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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節期（社區及大專） 時間：9/10 ～ 30，地點：各大區，願我們分別時間建立傳福音的生活。

『二○一七年夏季訓練－以西結書結晶讀經 ( 二 ) 』信息要點

第四篇

祝福的神與神的祝福

前言
上一篇信息叫我們認識祂是耶和華，表明惟
有祂是，我們不是，真正的祝福就是神自己。祝
福這辭隱藏在以西結三十四章裏，我們常講祝
福，但我們的領會常是天然的，幾乎所有人都將
祝福與物質、外在、實體的事物畫上等號。人即
使相信祝福是神所賜的，也以為這是在神以外的
事物。聖經中雖沒有『祝福的神』這個辭，卻啟
示出神是一位祝福的神。將同位語的原則應用在
『祝福的神』這辭上；意思是神就是祝福，神就
是宇宙中那獨一真實的祝福。

真理要點
以西結書三十四章啟示主藉着牧養帶我們進入
對祂祝福的享受，並使我們在賜福的雨下成為福
源。首先，我們自己得享主的祝福；然後，主要
使我們成為別人的福源，叫別人也得供應。神是
祝福的神，神不僅是一位施與祝福的神，祂所以
祝福人，乃因祂就是祝福的神。祝福並不只是祂
的一項作為，祝福就是祂的本身。
當神造人時，定意要人享受神作人的福分；但
因着亞當的墮落，人失去神作他的福分和享受。
然而神呼召亞伯拉罕並應許給他祝福，包括神創
造的福和救贖的福，包含神要給人的一切，就是
神自己和祂在今世並來世所有的一切。
我們要寶貝神的祝福，因為基督徒正常的生活
乃是蒙福的生活；基督徒正常的工作乃是蒙福的
工作。總有一天我們要領悟我們的生活和工作，
一切都在於神的祝福。在服事主的事上，我們該
信神的祝福，並寶貝神的祝福。我們需要寶貝並
專注於新約的福分，就是我們得了重生，有了神
聖的生命和性情，並且內住的靈在我們裏面，變
化我們，與主調和成為一靈，使我們像神，至終
進入神的榮耀。
在創世記一章二十八節，神賜福給人，而接
受神的祝福的資格，乃是形像和管治權，神的

福總是隨着祭司職任和君王職分。在民數記六章
二十三至二十七節耶和華對祂子民的三重祝福
裏，啟示了神聖的三一，這是全宇宙中惟一的福
分，而這福分臨到我們，乃是藉着這位神聖者在
祂神聖的三一裏，分賜到我們裏面。
詩篇一百三十三篇啟示，生命的福與神子民的
一有關；我們要帶下神的祝福，就必須有一的實
行。如果我們要在神所命定的生命之福下，就必
須在一的立場上。同心合意是開啟新約中一切福
分的萬能鑰匙。
以弗所一章三節揭示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
父，在基督裏，曾用諸天界裏各樣屬靈的福分，
祝福了我們。基督，就是子自己，乃是福分；那
靈是這福分的性質和素質；父是那賜與這福分的
源頭。
加拉太三章十四節指明，那靈就是神為着萬國
所應許亞伯拉罕的福，也是信徒藉着相信基督所
接受的。在福音裏，我們不僅接受了赦罪、洗淨
和潔淨的福，更接受了那最大的福，就是三一神，
父、子、靈，作為經過過程、包羅萬有、賜生命
的靈，極其主觀的住在我們裏面作我們的享受。
聖經用『杯』這個字指明福，這杯乃是新約，
包含新約一切豐富的福分（包括神自己）。在主
的桌子這裏，我們喝杯時，就接受神的祝福－這
福就是神自己。

負擔應用
一、堅定持續實行神命定之路，藉福音出訪、
回訪及牧養帶進繁增，不看自己的光景而仰望神
的祝福。
二、寶貝並專注於新約的福分，天天享受祂的
生命、性情，操練與主成為一靈，使我們被變化，
模成祂的形像而進入祂的榮耀。
三、我們要帶下神的祝福，並除去攔阻神祝福
的障礙，就必須有一的實行，有真實的同心合意。
（陳致均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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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聚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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餧養的祕訣
在牧養中的餧養

需要基督的牧養，帶着祂的鑒察、監督、改正，
神生機救恩中的餧養，也包括在牧養中的餧 好叫我們得着加強。這種牧養也包括餧養。我們
養。在約翰二十一章十五節，主耶穌囑咐彼得說， 的魂需要基督的牧養同餧養。
『你餧養我的小羊。』在十六節主對他說，『你
五 牧長
牧養我的羊，』在十七節祂接着又說，『你餧養
基督是牧長，要將那不能衰殘的榮耀冠冕，賞
我的羊。』我們若不知道如何牧養，就不能餧養 賜那些忠信牧養神羣羊的忠信長老，作他們的鼓
別人。在召會生活中，小排和活力排的主要目的， 勵。基督自己是牧人，祂也在眾召會中設立長老，
不僅是彼此照顧，更是彼此牧養。你牧養我，我 囑咐他們牧養『神的羣羊』。
牧養你。你是我所牧養的羊，我是你所牧養的羊。
長老的頭一個職責是牧養神的羣羊－召會，而
這是相互的牧養。我們牧養別人時，應當先顧惜 不是照顧一些事務。長老應當把事務留給執事，
他們，使他們快樂，然後就要餧養他們。這種餧 就是留給服事者去作，而花更多時間去牧養。然
養乃是真正的牧養。
而，在大多數召會中，長老都在作執事的工作，
牧養包含了教導。這是以弗所四章十一節所指 忽略了牧養的事。長老若不信任執事來顧到事
明的，那裏說元首賜給祂的身體，『有些是使徒， 務，包括記賬，就沒有時間牧養聖徒。我要勸每
有些是申言者，有些是傳福音者，有些是牧人和 位長老每天至少要看望一位聖徒。沒有長老的牧
教師。』這節不是說，『有些是牧人，有些是教 養，召會就無法建造起來。所有信徒，無論他們
師，』乃是說『有些是牧人和教師，』指明牧人 在屬靈上長大到那一階段，都需要牧養。甚至會
和教師是同一班人。所以，教導和牧養是並行的。 後向聖徒說幾句話，也會安慰、鼓勵並加強他們。
我要鼓勵所有的長老在幾個月內，去接觸一個
一 好牧人
基督這位來使信徒得生命者乃是好牧人，捨了 一個的聖徒。如果長老忠心的作這事，召會的光
祂的生命，使信徒蒙救贖；祂又復活，以祂自己 景就會不同。長老的牧養會使召會的光景大不一
為青綠的草場餧養他們，使他們更豐盛的得生 樣。
六 主給彼得的託付
命。在約翰十四章十六節主耶穌說，『我要求父，
祂必賜給你們另一位保惠師。』這另一位保惠師
因着召會需要牧養，所以主耶穌託付祂所選立
乃是那靈。主是第一位牧人；而第二位保惠師— 的使徒彼得，在對祂的愛裏餧養祂的小羊，並牧
那靈—接續祂，也是一位牧人。
養祂的羊。我們已經指出，主囑咐他餧養祂的小
羊，牧養祂的羊，並餧養祂的羊。今天我們需要
二 牧養眾信徒
基督牧養眾信徒，並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在 餧養小羊，就是較年幼者，並要牧養較年長者。
將來的永遠，基督將是我們永遠的牧人，領我們
七 有恩賜的人
到生命水的泉。
基督這位元首，將有恩賜的人賜給祂的身體，
其中的一種乃是牧人，他們藉着教導成全聖徒，
三 大牧人
基督這位大牧人，在復活裏牧養神的羣羊，使 為着建造基督的身體。為着建造基督的身體，牧
他們得成全，好在他們裏面實行神的旨意。（來 養是非常重要的。
十三 20 ～ 21。）信徒能彀在他們裏面實行神的
八 長老主要的職責
旨意，乃是藉着基督在復活裏牧養他們而得着成
長老主要的職責是藉着忠信的教導，牧養神的
全。今天基督乃是在復活裏，從裏面牧養我們。 羣羊。長老應當善於教導。『善於教導』一辭，
當祂這樣牧養我們，我們就實行神的旨意。
指明長老應當有教導的心、意願和習慣；這是作
為長老的資格。在提前五章十七節，保羅說，『那
四 信徒魂的牧人
基督乃是信徒魂的牧人，在信徒裏面監督他 在話語和教導上勞苦』的長老，當被看為配受加
們。祂不僅在我們外面作我們的牧人，也在我們 倍的敬奉。長老應當勞苦，但不是在事務上，乃
裏面作我們的牧人。祂從我們裏面牧養我們，在 是在話語和教導上，藉着忠信的教導來牧養神的
我們裏面，在我們的魂裏，監督我們。我們的魂 羣羊。（牧養主的羊第八篇）

2017.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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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讀經－
以西結書生命讀經導讀 ( 七 ) 神聖別建造的異象

壹、本週進度：以西結書生命讀經第一九至二一篇，以西結書四○至四二章。
貳、信息導讀：

生命讀經 恢復本經文 上網登錄

本週我們來看以西結書第四十至四十二章，這
一大段落說到神聖別建造的異象。

時間與地點
以西結看見主榮耀顯現的異象，是在他三十歲
時。而他看見神聖別建造的異象，則是在二十年
後。在他五十歲時，那是祭司退休的年紀。這指
明以西結要看見神建造的異象，需要在生命裏更
成熟。
要看見神聖別建造的異象，以西結從被擄之
地，被帶到以色列地，在耶路撒冷城的高山（表
徵基督的復活和升天）。這是正確的地位、立場
和角度，使以西結能看見這樣的異象。

聖殿四圍的牆
殿四圍的牆是為着分別，將屬於神的和不該屬
於神的分開。牆的厚度和高度都是六肘，因此，
牆的縱切面是六肘見方。六這數字表徵第六日被
造的人。因此，牆有一個六肘見方的縱切面，表
徵基督自己是正直、完全並完整的人。這樣一位
基督是神建造的界線。只有被包括在基督裏面
的，纔屬於神的權益和神的建造。（弗二 21。）

外院的門洞
門（指門洞）分爲四段：外面的過道、通道、
裏面的過道和門廊。門是神建造的入口，表徵基

督是我們進入神裏面，進入神的權益、神的建造
和神的國的門路；牆把罪人和神分開，但門把人
帶進神裏面，帶進神的建造裏。

鋪石地上的三十間屋子
外院東、南、北三邊靠牆的地方，有六塊不同
的鋪石地，每塊地上有五間屋子，總共有三十間
屋子。這些是供百姓煮祭物之處，指明它們是百
姓享受基督作祭物和供物的地方。我們經過神居
所的大門以後，就來到外院，進入屋子，喫基督
並享受基督。

內院的門洞

在內院入口有另一組臺階，共八層；這指明在
經歷神建造的事上越往裏面進展，我們就越高。
並且八這數字表徵復活；這指明我們若要進入內
院，就必須在復活裏；所有天然的生命和天然的
人都必須棄絕，被十字架除去。
在這裏，我們不再僅僅是外院裏一般的百姓，
乃是成了祭司，豫備好藉着獻燔祭事奉主，意思
就是豫備好絕對爲着主。（摘自以西結書生命讀
經第十九至二十篇。）
參、復習問題：
一、以西結看見神建造的異象的時間與地點？
二、以西結看見神建造的異象裏，有那些項目？

－交通－
全召會福音節期－挑旺福音熱火，得社區得青年人
福音是神給召會惟一的託付，召會若不傳福音，就失去了她存在地上的價值。
我們在上半年四月的全召會福音節期中，看見了神的祝福。下半年原本是以大專福音節期為主，
但因有些大區並沒有大專校園，或是非大專校園的重點學校。當那些有大專校園福音節期的大區正
積極在各校園得青年果子時，若其他沒有大專校園的大區沒有相對積極的福音行動，這實在是可惜
的事。因此，弟兄們交通後，就盼望各大區在九月時，仍有大區的福音節期，或是與大專配搭在校
園得人，或是在馬路上及重點地區得青年人。沒有大專校園的大區，盼於九月十至三十日這三週中，
任選兩週有福音節期。
我們要在身體建造的光中，一同領受福音出訪的託付。無論往那裏去，都必須帶着基督之福的豐
滿而去。然而，我們能帶着基督之福而去以前，自己必須先經歷這福。願我們就是這一班人，能站
在神這邊接受豐富，肯出代價去得着這些豐富。不僅我們得享神的祝福，也使我們成為別人的福源，
叫別人也得着供應。（福音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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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信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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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美好根基，安家召會生活，有分身體建造
神願意萬人得救並且完全認識真理（提前二 4），並且祂渴望我們結常存的果子，使祂所寶愛的召
會能得着繁增與建造。在已過的時日裏，藉着週週出訪叩門與月月福音愛筵的實行，我們蒙主祝福
得着了許多的新人；同時，也有許多我們所接觸的福音朋友，渴慕進一步認識這高品的福音。
為着近五年得救新人能在真理上打下美好的根基，今年十月十五日開始將同時於青年路會所及裕
忠路會所舉辦『初信成全班』，內容包括：禱告、讀經、認識真神、認識基督、認識聖靈、認識召會、
聚會、事奉主等。盼望藉此幫助新人認識神聖啟示的高峰，實際操練靈、享受神，以致能穩固地過
神人生活及召會生活，並有分於基督身體的建造；同時也讓福音朋友有機會藉由認識神，好得着救
恩以進入祂愛子的國裏。
盼望所有聖徒能繼續在身體裏同蒙恩典，除多有禱告外，更鼓勵區內初信者或所認識的福音朋友
能踴躍報名參加，並且照顧者也能陪同前來學習如何按着神牧養，使初信者及福音朋友能一同有分
於祭司的職任好為着神家的建造。（生命組）

－訓練學員－
休訓開展受成全，經歷同心合意是祕訣
初嘗鄉鎮開展

與同伴們一同叩門時，原以為向我們敞開的家
不會太多，但當我們實際去叩訪時，發現有許多
的家向我們敞開，不僅不拒絕福音，甚至還歡迎
我們進到他們的家中傳講主耶穌。於是我向主悔
改，赦免我的小信，同時邊與他們唱詩歌，知道
主要在這些地方復興祂的工作。（凌恩立弟兄）

在全時間訓練中心的休訓期間，我們來到了台
南開展，繼續我們在外地的訓練；這是我第一次
經歷鄉鎮的開展；有別於大都會，鄉鎮真是個充
滿人情味的地方，處處都是敞開的人，卻也是充
滿廟宇、偶像，和傳統觀念的地方。
前兩週的開展，原本有許多敞開的家，答應前
對聖徒的珍賞—對主滿有經歷，
來聽福音，看來很有盼望。但到了福音聚會當天，
對人活潑傳講基督
各個都說不能來。
藉着與身體交通而得幫助，我們開始更迫切的
我們在此看見聖徒們對主有許多活而真實的經
向主尋求，也與同伴們有敞開的交通，主便將得 歷，滿了對基督的珍賞，對不同的人，就傳講基
救的人賜給祂的召會。（白家禎弟兄）
督不同方面的豐富；也很受聖徒週週堅定持續的
開展激勵，甚至有些弟兄姊妹與我們一起每天走
主是我們真正的施訓者！寶貝在這次的開展， 出去，還帶我們到鄰居及親友的家傳福音，過福
經歷從一開始遲遲無法帶人得救，到後來大家都 音的生活。（常幼峰姊妹）
專一的為了福音拚上，並且有敞開的交通並彼此
珍賞聖徒，付代價愛中擺上過福音生活，
代禱，有了真正的同心合意帶下了主的祝福。帶
經歷過奉獻關
人得救真是喜樂，神與人同得滿足。（陳璽任弟
兄）
珍賞聖徒擺上愛筵顧惜福音朋友，非常享受他
們樂意的靈。看見自己不能單獨的來事奉主，需
要在身體的配搭裏，擺上自己的一他連得，當我
們同心合意，就帶下了主的祝福。（洪明貞姊妹）
希伯來書十三章七節，
『要記念那些帶領你們，
對你們講過神話語的人，要效法他們的信心，留
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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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學員－

非常寶貝與開展地聖徒的配搭交通，在配搭中
主觀認識甚麼是『福音就是生活』，即便聖徒身
體疲累，仍舊為着我們愛裏擺上，同着我們一同
外出。我看見他們愛主不是一時的熱心，乃是領
受負擔且一直維持靈中的喜樂，我們只是短暫幾
週，但他們卻是長時的在這裏繁殖與擴展。
也從開展的弟兄身上能看見『為己無所求，為
主求一切』的榜樣；已過我滿懷雄心想要為主作，
但主卻光照我缺少負擔、不彀迫切，更不彀聯於
主，主的光帶着醫治，當我願意向祂敞開，主帶
我過了奉獻的關！祂將得救的人數加給祂的召
會，就在我們敞開接受調整之後。（曾明潔姊妹）

親密敞開的交通帶進同心合意，
同心合意帶下主的祝福
這個月的開展依舊在學習配搭的功課，剛開始
因為彼此都不太熟悉，再加上自己對叩門完全沒
有經驗，被拒絕幾次就很灰心；但主讓我看見若
是出於神的事奉，不會使我有這樣的感覺。
就在負責弟兄帶我們有開展隊活力排交通，並
為同伴們代禱後，感覺眾人在同心合意裏，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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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福音的緣故，一齊努力。感謝主的憐憫，我們
終於在第三週帶人得救了。（黃靖淳姊妹）
弟兄幫助我要向身體敞開交通，並彼此代禱，
使我們有同心合意。在交通的過程中除去一切自
己的感覺和定意，沒有帕子的遮蔽，就能有真實
的配搭。（洪明貞姊妹）

實行神旨意－帶人得救，
迫切住在主裏面以結果子
前兩週的開展目標設定為約人來參加福音聚
會，在福音聚會裏愛筵喫得飽飽的，但靈裏深處
卻非常空虛飢餓，因為一個得救的人也沒有。體
會了主耶穌為甚麼說祂有食物喫就是實行父神的
旨意－帶罪人得救。
在身體的幫助中，主光照我不彀迫切要主，因
此對人也就不迫切。要多結果子就需要住在主裏
面，於是在晨興、午禱、及團體禱告時，我大大
的向主張口，享受了主的充滿，也在開展中學習
倚靠同伴不單獨，接觸人時聯於主，果真我們就
開始結果子了。（劉佩甄姊妹）

－財務－
2017 年 7 月份財務奉獻收支概況
科目 / 項目 經常費開支 全時間服事 福音工作
海外開展
其他代轉
本月總計
上月結存
987,989
-1,538,557
766,528
0
0
215,960
本月收入
2,389,120
748,800
155,400
373,051
30,000
3,696,371
本月支出
3,345,795
737,053
38,891
373,051
30,000
4,524,790
本月結存
31,314
-1,526,810
883,037
0
0
-612,459
1. 本月個人奉獻包計 117 包。						
2. 海外開展奉獻累計 3,298,925 元，目標達成率 65.98%。						

－報告事項－
區負責訓練及姊妹成全
一、訓練時間：
1. 區負責訓練：9/10、10/15、11/12、12/10 （19:30~21:30）
2. 姊妹成全：9/17、10/22、11/19、12/17 （15:30~17:30）
（區負責訓練為第二個主日，姊妹成全為第三個主日，十月份因 10/8 為連續假期延後一週。）
二、訓練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三、報名方式：
1. 請以活力組（三至四人）為單位報名，每活力組指派一人為聯絡人，並確定復習時間。
2. 請填寫報名回條，交由大區負責弟兄簽名推薦，並以電子檔（Excel）彙整寄至執事室。
3. 報名截止日期：8/27（主日），通啟可上召會網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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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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7( 主日 )
08/28( 週一 )
08/29( 週二 )
08/30( 週三 )
08/31( 週四 )
09/01( 週五 )
09/02( 週六 )
(5) 正常聚會
08/27( 主日 )
08/28( 週一 )
08/29( 週二 )
08/30( 週三 )
08/31( 週四 )
09/01( 週五 )
09/02( 週六 )

傳福音

2017.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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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耶 48:11-47
口彼後 1:5-8
口彼後 1:8
口耶 49:1-22
口彼後 1:9-11 口彼後 1:10
口耶 49:23-39
口彼後 1:12-18 口彼後 1:16
口耶 50:1-28
口彼後 1:19-21 口彼後 1:19
口耶 50:29-46
口彼後 2:1-3
口彼後 2:1
口耶 51:1-32
口彼後 2:4-11 口彼後 2:5
口耶 51:33-64
口彼後 2:12-22 口彼後 2:20
(6) 接觸人
(8) 聖別用度
受浸人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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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西結書結晶讀經晨興聖言（三）第 17 週，「職事文摘」第二卷第一期－以西結書裏聖殿
各面尺寸的屬靈意義、從殿的牆和門看召會生活的專特與包容、成為建造召會之恩賜的路。
「以西結書生命讀經」第 19~21 篇。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8/27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十八課下。
4.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6:1~3
弗 6:1
作兒女的，要在主裏順從你們的父母，因為這是正當的。
弗 6:2-3 “要孝敬父母，使你亨通，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
Eph 6:1 Children, obey your parents in the Lord, for this is right.
Eph 6:2-3“Honor your father and mother,”which is the first commandment with a promise,“That
it may be well with you and that you may live long on the earth.”

－報告事項－
區負責訓練事務服事
時間：9/10（主日）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此次由青年照顧區配搭服事，場地佈置：
一大區；招待：五大區；整潔：八大區；交管：十五大區。

初信成全
一、成全對象：得救五年內、久未聚會者之聖徒或渴慕認識神的福音朋友（原則上各小區每三
位初信者或福音朋友至少需一位照顧的聖徒陪伴）。
二、聚會時間：10/15（主日） ~ 12/3（主日）共八週，主日 9:30 開始，含擘餅聚會、午餐（自
由奉獻），請攜帶聖經、詩歌本。
三、地點：青年路會所、裕忠路會所。
四、費用：新人 200 元，陪伴者 100 元。（提供新人生命課程卷一、卷二教材；請於報名時繳交，
報名後恕不退費）。
五、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1（主日）止。
六、請向各區服事者報名，再由各大區彙整將報名表及費用交至執事室 tnnch@seed.net.tw

全召會台語福音聚會
時間：9/23（六）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會後備有愛筵。

2017.08.27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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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南區青職特會
一、時間地點：9/9 ~ 10（六 ~ 主日），中部相調中心。
二、報名對象：青職聖徒、服事者、照顧家。
三、費用：每人 1500 元。
四、報名方式：填妥報名表，以大區為單位，用 Excel 檔彙整，寄至 tnnchyw@gmail.com。
報名費可交由執事室賴錦富弟兄代收，繳費纔算完成報名。
五、特會總管：江典剛弟兄（0963-853142），余冠龍弟兄（0905-812769）。

全台大專期初特會
時間：9/3 ~ 5（主日 ~ 二），地點：中部相調中心。14:00~15:30 報到，16:00 開始聚會。

長青聚會
長青服事者事奉交通
長青聖徒集中聚會

時間：8/29（二）9:30，地點：裕忠路會所長老室。
時間：8/30（三）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會後備有愛筵。

青少年共同追求
一、時間：9/9（六）8:30 ~ 21:00，（報到時間 8:00 ~ 8:30）
二、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三、共追內容：舊約撒母耳記、專題交通、詩歌及運動相調。
四、費用：150 元 / 人，報到時繳費。
五、報名截止日：8/27（主日）。報名 QR code 如右
六、服事總管：王勝軍弟兄（0986-014118），陳以新姊妹（0966-602592）。

安息聚會
（503 區）黃海彬弟兄（黃景立弟兄之父親）
時間：9/2（六）10:00，地點：台南市立殯儀館懷親廳。

全召會以弗所書第五章背經會考
會考時間：8/27（主日），範圍：以弗所書主題及第五章經文。請各區於 9/4（一）前回報執
事室得獎名單，以便核發獎勵書券。

書報 2017 夏季訓練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二）DVD，每套 1200 元，請向書報室購買。
裕忠路會所停車場新建工程財務交通
裕忠路會所停車場新建工程款總計 200 萬元，目前奉獻款達 1,561,100 元，尚須 438,900 元。

－代禱事項－
全地
法國：1.巴黎召會帶進活力排的實行，建立福家排區的架構。2.史特拉斯堡的開展得加強。
德國：1.台灣至德國讀書開展的聖徒，找着合適住處、學校申請、居留簽證能順利通過；中壯
年聖徒候鳥移民，靈魂身體得蒙保守，英語裝備足彀使用。2.歐洲華語特會各面豫備。

台南市召會
週週出訪：建立福家架構、養成生養習慣－聖徒出外傳福音並回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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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量邀約福音朋友參加。
區負責訓練及姊妹成全：區區以活力組報名，每區至少有兩位四十歲以下（青職）弟兄參加。
真理追求：全召會追求生命讀經，被真理構成，目標5年讀5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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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期初特會及福音節期，大專聖徒得着異象，實行神命定之路。
青少年：青少年能成為校園及區裏的福音種子，為主傳揚福音。
兒童：參加兒童品格園的福音兒童及福音家長能被帶到兒童排，並持續接受餧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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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