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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世界局勢與主行動的特別交通』信息要點

第四篇　在神終極的行動中擔負終極的責任

十一大區新增 1104 區　      時間：5/7（主日）9:30，敬請聖徒靈中代禱記念。
全召會福音收割聚會　　     時間：5/20（六）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前言

　聖經清楚告訴我們，神終極的行動乃是基督－

神的奧祕，進到我們裏面作我們的生命；我們成

為祂活的肢體，形成祂的身體，就是那在萬有中

充滿萬有者的豐滿。這行動也是主終極的恢復，

要我們將神聖的真理傳佈到全地，以產生金燈

臺，豫備主的新婦，使主能回來，帶進以色列和

整個創造的恢復和復興。本篇信息要給我們看

見，在神終極的行動中擔負終極的責任。

真理要點

　我們必須擔負有關世界終極局勢、神終極行

動、以及神終極恢復的終極責任。第一、我們終

極的責任乃是被基督浸透並浸潤，好為着召會作

基督的身體，就是一個新人。神的願望、祂的喜

悅，是要我們活基督，並有基督作召會生活的實

際，就是真實的內容使每個地方召會都成為金燈

臺。這樣，身體生活就會達到羅馬書十二章的經

歷，這自然會為着主的回來豫備新婦。這是主恢

復的目標，世界局勢一直是為着這個目的豫備

的。第二、我們終極的責任乃是作耶穌的見證。

啟示錄揭示基督，而基督藉着召會得着彰顯；因

此，召會是這卷書所啟示之耶穌的見證。第三、 

我們終極的責任乃是建立地方召會作金燈臺，藉

此擴展耶穌的見證。按着表號，金燈臺表徵召會

是三一神的具體表現和彰顯。為着召會作耶穌見

證的宇宙擴展，我們需要栽種『召會樹』作金燈

臺，使三一神得着團體的彰顯。

   我們要在神終極的行動中擔負終極的責任，就

必須照着神永遠的經綸，認識並經歷基督作神行

政的中心。基督在升天裏已登上寶座，執行神的

管理，就是祂行政的工作。祂今天是宇宙的管理

者，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都已賜給祂了。按啟示

錄，升天基督所坐的寶座是神行政的寶座；祂是

羔羊，救贖主，為我們的罪在十字架上被殺，現

今在寶座上對全宇宙執行神的行政。因此，我們

若要在神終極的行動中履行終極的責任，就羔羊

無論往那裏去，我們都要跟隨。

   跟隨羔羊就是在釘死、復活、升天、並登寶座

之救贖主的行動中與祂是一。我們都當跟隨羔

羊，行走在祂所命定的道路上。主為我們所命定

的道路，乃是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賽程。我們必須

忠信的行在其中，出一切的代價，一心一意的繼

續前行，直到我們達到終點。今天，在神終極的

行動中擔負終極的責任需要忠信；因此，我們該

求主憐憫，好成為忠信的。願我們都是奔那『擺

在我們前頭的賽程』，直到主來！（來十二 1）

負擔應用

　一、我們必須對四件事有重大的責任。首先，

我們必須正確、充分且真實的傳揚福音。其次，

我們必須將聖經教導人，帶人完全認識真理。第

三，我們必須放下各種宗教和實行，照着聖經在

主耶穌的名裏來在一起聚會。第四，我們必須滿

足神的願望。神的願望就是要我們活基督，並有

基督作召會生活的實際，使每個地方召會都成為

金燈臺，為着主的回來豫備新婦。

  二、主已命定我們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賽

程』。甚麼叫作『奔』呢？奔不是安步徐行，乃

是往前快跑，奔是要用最少的時間，跑最長的

路。願我們都答應主的呼召，起來！奉獻自己！

在『神命定之路』上直奔。人人建立福家架構、

養成生養習慣，我們就是活的耶穌的見證。（王

訓誠弟兄）

QR Code 週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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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着召會的建造正常結果子

壹、主耶穌自然傳揚福音的榜樣
　一、正確的傳揚之路不是照着傳統的基督教
　許多在基督教裏的人對傳揚福音有錯誤的印

象。靈恩派的人以靈恩的方式說到傳揚福音，基

要派的人以奮興的方式說到這事。…我曾經讀過

一些報導說，從大約一九二○年以來，就有基督

徒為着奮興晝夜禱告。然而，幾乎過了三十年，

我仍然沒有看見奮興。我不信靠奮興。

　二、沒有對尼哥底母說到神蹟，乃是說到生命
　　　的重生
　在約翰二章一至十一節裏，耶穌行了一個真正

的神蹟，變水為酒。隨後，二十三節至三章三節

說，『…有許多人看見祂所行的神蹟，就信入了

祂的名。耶穌卻不將自己信託他們，…但有一個

法利賽人，名叫尼哥底母…，對祂說，拉比，我

們知道你是從神那裏來作教師的，因為你所行的

這些神蹟，若沒有神同在，無人能行。耶穌回答

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

見神的國。』雖然主耶穌行了許多神蹟，祂卻不

將自己交託那些只對神蹟有興趣的人。然而，祂

的確把祂的時間給了尼哥底母。因為尼哥底母不

是尋求神蹟，耶穌就能對祂說到重生，那是生命

的事。今天，原則是一樣的。主甚至願意在深夜

花時間只對一個人說話，不是說到神蹟和奮興，

乃是說到生命。

　三、在井旁對婦人說到喝活水
　約翰福音四章三至四節說，『祂就離開猶太，

又往加利利去，必須經過撒瑪利亞。』因着一個

蒙神揀選並豫定的人，耶穌就必須經過這條路。

這事例和尼哥底母的事例表明，花時間只和一個

人談話是值得的。主經過撒瑪利亞那城並不方

便。然而，耶穌『必須經過』那條路，因為撒瑪

利亞婦人已經在已過的永遠裏蒙父神揀選，並且

主耶穌臨到她的時候到了。這婦人相信耶穌，不

是因着看見祂的神蹟，乃是照着那正確的生命之

路。

　耶穌能彀以智慧的方式臨到撒瑪利亞婦人。我

們當時若在場，就會看到一個乾渴的救主和一個

乾渴的罪人。罪人是乾渴的，救主也是。當救主

向這個罪人要水，說，『請給我水喝。』她責備

祂，說，『你既是猶太人，怎麼向我一個撒瑪利

亞婦人要水喝？』（7，9。）說『請給我水喝』

似乎不像福音信息，但下一句話，主耶穌就能轉

向福音，說，『你若知道神的恩賜，和對你說請

給我水喝的是誰，你必早求祂，祂也必早給了你

活水。』（10。）主耶穌不是以傳統基督教的方

式，乃是以非常自然的方式傳揚福音。那婦人立

刻得着啟示。

　正確的福音傳揚，不是在於復興或靈恩神蹟。

反而，這是一件平常事。藉着在約翰三章，夜裏

與一個男子談話，並且在四章顧到一個不道德的

婦人，主設立了榜樣。這是耶穌正確的傳揚福音。

貳、向主耶穌學習如何接觸人
　一、以主耶穌為我們的榜樣，過福音的生活
　我們都需要看見正確、正常的福音是甚麼。那

就是主耶穌所完成的。祂花時間得着一個男子，

又再花時間得着一個婦人。祂不是收割龐大的人

數，乃是一個一個收割。不但如此，祂沒有宣傳

祂在傳揚福音，並且請人為着一個特別的活動禱

告。反而，祂就是過着福音的生活。無論祂往那

裏去，福音就是祂的生活。但願我們在正確召會

生活裏有傳揚福音的真實恢復。我讀召會歷史以

後，不信靠所謂的『復興』。我們該以主耶穌為

我們的榜樣，所在意的是分賜生命，幫助人得重

生並喝活水。這是正常、日常的傳揚，是照着生

命，不是照着神蹟。

　二、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都要豫備好
　保羅告訴提摩太：『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

時，都要豫備好，用全般的恆忍和教訓，叫人知

罪自責，譴責人，勸勉人。』（提後四 2。）我

們不該說，現在是冬天，我們需要等到春天再撒

種。反而，我們是特殊的農夫；對我們而言，每

天都為着撒種，並為着收成。『得時』是我們有

機會時，『不得時』是我們沒有機會時。無論我

們有沒有機會，我們都需要豫備好。『豫備好』

意思是急迫、專注並儆醒。

　基督徒若有正常的福音生活，每人每年只領一

人歸主就彀了。然後在二十五年內，全世界就會

福音化。甚至在我們自己的地方，我們若每年都

結一個果子，我們的人數就會加倍，直到全城都

福音化。這比最大的復興偉大得多。（為着召會

的建造正常結果子和牧養的路第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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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生命讀經導讀(八 )行程—失敗 (不信神 )與典章

壹、本週進度：民數記生命讀經第二一至二三篇，民數記第十三章至十五章。

貳、信息導讀：
　在民數記第十一至十四章，說到以色列人的失

敗。我們接着來看民數記第十三至十四章。這段

經文中，說到以色列人在不信神上的失敗。

十二個探子窺探迦南地
　從人的觀點看，窺探那地是必須的；但就屬靈

一面說，我們要作任何事，最好不要窺探情勢。

窺探情勢乃是試驗神，結果往往是消極的。這樣

去窺探情勢，會使我們的信心減弱。我們該簡單

的相信神，不用知道甚麼。

探子的回報與以色列人的反應
　那十二個人從以實各谷砍了上頭有一掛葡萄的

枝子，兩個人用杠抬着。可見那地是何等豐富。

那十二個人帶信說，迦南地是流奶與蜜之地。然

而，多半的人接着報惡信說，住在那地的民強壯，

城邑堅固寬大。迦勒說，『讓我們立刻上去佔有

那地；因為我們足能得勝。』（民十三 30。）但

以色列全會眾放聲喧嚷、哭泣，向摩西、亞倫發

怨言並要用石頭打死約書亞和迦勒。

神憎惡以色列百姓
　以色列人不信神，並且得罪神到一個地步，使

神憎惡他們。他們的光景帶來神的審判和懲罰。

雖因摩西的禱告神饒恕了百姓，但他們的不信，

使他們在曠野飄流四十年，無法進入美地。

典章
　在十一至十四章的失敗後，神聖的記載插入本

章，也許是題醒以色列人保守與神正確關係的

路。以色列人若守住本章的典章，就會蒙拯救脫

離下一章的風波。

　這裏插入的典章，包括了向神獻祭、干犯安息

日和百姓的穿着。向神獻祭，指明我們領悟自己

不能作甚麼以討神喜悅；因此，我們向神獻上基

督作我們的頂替，使我們蒙神悅納。

　守安息日乃是承認神已經為我們作成了一切，

我們只要承認並接受神為我們所作成的，並安息

於此就可以了。這就是守安息日。

　在衣邊的穗子上釘一根藍細帶子。藍細帶子表

徵我們是神的兒女，行為舉止該是美好的，也該

在屬天管治的約束之下。（摘自民數記生命讀經

第二十至二十二篇。）

參、複習問題：

　一、十二位探子窺探迦南地，回來之後說了甚

　　　麼？以色列人聽後的反應，並其結果如　

　　　何？

　二、十五章裏包括了那三類的典章，其意義為

　　　何？ 

恢復本經文生命讀經 英文生命讀經

　　      －區負責成全－

　第三，要讓主作工成為祂手中的傑作（弗二

10）。我們的神是窯匠，我們是祂手上的泥土，

祂是真正的設計者和製作者，我們是祂手中的材

料。但是難處在於今天外面的材料－木頭石頭，

它是没有感覺的，它是死的，你要這樣刻，那樣

弄無所謂，因為它根本不會反對。但你是活的，

你不是一個死的材料。今天神要在這裏削一塊，

作一塊，捏一塊，你說不要不要，說為甚麼要這

樣。我們是有感覺的人，我們若越去反對祂，主

就越不能在我們的身上作祂要作的。在以弗所書

中為着召會建造的那班恩賜者，他們是怎麼能成

為恩賜者（弗四 11），聖經上就說：『祂既升上

高處，就擄掠了那些被擄的，將恩賜賜給人。』

（弗四 8）那些賜給祂召會的恩賜者是誰呢？是

那些當主升上高處的時候被擄掠的那些人。要成

為為着召會建造的恩賜者，我們必須是主的俘

虜，完全降服於祂的人。林後二 14 啟示我們誰

是那一班能承擔新約職事的眾執事呢？保羅說使

徒們乃是在祂凱旋行列中的俘虜。這是甚麼意思

呢？主要在我們身上作工，使我們能成為供應召

會的恩賜，能彀來執行神所給我們的職事，有一

個必要的條件，那個條件在於你是不是俘虜，你

是不是一個甘願把自己交在主手中，讓主作祂要

在我們身上所作的事。

　我記得當我參加全時間訓練時，我覺得我很合

適服事大專生。但主把我調到一個會所，那裏沒

有大專院校，就只能服事社區。起頭真的不知道

怎麼作，要作甚麼。但是當我願意作一個被主

交出來與撇下一切為福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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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敗，服在神調度之下的人，祂就有路來作祂在

我身上所要作的。起頭我沒有負擔想要去鄉鎮開

展，我也沒有負擔要去俄國開展。但是感謝讚美

主，主打敗了我。因着我願意服在主的手之下，

祂就能藉着祂量給我的環境，在我身上作祂想要

作的。這實在不是因為我有能力來為主作些甚

麼，乃是當我把自己交出來成為俘虜的時候，主

就能在我身上作祂想要作的。

　最後，要享受神救恩的豐富，我們就必須是一

個奉獻的人。一切的屬靈的經歷，都在於我們過

奉獻的關，正如羅馬書六章講到我們的舊人已經

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然後我們要與基督一同復

活。（六 6，8。）我們如何能彀在祂死的形狀上，

和復活的形狀上與祂一同生長，關鍵在於我們要

將我們的肢體獻給義作奴僕，獻給義作兵器。到

了羅馬書十二章給我們看見，我們要過召會生

活，身體生活，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將我們的

身體獻上。（十二 1。）我們要有這些屬靈的經

歷，我們要過正確的召會生活就需要奉獻。正如

從帳幕的入口進入後第一個看見就是祭壇。舊約

的聖殿有三個門，無論從北邊，南邊，或東邊進

來，你第一個看見的就是祭壇。召會生活的入口

就是祭壇，帳幕就是豫表我們對基督的經歷，你

要有後面所有帳幕器具所豫表，對基督的經歷，

你必須經過祭壇，必須經過奉獻的關。

　當我們奉獻時，不該只是心願，是要具具體體

的，你要把你的身體奉獻出來，包含你的時間、

金錢和力量。但是在奉獻的事上，有一件事我要

題醒弟兄們，在瑪拉基書一 6~14 就說到祭司的

墮落，祭司墮落在那裏呢？他們雖然有奉獻，但

是他們的奉獻是把殘疾的，瞎眼的，瘸腿的，疾

病的奉獻上去。然後主說，這就是你們所作的惡。

有些人奉獻他們的兒女，是因他們的兒女很難

辦，所以他們把自己的兒女奉獻給主，讓主來管

教他，來使用他。但你的兒女若是美國排行第二

的學校畢業，公司是全美排行第四大的公司，你

要不要把他們奉獻給主呢？很多時候我們的奉獻

是拿殘疾的給主，不是拿好的給主。當我們拿時

間奉獻給主時，我們是奉獻甚麼時間給主呢？為

甚麼我們無法事奉主？因為我們都把最好的時間

放在別的事上，再把剩餘沒有力量的時間給主。

如果我們都是拿剩餘的給主，我們就沒有辦法過

正當的召會生活。所以盼望弟兄們，我們再去禱

告，真是求主來加強我們，其實我們也都輭弱，

但是當我們看見這位為我們釘十字架的基督，我

們裏面需要再受祂來激勵。我們需要有更多的禱

告和更多的認罪。

　我豫備完這個信息，也蒙很多的光照。很多時

候，我們是把自己的事放在第一，我們把剩餘的，

不是最好的，不是頭生的，不是初熟的，是有殘

疾的奉獻給主。難怪這樣的奉獻不能叫我們得着

負擔的火，因為在神看，這是不彀的，甚至在神

眼中就是惡。盼望主得着我們，一面知道我們需

要過奉獻的關；另一面，我們還需要走奉獻的路。

但願主也摸着我們，願意把我們上好奉獻給主，

把我們頭生的、初熟的、最新鮮的和最寶貝的，

澆在主的身上。我相信我們不斷過奉獻的關，我

們也走奉獻的路，主在我們身上會有一個新鮮，

滿了衝擊的事奉。我們就會成為主的道路，福音

的火就會藉着我們燒出去。（林承恩弟兄）

　　      －區負責成全－

成為福源供應生命，用愛服事活出主來

　雖然受浸二十多年，但我卻從來沒有親口說出

自己是基督徒，也沒有過召會生活。在婆家，我

因為害怕而不願意承認主，就這樣過許多年沒有

主的生活。直到去年，我回到召會生活中，覺得

生命充滿主的恩典。因着研讀晨興聖言而瞭解到

自己要成為福源，將主耶穌基督滿滿的福分分

享給還沒有聽見福音的朋友。也因着主日弟兄姊

妹的申言題醒了我，身邊未信主的家人和兄弟姊

妹，更是我最需要也最迫切要傳福音的對象。

　而要如何向最親近的家人傳福音呢？我們要

有活出和主一樣的性情，纔能為主作見證。因着

這樣的題醒，我倚靠主的愛，用主耶穌愛我的愛

來服事婆婆，這也纔使我有勇氣在婆婆面前承認

自己是基督徒，並且開始光明正大的參加主日聚

會。我這樣的公開承認和參加聚會並沒有讓婆婆

不高興。

　感謝主！最近在召會的福音節期中，主在我的

靈裏動工，讓我全心全意的轉向主，竭力的傳福

音結果子，這真是我們基督徒一生的使命，感謝

讚美主。（604 區　李許碧珍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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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科學園區台南部分主要坐落於新市區、善

化區與安定區範圍，其中善化區與新市區已有主

日擘餅見證，成為南科工作青職聖徒召會生活的

美好園地。對於尚未有主見證的安定區，弟兄們

也積極尋求擴展的機會，當地聖徒更為成立安定

區見證有長久迫切的禱告。從 2011 年開展新市

區起，就有安排至安定的開展，短短兩天就得着

了 16 個果子，並一些積極投入召會生活的聖徒。

之後的幾年間，藉着堅定持續傳福音並經營社區

兒童福音，有完整的家被主得着，開始穩定的在

召會中服事。雖然主日聚會必須至善化聚集，仍

然有約 20 位安定聖徒忠信的同作主一的見證。

　從去年下半年起，經過多方的禱告尋求，弟兄

們看見主建立祂安定見證的行動已然成熟，便與

當地聖徒積極交通，一面加強安定聖徒操練活力

排牧養與禱告小排的經營，穩定並增加過召會生

活的聖徒；另一面安排壯年班開展安定，培養聖

徒們事奉配搭的默契，產生對安定見證的託付

感。在那一週開展的訓練中，聖徒們人人都擺

上，積極投入規劃交通。在開展上作先鋒，在服

事上盡功用，在其他小區的扶持之下，一面主把

許多果子加給召會，並有聖徒的母親也因此得

救。另一面弟兄姊妹們都盡功用，滿了託付，看

見他們需要在安定作主團體的見證人。弟兄們在

其中更是配搭猶如四活物，同心合意事奉主，何

等甜美喜樂。

　如今，在安定成立主的見證已經來到，藉着青

年班訓練學員在 4/23~5/7 兩週的配搭開展、十一

與十四大區聖徒的扶持，加上眾聖徒的代禱祈求

並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召會定規在今年的

五月七日於安定正式成立 1104 區，開始有主日

擘餅聚會，讓主的見證在安定照耀出來！讚美主

的名要在安定這地被尊為聖，不僅為着當地的居

民，更要與新市、善化及新化聖徒一同配搭，為

着得着南科的十萬在職青年，使他們能認識、得

着並事奉我們所愛的主！

　為着完成建立 1104（安定）區的最後一步，我

們需要眾聖徒為以下負擔禱告：

一、 4/23~5/7 兩週開展期間盼望得着 20 個果子。

二、恢復或得着 3 個家。

三、5/7 正式成立安定區。

安定燈台建立照耀，國度福音全面焚燒

　　       －安定開展－

　當我們蒙召到台南市召會開展，我們確信那高

而可畏的輪子是隨着我們四活物而行動着。

　虎尾寮重劃區是我們爭戰之地，這是一處新興

的文教特區，因着地層限制，這裏沒有高聳的大

樓公寓，而是一間間獨棟的高品住宅，也透露出

它們的門禁森嚴。

　想按門鈴叩訪，侯門深院主人不想被人打擾，

上班上學的又不在家，要探訪他們實在有些困

難，再加上這裏的住戶大部份是高等的知識份

子，要他們接受福音也有一定的難度。

　知道這情形，我們只能向主要更加倍的恩典，

並要更殷勤的出外訪人。剛開始四大區有兩位壯

年班畢業的姊妹過來與我們配搭，她們真是盡心

又盡力的活力伴。禱告後，我們立刻編組成軍，

目標是人多的地方，譬如：全聯、家樂福、全家、

圖書館、公園、郵局…。

　　        －福音節期－

　　　主將得救的人與我們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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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春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晨興聖言「與升天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作」第 1 週，「職事文摘」

　　　 第一卷第七期－升天的基督，神活的話剌入剖開人的靈與魂。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4/30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九課下半。

　  4. 書報「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聖靈裏的生活與職責」第 13~15 篇，「民數記生命讀經」第

          21~23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4:16~18
　弗 4:16   本於祂，全身藉着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聯

                   絡在一起，並結合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 

    弗 4:17   所以我這樣說，且在主裏見證，你們行事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們心思的虛妄裏

                   行事為人，

    弗 4:18   他們在悟性上既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們裏面的無知，因着他們心裏的剛硬，與神的

                   生命隔絕了；

    Eph 4:16 Out from whom all the Body, being joined together and being knit together through every
                    joint of the rich supply and through the operation in the measure of each one part, causes the
                    growth of the Body unto the building up of itself in love. 
    Eph 4:17 This therefore I say and testify in the Lord, that you no longer walk as the Gentiles also
                    walk in the vanity of their mind, 
    Eph 4:18 Being darkened in their understanding, alienated from the life of God because of the 
                    ignorance which is in them, because of the hardness of their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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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0( 主日 ) 口箴 30:1-33 口腓 3:17-21  口腓 3:20
05/01( 週一 ) 口箴 31:1-31 口腓 4:1-9  口腓 4:5
05/02( 週二 ) 口傳 1:1-18 口腓 4:10-23  口腓 4:12
05/03( 週三 ) 口傳 2:1-3:22 口西 1:1-8  口西 1:6
05/04( 週四 ) 口傳 4:1-5:20 口西 1:9-13  口西 1:10
05/05( 週五 ) 口傳 6:1-7:29 口西 1:14-23  口西 1:15
05/06 週六 ) 口傳 8:1-9:18 口西 1:24-29  口西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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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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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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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續第五頁福音節期）我們一路發福音單張，

傳馬路福音，商家門口抓住時間傳講、記名，在

公園一面陪走也一面傳講。平均年齡六十六歲的

我們帶着慈祥、和藹，也帶着白髮和愛，感動了

他們的心，也觸動了他們深處的靈。我們不只融

化了福音朋友的心，也挑旺了聖徒們傳福音的士

氣，從兩個姊妹的配搭，陸續加增到二十位以上

的聖徒加入。

　主記念我們的同心合意，聖徒們的全力配搭。

四月二十日先賜給我們一個果子，二十一日晚上

又加增一位。到了福音聚會，下午綿綿細雨仍阻

擋不了神要給人的祝福，來了十四位福音朋友，

其中有四位青職受浸。主應許了我們的宣告。  
　外出福音開展尋找平安之子，增加得救人數，

固然很重要。然而在這過程中，神實在祝福我們

在調和的靈裏同心配搭，這些年長的聖徒，行走

不疲乏，而且和大家相調，彼此挨在一起，相愛

相顧，為召會而全然擺上自己，深受感動。（壯

年班　胡吳美月姊妹）



          2017.04.30 7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周永分弟兄夫婦－巴黎召會能有25個中壯年的家和30個青職的家打開家

　　為着神的經綸。

    德國：1.加強漢堡和慕尼黑的開展；2.在召會生活中落實活力排，形成牧養新人網。

　台南市召會
    週週出訪：建立福家架構、養成生養習慣，接觸人傳福音，餧養新人家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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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福音節期：聖徒人人分別時間走出去，大量接觸平安之子。每週出訪人位：760人，總出訪

                                  人位：1564人，受浸人數：254人。

　西港安定開展：5月全時間訓練學員配搭，西港：受浸20人（10位青年人），得着3個家，繁增1 
                               個排。安定：受浸20人，恢復3個家，5/7正式有1104（安定）區擘餅聚會。

    弟兄及姊妹成全：渴慕受成全，分別時間與同伴複習信息，在生活中實際操練並書寫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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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領受入住弟兄姊妹之家負擔，渴慕受成全同過團體神人生活。 
 青少年：國三會考：（一）楊宣恩、吳聖民、沈思紀、王俐媛、王語欣、王馨玉、呂培妤、張馨

云、黃天霓、蔡佩穎、鄭琡穎、戴玉涵、魏妤亘（二）吳獻、林子軒、潘得容、曾子

安（三）翁峻毅、賈若恩、黃嬿珊（四）汪皓誠、周柏序、張新捷、陳思恩、柯廷昀、

崔芝榕、譚新蓓、吳蕙如（五）何傑恩、陸韋綸、林博智（六）李新傑、黃稼恩、張育

晨、林予馨、何貝靈、徐苡宸、張家瑄、顏彤穎、洪詠瑄（七）徐晏、陳柏聖、張昱

奇、吳恩妍、郭旻臻、武宥潔（八）蘇俊安（九）黃豫、林宇婕（十一）張宇新、鄧家

恩、蔡宥錚（十二）潘啟新、林受恩、郭子謙（十三）方思穎、曾亞津、李欣潔（十四）

陳易安、齊夢婷（十六）王逸傑、蔡寬容、陳麗玟、吳采真。

           高三統測：（一）鄭昭穎（四）郭欣慈（五）周亭均（八）賴一予（九）吳旻竹（十二）黃竣

郁、黃欣怡（十六）張峻豪。若有遺漏名單，請來電執事室告知。

  兒童：社區福音節期，接着社區兒童品格培育活動，得着完整的家進入召會生活中。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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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召會福音收割聚會
時間：5/20（六）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敬請廣邀福音朋友參加並靈中代禱記念。

　1104（安定）區成立
時間：5/7（主日）9:30，地點：安定區蘇林里蘇厝 273 之 5 號，敬請聖徒靈中代禱記念。

  大區 
　 一大區集中主日　　時間：5/7（主日）9:30，地點：青年路會所。

       四大區集中禱告　  時間：5/2（二）20: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九大區集中主日　　時間：5/7（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全召會青職聖徒主日集中聚會
　 時間：5/21（主日）9:30~11: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會後愛筵相調。

  青少年家長服事者相調　
時間：5/28~29（主日 ~ 一），地點：南投縣鹿谷。房型皆為四人房，費用：四人住一間 1200 元 / 人，

三人住一間 1400 元 / 人，二人住一間 1800 元 / 人， 皆不含第二天午餐費用。

報名窗口：吳念宇弟兄 0930-259-129。 
　五月第一階段高三畢業生共追  

日期：5/5~6、12~13、19~20，時段：週五傍晚 ~ 週六下午（接待於美地大樓）。  
費用：500 元。共追內容：新約聖經（經文）一遍、器皿的豫備八課。報名 QR Code 

　書報 中文基本訂戶新書三本已發至各區，晨興聖言－與升天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作，結常存果子

　　　　 的訓練與實行，職事文摘第一卷第七期。 

  －報告事項－

報名

QR 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