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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負責弟兄事奉交通
時間：7/16（主日）19: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青年照顧區事奉特會
時間：7/16（主日） 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會後愛筵，各家帶菜。
北台南照顧區事奉特會 時間： 7/16（主日） 9:20，地點：麻豆培文國小禮堂。

『二○一七年國殤節特會－認識生命與召會』信息要點

第二篇

生命的認識

前言
在前一篇，我們看見：神心頭的願望就是神要
作我們的生命，好使我們能團體的彰顯祂。這次
特會的負擔是，近來弟兄姊妹越來越多，但召會
裏基督的身量不知有否加多？我們深覺，應該幫
助弟兄姊妹對『生命』和『召會』有認識。召會
是生命的結果，生命是召會的內容。神的救恩完
全是裏面生命的故事；這不是人天然的頭腦所能
領會的。在神的經綸裏，從始至終，神只注意『生
命』這一件事。

憑天然去作，其結果無論是甚麼都是假冒。c. 人
的悖逆。d. 人天然的幹才。
這些難處的出路，只有一個，就是經歷十字架
的破碎。
二、在我們身上主觀的難處：a. 心思的難處。
b. 意志的難處。c. 情感的難處。由此可見，神的
生命從我們身上活不出來，就因我們這個人是難
處。
所以我們需要被破碎，需要天天加強到裏面的
人裏，讓基督安家在我們心裏。

參 我們必須有異象，看見神的生命如
真理要點
何能從我們裏面活出來：
壹 基督作為生命乃是生命樹的實際，
一、領悟並認識神的生命在我們裏面。
生命樹是宇宙的中心（創二 9，約一 4，
二、看見我們天然的人，是神生命的攔阻。
十 10，十四 6，十五 1，林前十五 45 下）：
三、看見自己這個人已經釘在十字架上，並且
一、神的目標乃是生命，神把創造好的人，帶
到生命樹那裏，擺在生命樹跟前。如果人沒有達
到生命，生命沒有進到人裏面，神的創造就沒有
意義，沒有結果。
二、神在基督裏，基督成為那靈，那靈就是生
命；生命就是神自己在基督裏作為那靈的流出，
為着給人享受，使人喜悅滿足。
三、生命就是光，光勝過黑暗，光在神的話裏。
召會所有的美麗、能力、光明，以及召會所能作
的，都是因為裏面有這位是生命的基督作內容。

貳 我們需要看見神的生命在人裏面所
遇到的難處，和在我們身上所遇到主觀的
難處：
一、在人裏面的難處：a. 不認識生命的道路，
不以基督作生命。b. 人的假冒。凡憑基督在你裏
面運行所作的，經過破碎，就是生命；若你凡事

恨惡自己。我們越看見神、認識神並愛神，就越
厭惡自己並否認己。

負擔應用
一、以上好的愛愛主，凡事讓基督居首位。經
歷十字架的功課，讓神的生命有出路。
二、每天讀聖經，讀靈裏面的感覺，讀環境、
遭遇。看見神生命的道路，並走上生命的道路，
認識主的恩典，經歷主的能力。
三、『今天各地召會最需要的，乃是生命的東
西。我們一切的工作和活動，都該是出於生命
的。…願主憐憫我們，開我們們眼睛，給我們看
見，神在這世代裏最中心的工作，就是叫人得着
祂的生命，並在祂的生命裏長大成熟。惟有出於
祂這生命的工作，纔能搆上祂永遠的標準，纔能
蒙祂悅納。』（吳紀任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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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聚會信息－
要學習有人性
正確的顧到神救恩的單位

孩子會喜歡的短歌。如果那一家有小孩，這樣一
要正確的顧到神救恩的單位，我們必須愛那一 首歌會吸引小孩，並且使父母的心輭化。這不是
家裏的每一個人，男的女的，從最年長的到最年 一件小事，因為這可能就是接觸他們的路。我們
幼的，我們都必須愛他們。一個家裏的小孩可能 若忽略一個家裏最小的一分子，我們可能冒犯並
是頑皮、不守規矩的，結果我們可能不想惹他們。 且傷了父母的感覺，使他們不能接受我們的話。
但我們若不適當的顧到這樣的孩子，他們的父母
在福音書裏，有人帶着小孩子到主耶穌那裏
可能對我們不快，而拒絕基督的福音。我們若要 來。門徒想要責備那些人，但主接受小孩子，抱
得着全家，就必須學習愛全家裏的每一種人，不 起他們，給他們祝福。主耶穌似乎把別的事都忘
論是強壯的、輭弱的、健康的、生病的、年輕的、 了，好叫祂能顧到這些小孩子。毫無疑問的，祂
年老的、甚至嬰孩。
是在用這個情況訓練門徒要有人性。今天許多基
當我們去探訪一家人，傳揚基督的福音時，我 督徒盼望像天使一樣，但主耶穌無意要我們成為
們必須學習不要冒犯他們，反而要學習顧到他們 天使，祂只在乎我們有人性。
的需要。我們若不智慧，父母的心可能受傷，他
保羅很詳細的對提摩太交通到如何對待各種不
們裏面的門就會向我們關閉。我們再進一步說甚 同的人。提前五章一至三節說，『不可嚴責老年
麼，都說不進去，無法感動他們。
人，只要勸他如同父親，勸青年人如同弟兄，勸
老年婦女如同母親，用全般的純潔，勸青年婦女
探訪全家需要豫備我們自己
我們都必須學習如何豫備好自己，向人的全家 如同姊妹。要尊敬寡婦，就是那真為寡婦的。』
傳福音；甚至我們的姿態也應當引起他們的尊重。
遷就各種人
在我們說話之前，我們的姿態或舉止會在他們裏
從聖經裏我們看見，為了別人的好處，我們必
面引起一種對我們的尊重。我們可能對那一家的 須學習遷就他們的性格、年齡、性情、甚至他們
青年人說話，但我們的舉止可能影響那一家年長 作事的方法。我們不可忘記，我們出去傳福音時，
的人，這可能使年長的人敞開，接受福音。在 不是僅為個人，乃是為全家。這要求我們學習有
適當的時候，他可能豫備好要與我們談話，因為 人性。在中國作工最有果效的西教士之一是戴德
我們探訪那一家時的態度，引起了他對我們的尊 生（Hudson Taylor），他是中國內地會的創辦人。
重。從這個例子，我們能看見，傳福音給一家人， 中國內地的人非常保守。為了接近他們，戴德生
需要很多的學習。一家人如何肯向我們敞開，乃 採取他們穿著的方式，甚至到了一個地步，頭髮
在於我們的舉止、說話的態度、以及我們對那一 也紮起了中國辮子。這說明他是多麼有人性，許
家每一個人所表現的態度。我們若是認真的為着 多中國人因此而信服。他的一生給我們看見，學
主，就會渴望為着主的定旨得着全家人。我們對 習在舉止上叫人歡喜是多麼重要。
他們必須很有人性，好為主得着他們。

像當兵的一樣勞苦，贏得勝利
當我們去到一家，那裏可能有不同年齡的男
女。我們必須學習如何正當的對待家中的每一個
人。新約將我們這些愛主，為主權益工作的人，
比作當兵的。當兵的打仗，是為要贏得戰爭。他
們行事絕不能像非當兵的，說話、行動都不應當
隨便。他們的行為反映出他們所受的嚴格訓練，
使他們能履行他們的責任。

學習接觸各種年齡的人
當我們進到一個家，我們必須豫備好，使我們
能打開全家每一顆心。我們可能需要學習一首小

走合乎聖經的路
我們必須走合乎聖經的路。主耶穌告訴撒該：
『我必須住在你家裏。』（路十九 5。）我信主
耶穌至少與撒該一家人住了一晚。我們若是很有
人性的在一個人家中住一晚，這會使那一家人向
着基督的福音敞開。我們與他們同住，會使他們
全家得救。
當我們實行這條合乎聖經的路時，我們必須看
見，這是照着主耶穌所設立的榜樣。合乎聖經的
路是非常有人性的。我們若在一切的舉動上學習
有人性，對所有我們所接觸的人就都是便利的。
（神命定之路的操練與實行，第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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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生命讀經導讀 ( 十八 ) 在往應許之美地的行程上所遭遇的阻撓
壹、本週進度：生命讀經第五一至五三篇，民數記第十一，十三，十六章。
貳、信息導讀：
本週我們接着來看在民數記裏，以色列人在美
地的行程上所遭遇三個的阻撓。

以色列人的貪慾
第一，因屬世的口味起了貪慾
民數記十一章五節說，『我們記得在埃及不花
錢所喫的魚，還有黃瓜、西瓜、韭菜、蔥、蒜。』
這裏我們看到神的百姓記起與他們貪慾相合的埃
及食物（屬世的口味）。神的百姓因屬世的口味
起了貪慾。
第二，厭惡神所賜的嗎哪
在十一章六節，百姓接着說，『但現在我們的
魂枯乾了，除了這嗎哪，我們眼前沒有別的東
西。』這指明他們厭惡神所賜的嗎哪，這嗎哪乃
是基督這生命之糧的豫表。這嗎哪味道很好；然
而，那是屬天的口味，不是埃及的口味。百姓不
喜歡神所賜嗎哪屬天的口味，他們厭惡這口味。
結果耶和華極其發怒，用極重的災疫擊打他們。

以色列人的背叛
第一，米利暗的背叛
民數記十二章一至十五節記載，摩西的姊姊米
利暗的背叛。雖然她是摩西的姊姊，又與摩西一
同事奉，但她仍然背叛了摩西。

生命讀經 恢復本經文 上網登錄

神進來對付米利暗的背叛。她被神定罪，遭受
痲瘋的懲罰。米利暗背叛和受懲罰的結果，百姓
的行程被耽延了七天。她的背叛的確是神百姓的
阻撓。
第 二， 可 拉、 大 坍、 亞 比 蘭， 並 神 百 姓 會 中
二百五十個首領的背叛
民數記十六章一至十二節記載了團體的背叛，
就是可拉、大坍、亞比蘭，和二百五十個首領的
背叛。結果帶進神三重的審叛。

以色列人的不信
民數記十三章二十八節至十四章四節說到神所
揀選並救贖之人的不信。在十二個探子窺探美地
回來之後。除了迦勒和約書亞，其餘的探子帶回
惡信。百姓聽見就哭泣了。
神懲罰他們，使他們在曠野飄流，並在那裏消
滅。（摘自民數記生命讀經第五十一篇。）
參、復習問題：
一、以色列人在美地的行程上所遭遇三個的阻撓
為何？其結果為何？
二、在我們的召會生活中，該如何經歷並應用？

－交通－
關於生命讀經進度調整的交通
自二○一四年起，召會開始進入創世記生命讀經的追求。至今，已歷經三個年頭，追求超過四百
多篇生命讀經的信息。如同李弟兄曾說：『我有把握的說，凡是好好讀過五百篇生命讀經信息的人，
必會成為優秀的信徒。』相信凡照着進度追求者，皆都成為優秀的信徒。並且，從二○一五年七月起，
主又帶領我們進入背經的實行。已背過腓立比書和歌羅西書，現正進入以弗所書。藉着這兩項寶貴
的實行，落實主僕李常受弟兄的負擔，將聖徒作到真理裏，因而被真理構成。
為使生命讀經的追求，能與結晶讀經訓練和背經的實行結合。所以，將以新舊約生命讀經追求並
行的方式，舊約生命讀經將配合結晶讀經訓練，進入該卷書的生命讀經。而新約生命讀經則與背經
的實行結合，進入所背經之書信的生命讀經。因此，民數記生命讀經追求之後，將進入以西結書生
命讀經，再進入帖撒羅尼迦前書生命讀經。背完以弗所書之後，接著背帖撒羅尼迦前書。並且為配
合進度，從帖撒羅尼迦前書生命讀經開始，將調 07/16~07/22 07/23~07/29 07/30~08/05 08/06~08/12 08/13~08/19
整每週進度為二篇生命讀經。下半年召會追求進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度表，隨着週訊發至各小區，以供參閱。願主為 08/20~08/26 08/27~09/02 09/03~09/09 09/10~09/16 以西結書
生命讀經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追求進度表
我們擘開生命的餅，使眾聖徒滿享主話的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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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得救脫離撒但的轄制，進入神光明的國裏
我是一位計程車司機，在 2016 年 10 月 3 日那
天，在青年路打工時，遇見兩位基督徒正在傳福
音，要送我一句聖經祝福的話：『賊來了，無非
是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
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十 10）。當時就觸動
了我這浪子的心，因為作生意時會遇到惡客，因
不擅於處理，心情甚是苦惱憂愁。外在環境滿了
仇恨、嫉妒，心靈就被撒但綑綁，而主的話讓迷
途的我得蒙光照。
之後週週和聖徒電話聯繫，但因二次有事沒有
應約，在第三週去安平的途中，就在車上，深入
享受詩歌『愛的真諦』，感動的使我淚水潸然落
下。回程享受『人生的奧祕』和詩歌『主名何甘
甜』，心中雖然感動，但對於進神的國還有些疑
惑，陷入沉思。過了三天，王弟兄約我在青年路
會所會面詳談，他希望我能早日歸入主名，但一
度想拒絕受浸，他卻語重心長說：不希望他的福
音朋友被撒但擄走，所以一定要受浸。
最後我想通了，撒但一直纏着我，主耶穌要拯
救我，為甚麼要拒絕主呢！當下我決定受浸，進
入神的國。『哦！主耶穌！』我開始過召會生活，
參加結晶讀經，也把初信成全的課程心得和家人
分享，家人看見我喜樂洋溢，他們也接受主耶穌，
於是全家就一起受浸。阿們！阿利路亞！（102
區 薛智剛弟兄）

我空白的心啟了激盪。受浸當時進入水裏求主保
守，從水裏起來有如去除一切塵勞，那種重生的
喜樂，心頭激動，高喊『阿利路亞』！
感謝主！自從我成為神的兒女之後，過召會生
活並參與各種聚會，生活感到充實豐盛。因主耶
穌在我靈裏與我同行，只要呼求主名，祂就作了
我實際的供應。感謝主！福音的宣揚，使我的生
命得救贖。讚美主！（302 區 薛永雲弟兄）
我的哥哥薛智剛弟兄受浸之後，參加初信成
全，回來告訴我們生命課程主的話，其中『十個
房間的故事』，我特別有感覺。這個故事讓我知
道，只要敞開自己接受主，撒但的詭計就會失敗。
因為我的心中有仇敵的恐懼困擾着我，也很想跟
哥哥一樣加入召會，就在這個時候有兩位師母到
家裏來傳福音，於是我就受浸進入神的國。
『哦！主耶穌！自基督來住在我心，讓我能擊
敗仇敵，克服恐懼，喜樂潮溢我魂如海濤之滾
滾。』在召會生活裏有禱告聚會、主日聚會、愛
筵，這些聚會裏有好多姊妹，在交通裏使我不再
作外人和客旅，乃是神家裏的親人。阿門！阿利
路亞！（302 區 薛定旻姊妹）

在兒子還沒有遇見弟兄在傳馬路福音時，我們
家是苦惱的過着每一天，實在需要蒙拯救。我弟
兄退休後沉迷電腦象棋，整天對着電腦單項活
自從退休後，我的生活因沒有規劃就顯得懶 動，對周遭的事更是完全與現實隔離，整個人像
散，生活無寄託，每日只能與電腦為伴對弈。除 魂出竅了一樣。我的女兒因為打工遇到口出惡言
了與家人交談外，缺乏社交上的活動，我活着像 的上司，回家也沒有表達自己的困難，生理上一
傻瓜過日子一樣。某日我的兒子回來向家人談道 直掉頭髮，中醫說這孩子要帶去『收驚』。而我
遇見兩位基督徒，說了一句祝福的話：『耶穌來 自己的情況也不好，醫生都說我焦慮，需要去參
了，讓你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當時我並 加教會活動，跟教友走動走動。因為兒子帶領我
不在意，就由兒子自己去作選擇，只要不學壞就 們受浸，進入神的國度，這個家現在充滿溫馨，
行。沒想到這一念頭不但兒子得救，全家都跟着 弟兄在研讀福音講稿，兒子在看創世紀，女兒在
得救。
研讀以弗所書準備下次的考試，我在煮晚餐時回
感謝主，家裏成員四分之三都要歸主名下，並 頭看到這畫面，感謝主，賜我們平安喜樂，『神
參加主日聚會，我也就跟着去。人雖然在召會中， 就是愛，在愛裏沒有懼怕，凡事都可對神說。』
心思卻空白。但當聚會中唱詩歌，讀晨興聖言 （302 區 薛高明婉姊妹）
時，讀到了主是生命的餅，滋養又甘甜；主是生
命的水，流自主寶座；來赴主愛筵，心中常思念，

2017.07.09

5

－兒童－
唱詩歌背經節，禱告交託給主

我有一個女兒，今年三歲，還沒有開始上幼兒
園，但身邊已經有很多的同伴一起學習成長，（因
為從寶寶時期就參加召會的幼幼排）。去年九月
開始參加兒童排，我女兒很喜歡兒童排，每週五
晚上和小朋友來在一起唱詩歌、背聖經經節。老
師每週會帶不同的主題，從生活中的大小事來認
識創造的主，也會藉着故事、活動幫助小朋友建
立良好的習慣，培養好的性格。
有一次的主題是講到正確的飲食－喫出健康，
要小朋友回家練習不挑食。剛好那天教到一處聖
經經節，提摩太前書四章四節：『凡神所造的都
是好的，若感謝着領受，就沒有一樣是可棄的。』
平常我們睡前會練習兒童排教的經節來當作禱
告，所以女兒都會背。有一次喫飯的時候女兒挑
食，我題醒她這句經節並告訴她食物是神所造
的，都是好的，要喫下去！若是平常，我早就拿
棍子出來處罰她了。但感謝主，女兒聽到我這麼
說，就願意喫下食物，在題醒她的時候，這句經
節也同時供應我，把我從怒氣中拯救出來，能彀
心平氣和的讓女兒把食物喫完。
感謝主給我們這麼喜樂的兒童排，每週一首詩
歌，一句簡短的聖經經節，無形中讓我的家庭和
親子生活滿了主的同在，常常哼着優美的兒童詩
歌，口中常說建造人的好話。雖然有些家長認為
孩子還小，無法專心；或者小孩內向，不適合參
加。其實兒童排就像是生活的一部分，小朋友們

來在一起彼此作同伴，大人們也從主的話中得益
處，世上沒有比這更好的團體生活。（802 區
陳詠婷姊妹）
我是住在安南區的福音媽媽黃鳳英，參加兒童
排已有三年半的時間。今年三月時，有姊妹邀約
我一起參加初信成全課程。於是當天晚上我就問
我們家二個孩子：『妳們要跟我一起去參加初信
成全嗎？』一個回答要，另一個回答不要。可是
我想報名參加。於是我先禱告，看看主耶穌怎麼
帶領。禱告禱告着，心裏感覺：幼稚園的跟我去，
小學五年級的，我就請她去仁安路會所聚會。溝
通後，小五的孩子終於答應到仁安路會所聚會，
我也請姊妹們主日時幫我照顧孩子。這時候心裏
放心了，也能好好享受初信成全。這兩個月參加
的期間，謝謝弟兄姊妹們幫忙，也感謝主的保守。
另外一個經歷就是這次兒童品格園原本姊姊是
不想來的，我學習先將所有一切煩惱在禱告中交
託給主，求主帶領，相信孩子一定在兒童品格園
中受成全。結果兩個都一起來了。感謝主！
在這兩個事例中，我經歷在禱告中倚靠神，主
耶穌作我教養孩子的智慧，也摸着召會中姊妹們
對孩子的照顧。也希望大家能和我一樣，帶着孩
子一起參加社區裏的兒童排；這樣，我們就能和
孩子一起在主耶穌的愛裏成長。（802 區 黃鳳
英姊妹）

－受浸－
浸入神的國，成為神家的親人
新人名單
101 張詠翔 102 陳詩勝 201 連詠恩、邱新聖 202
吳柏城 203 連依恩 204 黃品璇 302 賈定佳 303 吳
咨誼、陳新語、曾譯萱 306 葉博軒、尹運威 307
蔡忻恩 405 曾子宸 501 黃榮陞 503 蔡語樂 602 林
思婷、周芳琳、陳筱楓 603 余婉甄、張云妘 604
陳卉姍 704 張博瑞 705 胡林炎 801 莊慧如 802 周
燾琛、林靜宜 903 曾群倫、謝金閔 1011 黃雅瑄
1102 謝碧雲 1103 黃博暘、張星琪 1104 王恩慈
1202 李采欣、張淑雅 1203 周明軒 1401 翁英倫

1402 林坤毅、徐振育、翁霙欽 1403 朱雅萍 1602
張展豐、謝婉琪、王瀞萱 ( 共 45 位 )。

新人（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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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人生活操練表－
(1) 起居 (2) 晨晨復興
規律 個人 團體

07/09( 主日 )
07/10( 週一 )
07/11( 週二 )
07/12( 週三 )
07/13( 週四 )
07/14( 週五 )
07/15( 週六 )
(5) 正常聚會
07/09( 主日 )
07/10( 週一 )
07/11( 週二 )
07/12( 週三 )
07/13( 週四 )
07/14( 週五 )
07/15( 週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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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12
口來 9:5-14
口來 9:14
口賽 57:1-21
口來 9:15-28
口來 9:27
口賽 58:1-14
口來 10:1-18
口來 10:14
口賽 59:1-21
口來 10:19-28 口來 10:20
口賽 60:1-22
口來 10:29-39 口來 10:38
口賽 61:1-11
口來 11:1-6
口來 11:6
口賽 62:1-12
口來 11:7-19
口來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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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週，「職事文摘」第一卷第八期－神對大衛
渴望建殿的回應、兩種的祭、干犯聖所的罪與求問的禱告。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7/9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十四課下半。
4. 書報「結常存果子的訓練與實行」第 15~16 篇，「民數記生命讀經」第 51~53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5:13~15
弗 5:13 一切事受了責備，就被光顯明了；因為凡將事顯明的，就是光。
弗 5:14 所以祂說，睡着的人哪，要起來，要從死人中站起來，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弗 5:15 你們要仔細留意怎樣行事為人，不要像不智慧的人，乃要像有智慧的人；
Eph 5:13 But all things which are reproved are made manifest by the light; for everything that makes
manifest is light.
Eph 5:14 Therefore He says, Awake, sleeper, and arise from the dead, and Christ will shine on you.
Eph 5:15 Look therefore carefully how you walk, not as unwise, but as wise,

－報告事項－
夏季結晶讀經訓練

時間：7/17~22, 6:30~9: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假日班 時間：7/22~23, 7/29~30, 14:55~20: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白天班 時間：7/24~29, 7/31~8/5, 9:00~11:00， 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班別：清晨班

夜間班
大區
一
二
三、四、七、九
八
十
十二
十四
十六

地點
青年路會所
北門路會所
裕忠路會所
仁安路會所
崑山會所
佳里區會所
新營區會所
鹽行會所

時間
20:00~21:30
19:30~21:30
19:30~21:30
19:40~21:30
19:30~21:30
19:30~21:30
19:30~21:10
19:30~21:30

總管
李永茂、王瓊賢
林益生
柯昇佑、吳志鴻
徐祥瑋
潘聖良
陳韋字、林秉斌
林進貴
蔡登南

日期
7/24~7/28, 7/31~8/5, 8/7
7/24~7/28, 7/31~8/5
7/24~7/28, 7/31~8/5
7/24~7/28, 7/31~8/5, 8/7
7/24~7/28, 7/31~8/5, 8/7
7/24~7/28, 7/31~8/5
7/24~7/28, 7/31~8/5
7/24~7/28, 7/31~8/5, 8/7

假日班事務服事表 總管：李可安弟兄（0935-565-982）、陳王永江弟兄（0912-123-793）
服事項目
大區

電器
三大組

場地佈置
八、九、十五

招待
一、三

交管
十三、十四

兒童
訓練學員

整潔 / 飯食
十、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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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照顧區事奉特會 時間：7/16（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會後愛筵，
各家帶菜。
北台南照顧區事奉特會 時間：7/16（主日）9:20，地點：麻豆培文國小禮堂。
服事總管：徐正中弟兄、林秉斌弟兄
服事項目 會場佈置 招待
餅杯
車輛
兒童
會後整潔
大區
十三
十二 十一、十四 十三 十一、十二（低年級）十一、十三（男女廁所）
十三、十四（高年級）十二、十四（大會場）
時間：7/11（二）20:00，地點：中正南路會所。
大區 六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7/11（二）20:00，地點：歸仁區會所。
九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十四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7/11（二）20:00，地點：新營區會所。
十五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7/11（二）20:00，地點：新興路會所。
全召會區負責弟兄事奉交通
時間：7/16（主日）19:00~21: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由北台南照顧區配搭服事，
十一大區：會前場地佈置，十二大區：招待，十三大區：交管，十四大區：會後整潔。

台南畢業青少年聖徒相調
一、相調時間：8/19（六）9:30~8/20（主日）21:00。
二、報到地點：裕忠路會所美地大樓一樓大廳。
三、報名對象：畢業青少年、大專、應屆高三畢業生。
四、費用：300 元 / 人，報名方式：掃描 QRcode 或向聯絡人報名。
五、聯絡人：歐恩賜弟兄（0973-404243）、陳以琳姊妹（0978-560193）。

全台路加集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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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窗口：請向執事室賴錦富弟兄報名繳費。
安息聚會 （604 區）李文台弟兄 時間：7/9（主日）13:30，地點：台南市立殯儀館懷慈廳。
生命讀經進度 全召會民數記生命讀經追求後，將進入以西結書生命讀經，每週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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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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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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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 7/15 完成。施工期間將暫停開放停車使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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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牧者餧養新人（包括中東移民）及加強校園工作開展。
2.興起中東移民中關鍵的弟兄姊妹，一起有分於牧養以及福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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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特會參加的每位青少年，能認識並主觀經歷神的救恩。
兒童：496位兒童參加品格園，其中有342位福音兒童。福音家長及兒童能持續參加兒童排，看見
召會生活的價值，並調進召會生活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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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