到廟
裏去拜，幾乎每一間廟宇我都去過，基本上也甚
麼都拜，聽人說是神的就拜，是鬼的也拜，著名

的歷史人物也拜，甚至石頭也拜、樹頭也拜，連
出國旅遊也跟着人們到處拜。其實我也不知道在
拜甚麼，只知道生病、不順、大考、小考、尤其
是拚聯考，就要趕快去拜，反正大家說有拜有保
佑，有拜有平安。
一直到我服完兵役出了社會，我的第一位老闆
就是一位基督徒。看到他總讓我想到小時候對基
督徒同學的印象，總是笑容滿面，似乎無憂無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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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的家庭與孩子們看起來也非常和樂，整體
印象還算不錯。
我是受第二位老闆的感動而得救的，他經常
開會進行到一半，就開始說起他得救的故事。
他邊說邊哭半個小時，就把桌上的衛生紙用掉了
半包。他還說這位創造天地的神如何為他死，並
在三日後復活，如今住在他的靈裏作生命…。想
不到，一次、兩次、三次，我慢慢從老闆流淚的
表情中，看到一種從他心裏真實發出的滿足與喜
樂，那是我和以前所拜的那些偶像之間，未曾有
過的感覺。所以到第四次他問我要不要受浸，接
受這位生命的永活救主時，我想如果這位神是假
的，我頂多今天身體濕十分鐘而已，對老闆也算
是有所交代。但是，如果這位神，真如他所說是
真的，是白白的救恩，是獨一的真神，那我豈不
就大大賺到了？反正怎樣都划算，所以當下沒想
太多就答應受浸了。
那年是九二一大地震的隔年，我住在台中市
區。感謝主，讓我還有生命氣息，接受祂作永遠
的救主。雖然那時三十歲的我，有車、有女友、
有工作，我並不覺得我欠缺甚麼。但是，感謝主 !
真所謂傻人有傻福，神所安排的這一切，着實
拯救了我。 因為神進到了我的裏面，成了我的
生命，見證實在是每天都在發生延續着。就像我
們夫妻被醫生宣布說很難自然懷孕，卻在結婚九
年後，藉着弟兄姊妹的禱告，神賜給我們一個兒
子，這就是一個活活的見證。
從前總認為神是高高在上，但說到鬼魔卻又嚇
得要死，是神是鬼都分不清。現在不用拿香也不
用燒金，更不用被任何忌諱或規條所綑綁。從前
若是煞到總要被抓去『收驚』，現在則是甚麼都
『不驚』，因為現在有這位全宇宙中最大且唯一
的神住在我裏面。祂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最大的
靠山和最深的滿足。使我的人生活得有愛、有平
安和喜樂，也和弟兄姊妹們同過喜樂甜美的召會
生活。（1502 區 蔡滋峰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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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農村長大的孩子，小時候我的父親除了務
農以外，還需到外面作生意。在我的記憶中，每
當父親賺到一筆錢後就會生一場大病，把賺來的

過程中，母親常常帶着我到鄰近村莊去問神明，
（看我們那裏得罪了神，犯了沖），每次都得等
到三更半夜我睡着後，神明纔要求，神明一來就
作勢要打我，說我對神明不敬，媽媽為着護我，
就叫我跪在神明面前求饒。因此，神明對我來說
是『可怕的』，我敬而遠之。
長大後，我與一般人一樣，渴望有個美滿的
家，有老公疼，生二個乖巧可愛的孩子，過着
幸福快樂的日子。因此，我們夫妻倆很努力的賺
錢、投資，希望能快快的達成願望。殊不知，我
們投資的錢不僅賠光，還負債累累。生活和經濟
的壓力接踵而來，夫妻倆更因金錢和理念不同而
吵架，到最後兩人互看不順眼、互不說話。家庭
生活在一片混亂、無望、傷心、痛苦中，我因此
陷入歇斯底里中無法自拔，很想了結自己。但回
頭一想，丈夫不可靠，我還有二個可愛的兒女，
還有希望。殊不知我為着賺錢，孩子從小學畢業
後，我就把他們送到寄宿學校去就讀。長大回來
後，我的兒子跟我如同陌生人，也不和我說話，
我雖用盡各種方法想與他溝通，他卻拒我於千里
之外。與女兒相處時也常因意見不合而大吵，有
次在車上吵到我很想把她丟在高速公路上。常人
說：四面倒戈。天阿！我的生活怎會落到如此地
步？我傷心流淚、感歎。我仰天問神：神阿！我
到底作錯甚麼事？得罪你甚麼？為何要如此對待
我？
直到有一天，有一羣基督徒來到我家，陪我唱
詩、禱告、呼求主名，告訴我：『神就是愛，在
愛裏沒有懼怕，凡事都可對神說。』我纔敞開心，
默默的禱告說：『神阿！賜給我力量和智慧，使
我能喜樂，家庭關係能改善。』藉着這樣不斷的
禱告、呼求主名和讀神的話，漸漸的，我變得喜
樂了。當與女兒意見不和時，我倆就呼求主名，
回到靈裏，彼此互相認罪，最後母女變成無話不
說的好姊妹，也常彼此分享在生活中對神經歷的
點點滴滴。
神的話也常光照我那裏不對。有次我兒子生日
的前一天，我聚會完在回家的途中，神光照我，
讓我想起兒子小時候可愛的樣子，而我以前卻常
因自己心情不好，將情緒發洩在他身上，打他、
罵他。我留着淚，提起筆，痛心的認罪悔改，一

錢花光，甚至需再去借錢來治病。在父親醫病的

字一句的寫了一封信向我兒子道歉。後來有天

自從耶穌來進入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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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起居 (2) 晨晨復興
規律 個人 團體

06/25( 主日 )
06/26( 週一 )
06/27( 週二 )
06/28( 週三 )
06/29( 週四 )
06/30( 週五 )
07/01( 週六 )
(5) 正常聚會
06/25( 主日 )
06/26( 週一 )
06/27( 週二 )
06/28( 週三 )
06/29( 週四 )
06/30( 週五 )
07/01( 週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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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人生活操練表－

傳福音

(3) 定時禱告
(4) 追求真理
個人
團體 讀經進度（兩年讀經新舊約一遍） 禱讀經節
口賽 42:1-25
口來 3:1-6
口來 3:6
口賽 43:1-28
口來 3:7-19
口來 3:13
口賽 44:1-28
口來 4:1-9
口來 4:9
口賽 45:1-25
口來 4:10-13
口來 4:12
口賽 46:1-13
口來 4:14-16
口來 4:16
口賽 47:1-15
口來 5:1-10
口來 5:8
口賽 48:1-22
口來 5:11-6:3 口來 5:14
(6) 接觸人
(8) 聖別用度
(7) 受浸人位
家聚會 守望代禱
開活力家
牧養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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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聖別理財
口全家親子
口讀經小組

（每週兩篇）

口書報分享

進度 1. 國殤節特會晨興聖言「認識生命與召會」第 1 週，「職事文摘」第一卷 第八期－何謂生命，
以神為生命。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6/25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十三課下半。
4. 書報「結常存果子的訓練與實行」第 11~12 篇，「民數記生命讀經」第 45~47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5:7~9
弗 5:7 所以你們不要與他們同夥。
弗 5:8 你們從前是黑暗，但如今在主裏面乃是光，行事為人就要像光的兒女，
弗 5:9 （光的果子是在於一切的善、義和真實，）
Eph 5:7 Therefore do not be partakers with them;
Eph 5:8 For you were once darkness but are now light in the Lord; walk as children of light
Eph 5:9 (For the fruit of the light consists in all goodness and righteousness and truth),
我在作家事洗陽台時，兒子從他房間走出來對我
說，不要那麼辛苦，以後他要幫忙清洗陽台，自
從那天起我們的關係也變好了。
先生也因着我的改變而變得不一樣了。原本各

感謝主，是主耶穌救了我，也救了我的家。自
從耶穌進入我家，我家充滿了喜樂和平安。不僅
全家得救，更因我家的喜樂吸引了我小姑的家，
還有我二伯的媳婦，他們也都信入主，成為喜樂

自為政的兩個人，一說話就吵架。有天凌晨，我
在睡夢中聽到先生在為他工作的壓力喃喃自語，
並準備要出門。那時我雖被吵醒，卻一反常態的
沒有生氣，且和顏悅色的對他說：『我們一起禱
告，相信神會帶領我們的，願神祝福你出入平
安。』他回頭看我一眼說：『感謝主。
』然後房門一關。當下我愣了一下，摀住自己的
嘴巴，不相信自己，疑惑的說：『剛剛那是我說
的話嗎？』還有一次，我要向他拿錢時（以前每
次拿錢時都會吵架），他回我說：『沒有。』為
了不使自己生氣，我轉過頭呼求主名，當我呼求
『哦』時，他竟然接着喊『主耶穌』。

的人。感謝主耶穌，阿利路亞！（903 區 高麗
惠姊妹）

＊徵稿＊
是主的愛，使我們得着祂的救恩；也因着
祂的吸引，帶我們進入召會生活。美地的經
營以及召會的團體神人生活，使我們的生命
得更新、變化、並模成神兒子之形像。
盼望這些過程，不僅僅是我們個人的經
歷，更成為馨香的見證，見證祂的甘甜！竭
誠歡迎您投稿，寫下個人得救故事或召會生
活的蒙恩。字數 1500 字以內，可附照片。
請 e-mail 至召會文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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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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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兒童品格園 日期：7/1~2，報到時間：7/1（六）8:30~9:00，地點：各場次場地。
時間：6/27（二），地點：裕忠路會所長老室。
長青聚會 長青服事者交通
長青聖徒集中聚會

冬季訓練

時間：6/28（三），地點：裕忠路會所中型會場。

豫計日期：2017/12/21~2018/1/2，欲報名者，請與吳豐吉弟兄聯絡，e-mail：
epaphraswu0126@gmail. com。

全台路加集調
全台路加集調開始於 1987 年，今年適逢 30 週年。回顧已往的聚集，主總是藉着那靈新鮮的
說話，更新異象，使我們跟上神今時代在全地的行動。今年的路加集調除了有職事話語的傳輸，
見證的分享，更有分組的交通（校園開展、職場開展與海外開展）。盼望藉此將主在地上的行
動，刻劃在路加聖徒的心上，並成為實際的禱告與行動。竭誠邀請所有在醫療院所、醫學院校
服務、就讀之聖徒（或福音朋友）、親屬與一同配搭服事的弟兄姊妹及負責弟兄們，共同參與。
一、時間：8/12（六）13:00~8/13（主日）中午。
二、地點：台北市劍潭青年活動中心經國紀念堂之群英堂二樓。
三、報名費用：6 人房 / 每人 1800 元，4 人房 / 每人 2000 元，2 人房 / 每人 2400 元，不住宿者，
每人 1000 元。兒童佔床位者與成人相同，不佔床者免費。
四、報名窗口：請向執事室賴錦富弟兄報名繳費。

區負責訓練及姊妹成全信息合輯 每本 25 元，請各區向執事室余周慧雯姊妹登記並購買。
書報 新版新舊約聖經恢復本優惠 優惠至 7/16，請向書報室登記。
新舊約聖經恢復本（皮面金邊 25 開，2500 元；皮面金邊拉鍊 25 開，2800 元。）
新舊約聖經恢復本（簡體字皮面金邊 25 開，1600 元；簡體字皮面金邊拉鍊 25 開，2100 元）

裕忠路會所停車場新建工程
一、停車場新建工程：整合籃球場及部分草坪為停車空間，部分圍牆修建為車輛單向出、入口。
二、施工時間：即日起施工，預計 7/15 完成。施工期間將暫停開放停車使用。
三、工程款項：總計 200 萬元，請聖徒為此擺上奉獻並代禱。

－代禱事項－
全地
法國：1.巴黎召會興起更多聖徒起來牧養；擴大聖徒晨興網，興起本地聖徒有晨晨復興的生活。
2.史特拉斯堡聖徒被加強得穩固，興起金燈臺。
德國：1.法蘭克福，興起牧者（從各地移民和當地聖徒）餧養新人（包括中東移民）及加強校園
工作開展。
2.興起各地聖徒移民至德國開展；聖經發送能迅速發送至德國年輕人手中。

台南市召會
週週出訪：建立福家架構、養成生養習慣－聖徒出外傳福音，餧養新人；受浸新人持續接受牧養。
月月福饗宴：小排月月傳福音，人人盡功用作見證，邀約福音朋友參加。
錄影訓練：請為聖徒時間得釋放，參加各班別的結晶訓練，進入主今時代職事的說話裏。
青職：每年帶一位青職得救，每週餧養二位青職，每週讀三篇生命讀經。
大專：小羊（受浸新人）和新生考上大學能入住台南大專弟兄姊妹之家。
青少年：1.高三畢業聖徒及小排常客在大學階段裏，繼續享受主的救恩，在召會生活中被堅固。
2.七月初高三指考代禱名單：楊宣綸、洪笙峰、劉奕宏、許新晨、陳琦恩、吳又新、
曾子嘉、李愛佳、王宇盈、李承恩、詹敦潔、賴一方。
兒童：暑期兒童品格園的豫備與招生，目標500位兒童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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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