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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召會集中禱告事奉聚會 時間：2018/1/2（二）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區負責訓練暨姊妹成全展覽聚會 時間：2018/1/7（主日）15: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全召會主日集調 時間：2018/1/28（主日）9:30，地點：新市區遠東科技大學體育館。
『二○一七年感恩節特會－真正的召會生活』信息要點

第一篇

實行召會生活的基本原則

前言

2017 秋季長老同工訓練，講到召會的恢復。
那是神永遠的目標，這也是神在這個時代藉着祂
的經綸要得着的。這次，我們照着那條線繼續來
考量，來到這個主題，真正的召會生活。這一次
不只是講到召會，而且是講到召會生活。當我們
說到召會生活的時候，當然我們是講到一些的實
行。不是在理論上的召會，也不只是在觀念上的
召會，乃是可以看見的召會生活，就是實行的召
會，能彀在地上彰顯出來的召會，在人當中可以
見證的召會生活。
今天，不只要恢復召會，還有一個大的需要，
就是恢復召會生活。甚麼是真正的召會生活與虛
假的召會生活，在神心上的召會生活是甚麼。本
篇信息是講到為着實行召會生活的基本原則。

真理要點
我們必須看見並站住神的眾地方召會獨一的立
場 — 早期召會生活的實行乃是一個城一個召會，
一個城只有一個召會（徒八 1，啓一 11）。林前
一 2 說『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召會，就是給在基
督耶穌裏被聖別，蒙召的聖徒，同着所有在各處
呼求我們主耶穌之名的人；祂是他們的，也是我
們的。』基督不是分開的—基督是獨一的，是不
能分開的，也是不分開的。分裂是屬肉體的，是
照着人的樣子。
我們必須看見並持守基督宇宙身體獨一的一
（弗四 3 ～ 6）。基督宇宙身體獨一的一，乃是
屬那靈的，信徒不該破壞這一，乃該以和平的聯
索，竭力保守這個一。在整個宇宙中，只有一個
獨一的基督身體，有三一神爲其內容。
我們必須藉着服從主的作頭並受身體的平衡而
實行召會生活。我們必須從使徒行傳，並從十五
章使徒和長老的經歷有所學習，絕不要憑自己下

斷案；此外，我們也不該給別人建議或指示；我
們沒有一個人彀資格這麼作。我們不是主，不是
主人，也不是莊稼的主（路十 2）；惟有主耶穌
纔是莊稼的主，祂是主人，是身體的頭，我們必
須尊重祂，而不憑自己下斷案。
我們必須實行召會屬靈的憲章，就是十字架、
基督作生命、聖靈、基督作頭、身體、對同作信
徒者持包容的態度以及神的話：聖殿的祭壇（結
四十 47）豫表十字架，事實上乃是宇宙的中心；
我們若沒有基督作生命，就沒有召會生活；我們
若用十字架核對自己，並且尊榮、顯大、高舉並
尊重主耶穌基督，我們就在對的地位上，在我們
靈裏經歷聖靈；在升天裏，基督正式就職，得着
全宇宙中完滿的元首權柄（徒二 36）；我們必須
受基督身體的規律、約束和限制，凡我們所說並
所作的，都必須在身體裏，藉着身體，並爲着身
體。基督徒是分裂的，因為他們缺了包容的靈，
我們必須接納各種的真基督徒。因此，我們要來
認識聖經，就是神的話，成了召會生活的憲章。

負擔應用
一、我們必須看見並實行基督宇宙身體的調
和，神已經將身體調和在一起，我們需要一種調
和的召會生活，調和不是交際，乃是我們所享受、
經歷並有分於之基督的調和。
二、我們要服從主的元首權柄，而且只服從祂，
並且讓身體來平衡我們，為着一個真正的召會生
活，這個是法則。當基督是頭的時候，基督為每
個人作決定。我們不該指揮人，指示別人。
三、我們必須經過十字架，基督作我們的生命，
經歷聖靈，使基督作我們的頭，受基督身體的規
律、約束和限制，以包容的靈，接納各種的真基
督徒並且認識聖經，就是神的話。（申鉉相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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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聚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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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訓練實行新路，以帶進復興
主的恢復需要改制以脫開停滯的光景
我們知道，有些人對於目前叩門編組的方式
感到為難。按已往的經驗，我們不會勉強這些
人，只會告訴他們可以留在家裏禱告，或是按時
和幾位聖徒一同去探訪也很好。然而請記得，這
種自由的作法，從主的恢復在中國大陸開始，至
今已沿用了六十多年，卻果效不彰。試想，如果
我們身上的四肢百體都要求自由，我們不就解體
了麼？為這緣故，我們兩年半前開始改制。改制
的意思，就是要弟兄姊妹學習在身體裏配搭。為
此，我們需要受訓練。
已過，那種自由的作法在福音的傳揚上並沒有
多少果效，擴增率非常低。雖然我們一直帶人受
浸得救，但是擴增率只有減少，沒有加多。這種
停滯的光景逼得我們必須起來改制。這如同辦學
校、開工廠，若是作得沒有果效，就不該守舊，
乃該想出一條活路。這就是我們需要改制的原
因。
時至今日，改制雖然還未徹底完成，但至少已
達成百分之六十。若是年長聖徒在身體方面有為
難，可以和自己當地的負責弟兄交通，我們會設
法顧到年長聖徒的年齡和體力，讓他們仍然有機
會事奉。但我們絕對不可以再走自由的路，我們
必須徹底的覺悟，我們需要改制。

主還要繼續走下去，祂不讓我們退去。為這緣故，
我們必須找一條出路。
無論作甚麼事都得受訓練，纔能作得好。沒有
經過訓練，就是外行的。我實在盼望每位受訓者
都服在主面前，承認說，『主阿，是的，我們都
有心，也都愛主，願意帶人得救，但我們就是不
會作。』若是我們承認自己不會作，願意和大家
一同學着作，這樣我們就有福了。

用『人生的奧祕』傳福音，
用『生命課程』作家聚會

我們使用『人生的奧祕』這本小冊子傳福音，
至目前為止已經在全球各地帶了至少五萬人得
救。光是臺北，就有近三萬人得救。這本小冊子
已經繙成十多國語言。目前世界各地的召會都使
用這本小冊子帶人得救。不論是何種語言，都能
見證用『人生的奧祕』傳講福音，是有果效的。
另一面，我們還有『生命課程』可以供家聚會
使用。這套書是我們研究兩年半的結果。今後，
你們去帶家聚會，不要再講自己的道，也不要講
自己的話。只要讀生命課程，但不是呆板的讀，
乃是要靈活的讀。
有一位姊妹見證，她帶着『生命課程』去看望
一個家。那個家對於真神沒有清楚的認識，於是
這位姊妹就帶他們讀第七課認識真神。這一讀，
他們的問題就解決了。之後，那家的人又題起別
為着改制必需受訓練
我們知道，學生必須在學校接受正規教育，纔 的問題，這位姊妹就幫助他們再讀另一課，他們
能從學校畢業；即使學習樂器，也必須按部就班， 的問題又得着解決。實在說，生命課程總共有四
纔能有所精進。從來沒有人可以自由的上課，而 卷，每卷十二課，一共有四十八課，每一課都像
從學校畢業；也沒有人是自由的敲打琴鍵，而學 一個法寶。有位弟兄說，『這就像醫生出門為人
會彈鋼琴。已過我們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就是 看病，隨身攜帶的藥匣子，裏面甚麼藥都有。』
走自由的路。以聖徒們到會的情形來說，少有人 若是你們熟悉每一課的內容，當你們遇見人的各
是準時赴會的，總是姍姍來遲，拖拖拉拉的。聖 種情形，就知道要陪他讀那一課，正如有經驗的
徒們到會的情形，總是反應出聖徒們屬靈的光 醫生，給病人對症下藥一樣。
景。我們屬靈的光景要剛強起來，就不能再走自
實行新路，帶進召會的復興
由的路；反之，我們必須受訓練。
盼望各地召會都因着實行新路而得着復興。人
在主的恢復裏，我們對於召會的真理、道路和 人接受負擔去叩門，領人受浸歸主，並陪新人家
立場有清楚的看見；然而，在召會生活的實行上， 聚會。這好比母親生下孩子，就必定寶愛並按時
卻仍受傳統基督教的影響。弟兄姊妹都愛主，也 乳養孩子。在母親的呵謢和養育之下，孩子會越
肯出代價，週週跑聚會。我們的時間、力量和財 發活潑、可愛，作母親的也會越稱職。照樣，我
務，統統擺上，忙於各種聚會，末了卻沒有多少 們若是去叩門，領人受浸歸主，然後在家聚會裏
結果。長期勞苦卻沒有果效的情形，恐怕我們都 餧養他們；我們個個都要被復興起來。（結常存
要心灰意冷，退去不走了。然而，在我們裏面的 果子的訓練與實行，第九篇）

201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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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讀經－
帖撒羅尼迦後書生命讀經導讀 ( 四 ) 結語

壹、本週進度：帖撒羅尼迦後書生命讀經第七篇，帖撒羅尼迦後書三 6~18。
貳、信息導讀：

生命讀經 恢復本經文 上網登錄

由於對主回來的錯誤觀念
保羅在三章六節說：『弟兄們，我們在我們主
耶穌基督的名裏囑咐你們凡有弟兄不按規矩、且
不照着你們從我們所受的傳授而行，就當遠離
他。』我信在帖撒羅尼迦不按規矩而行的情形是
由於對主回來的錯誤觀念。有些信徒認為，既然
主耶穌不久就要回來，他們就不必工作。我們不
要認為只要屬靈、追求主、為着主的見證和恢復，
就不需要受好的教育，為將來的工作作準備。
我們生活在一個教育、知識、科學和工業的時
代中。青年人如果沒有受合式的教育，就不容易
過正確的為人生活。因此，我鼓勵所有的青年人
要受良好的教育。

甚麼工都不作，反倒好管閒事。』好管閒事的人
是無用的人，他們忙的只是與自己無關的事。
十二節繼續說，『要安靜作工，喫自己的飯。』
我們作工卻不該閒言閒語，要喫自己的飯。在
十三至十五節這段話裏乃是說，我們都必須學習
按規矩生活。我們要按規矩而行，好叫弟兄們贊
同我們所行的。

從主所來的平安與享受主恩典

十六節說，『願平安的主，隨時多方親自賜你
們平安；願主與你們眾人同在。』遵守十二至
十五節的囑咐，就隨時多方都有從主來的平安。
我們在召會生活裏需要在每一件事上，在每一方
面，與每一個人都有平安。
保羅在十八節的結語說，『願我們主耶穌基督
使徒們的榜樣
保羅在七至九節題醒帖撒羅尼迦人，在按規矩 的恩與你們眾人同在。』我們惟有享受主作恩典，
而行這事上，使徒們是他們的榜樣：『你們自己 纔能保守召會生活不致誤入任何歧途，且不致不
原知道，應當怎樣效法我們；因為我們在你們中 按規矩而行。我們惟有藉着恩典纔能過為着召會
間，未嘗不守規矩，也未嘗白喫任何人的飯，倒 生活的正確生活。（摘自帖撒羅尼迦後書生命讀
是勞碌辛苦，晝夜作工，免得叫你們任何人受累。 經第七篇。）
這並不是因我們沒有權利，乃是要給你們作榜 參、復習問題：
樣，叫你們效法我們。』使徒在信徒中間絶不是 一、我們只要追求屬靈，而不用讀書工作嗎？
二、我們如何能有從主來的平安，並蒙保守過正
不守規矩的，乃是作榜樣給信徒效法。
確的生活？
要按規矩而行
十一節說，『在你們中間有些人不按規矩而行，

－交通－
關於利未記生命讀經追求的交通
『如果主恢復的召會，能帶領眾聖徒好好讀生命讀經，每週一至兩篇，長遠而論，也許經過十年、
八年，甚至只要五年，聖徒們在各方面必定會有長足的進步，整個召會的光景也一定翻轉過來。』( 主
恢復中的四大支柱，第一篇。)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生命讀經將於本週追求完畢，為配合利未記結晶讀經訓練的進入，後續將進入
利未記生命讀經的追求。除了生命讀經之外，在最新的基本訂戶裏，另有一本新書『利未記概論上
冊』。此書為李弟兄於一九六○年的訓練信息，可供聖徒個人追求或小排團體追求使用。在每週週
訊第三版，將陸續刊登該週進度的生命讀經信息導讀，盼望各區聖徒能彀一同追求，並在 LINE 群組
或小排中多有分享。
＊追求時間：1/7~3/17，追求進度：第一冊（第 1 ～ 20 篇）。
＊獎勵：3/25 前完成學程進度並上網登計者（35 歲以下），
召會將頒發書卷獎（每學程 100 元），以資鼓勵。
＊方式：請上網登錄利未記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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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福音月－

2017.12.31

打開家－讓小孩子到主這裏來
已過兒童福音月在弟兄姊妹的代禱和關心中，
共有 144 個家為主打開，乃平時兒童排的兩倍之
多。福音月後新增了六個兒童排。此次共有 1,033
位兒童及 170 位福音家長來到主面前，見證兒童
實在是一個大的福音！後續仍需要各小區聖徒繼
續接觸並探訪這些福音家庭。願主加增以色列家
的人數，多如羊羣。以下是各家見證：

在十一月份兒童福音月中，藉着弟兄姊妹同心
合意的配搭和小朋友的彼此邀約，共來了 23 位
小朋友！他們與他們的家長，與我們一齊歡樂用
餐，喜樂的享受神家的豐富。只要我們願意與主
配合，祂就大大的祝福我們。（202 區 林素美
姊妹）

兒童是大的福音，把家打開結果子

兒童是大的福音，是福音的果子，也是福音的
種子。一大區面臨少子化的衝擊，實在需要我們
有積極進取的靈，去接觸福音兒童。召會吹號兒
童福音月，我與孩子交通需邀請孩子們到兒童排
時，他想起去年一個孩子都沒邀成，只有一個自
動上門的，非常洩氣。但藉着到安親班去邀請人，
有一位國一生的反應叫孩子非常得鼓勵。他說：
『時間快到了，你要趕緊給我邀請卡阿！我纔知
道時間、地點阿！』感謝主，他真的來了，叫我
們都得着加力。
這次也鼓勵聽障區的聖徒開家作兒童排，聽障
家長和外婆都引頸等候我們。雖然因聯絡上的疏
失使我們誤了時間。但到了他們家裏，全家都非
常高興的歡迎我們；我們也鼓勵爺爺、奶奶為了
孫子開家。這次新開了三個家，真經歷在人不能，
在神沒有難成的事。（111 區 賴徐秀英姊妹）

馬太福音十九章十四節：『耶穌卻說，讓小孩
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諸天之國正
是這等人的。』
三年前我打開家作幼幼排，後來因時間搆不
上，以及沒有配搭的同伴，就關了。但在召會的
水流中，一直有弟兄關切並鼓勵我再把家打開，
同時因着我女兒願意配搭並帶她的小孩來參加小
排，就在十一月四日我們家配合兒童福音月負
擔，重新開家了！
當天來了四位福音小朋友及兩位很敞開的福音
媽媽，再加上聖徒的小孩，總共十二位兒童。其
中一位媽媽很喜歡來我家，與我互動也不錯。所
以在十一月廿五日再開兒童排時，她不僅帶着兒
子來了，也在我家用餐相調。主就給我負擔，引
導我與我的活力伴為這個家有禱告。
十二月初，當我們去到她的工作地方看望她
時，也遇見她的先生，交談中發現她先生也非常
敞開、不排斥福音，所以就約定了第一次的家聚
會，傳講人生的奧秘並帶他們呼求禱告。隔週第
二次家聚會時，夫妻二人就受浸得救成為神的兒
女。阿利路亞！讚美主！兒童是一個大的福音，
藉着兒童福音並身體的配搭，我們一同結果子。
願主保守每一個打開為着兒童的家，使他們能堅
定持續的打開，不僅得着兒童，也能得着他們的
父母。（201 大區 陳昱汝姊妹）

身體配搭邀約兒童及家長
讚美主！祂是奮力活動的神，先在我們裏面運
行，再藉我們往外擴展。兩年前因着追求書報，
摸着兒童工作的重要，雖然我的孩子都已是青
職，但我仍有心願打開家作兒童排。藉着家打開
歡迎小朋友來家中聚會，他們很歡樂，也週週穩
定來，我也愛上他們。因着來的兒童越來越多，
年齡也有差距，在今年六月，我們就在身體的配
搭中新增一排為國小五、六年級讀經排。

鼓勵聖徒家打開，主為我們作大事

豐富的豫備乃是為着兒童排
讓小孩子到主這裏來。十一月十一日下午，我
家打開作兒童排，來了四位兒童、一位國中生、
一位福音孩子、一位福音家長，並有三位姊妹配
搭服事，唱兒童詩歌 112 首《有一位好朋友未見
過》。小排交通內容為路加福音第十章，說到主
耶穌是具有最高道德的好撒瑪利亞人。
兒童詩歌大字報已製作好，很方便，掛起來便
可以唱。聖經的內容放在影片中，打開電腦便可
播放。盼望更多的家能彀打開，在我們自己家裏
有兒童聚會，把福音傳到不信者的家庭裏。（704
區 張衛弟兄）（待續）

2017.12.31

－行事曆－
2018 上半年台南市召會重要行事曆

5

6

－神人生活操練表－
(1) 起居 (2) 晨晨復興
規律 個人 團體

12/31( 主日 )
1/01( 週一 )
1/02( 週二 )
1/03( 週三 )
1/04( 週四 )
1/05( 週五 )
1/06( 週六 )
(5) 正常聚會
12/31( 主日 )
1/01( 週一 )
1/02( 週二 )
1/03( 週三 )
1/04( 週四 )
1/05( 週五 )
1/06( 週六 )

傳福音

201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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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創 4:1-26
口太 4:1-11
口太 4:4
口創 5:1-32
口太 4:12-25
口太 4:19
口創 6:1-22
口太 5:1-4
口太 5:3
口創 7:1-8:3
口太 5:5-12
口太 5:8
口創 8:4-22
口太 5:13-20
口太 5:16
口創 9:1-29
口太 5:21-26
口太 5:24
口創 10:1-32
口太 5:27-48
口太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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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召會生活」晨興聖言第 2 週，「職事文摘」第二卷第四期－持定元首並歸一於元
首之下，藉着生命和光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帖撒羅尼迦後書生命讀經」第 7 篇。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12/31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二第三十二課 。
4. 背經進度「帖撒羅尼迦前書」主題及帖前 3:1 ～ 3:3
帖前 3:1 所以，我們既不能再忍受，就樂意獨自留在雅典，
帖前 3:2 打發我們的弟兄，在基督福音上作神同工的提摩太去，為着你們的信心，堅固並鼓
勵你們，
帖前 3:3 免得有人被諸般患難搖動。你們自己知道，我們受患難原是派定的。
1Ts 3:1 Therefore when we could bear it no longer, we thought it good to be left in Athens alone,
1Ts 3:2 And we sent Timothy, our brother and God's fellow worker in the gospel of Christ, to
establish and encourage you for the sake of your faith,
1Ts 3:3 That no one would be shaken by these afflictions; for you yourselves know that we are
appointed for this.

－報告事項－

全召會集中禱告事奉聚會
事務服事
項目
大區

時間：2018/1/2（二）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總管：陳韋字弟兄、李宏銘弟兄
電器
一大組

場地佈置
一、四

招待
三、九

交管
五、七

整潔（含廁所）
八、十五

區負責訓練暨姊妹成全展覽聚會
時間：2018/1/7（主日）15:30~17: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此次由青年照顧區事務服事。
項目
電器
場地佈置
招待
交管
整潔（含廁所）
大區
一大組
五
八
一
十五
全召會主日集調 時間：2018/1/28（主日）9:30，地點：新市區遠東科技大學體育館。
安南區開展 明年一月將開展安南區，請聖徒提供住安南區可探望的熟門名單。請與蔡雨蒼弟兄
（0911-637-069）、徐祥瑋弟兄（0973-912-321）聯絡，配搭開展聖徒車輛可停放燦坤收費停車場。

全召會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一～二章背經會考
時間：12/31（主日），範圍：帖撒羅尼迦前書主題及第一～二章經文。請各區於 2018/1/8（一）
前回報執事室得獎名單，以便核發獎勵書券。
大專青職詩歌展覽豫演 時間：2018/1/7（主日）17:30，地點：裕忠路會所，報名華語特會者。
華語特會壯年班詩歌展覽 報名日期：即日起～ 2018/1/2（二），對象：徵求 40 位壯年班訓
練畢業聖徒參與展覽。報名窗口：王訓誠弟兄（0915-716-089）、陳良培弟兄（0937-04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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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結晶讀經訓練
假日班 時間：1/13~1/14（六 ~ 主日）；1/20~1/21（六 ~ 主日）14:55 ~ 20:30，地點：裕忠路會所。
白天班 時間：1/15~1/20（一 ~ 六）；1/22~1/27（一 ~ 六）9:00 ~ 11:00，地點：裕忠路會所。
清晨班禱研背講 時間：1/8~1/13（一 ~ 六）6:30，地點：裕忠路會所。
夜間班 時間，地點請參閱第四十九期週訊。

青少年寒假特會

時間：2/9~2/11（五 ~ 主日），地點：裕忠路會所。報名截止日：2018/1/13，請向各區服事者報名
並繳費。鼓勵廣邀青少年福音同學參加，相關內容請參閱通啟。

兒童家庭相調成全
時間：2018/2/3（六），地點 : 嘉義縣朴子召會，報名截止日：2018/1/21，請參閱通啟。

新購崇學路會所財務奉獻現況交通 ( 目前達成率 82%)
奉獻目標
18,000,000 元

實際奉獻（截至 12/24）
14,759,611 元

尚缺款項
3,240,389 元
註：個人大額奉獻款，可自行至郵局劃撥匯款（帳號：30450822、戶名：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南市
教會聚會所），將收據放入奉獻袋填寫身分證字號及金額，並投入小區奉獻箱。若須開立支票，
抬頭同郵局戶名。

2018 夏季訓練台南青職團報名

參加明年 7/2 ~ 7 夏季訓練，台南青職團預計 6/27（三）出發，7/10（二）上午回台，名額 12 人。
團費含報名費約 5 萬 5 千元。洛杉磯進出。欲報名者請與林右庸弟兄聯絡（0968-599-569），並需
先繳機票費（視訂票時報價）。

結婚聚會
（五大區）吳念宇弟兄（吳紀任弟兄之子）、（六大區）潘靜雯姊妹（埔里潘平弟兄之女）

時間：2018/1/1（一）15: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書報

一、Android、IOS 及 Windows 序號卡優惠組合，每套 3,000 元供應。份數有限，優惠至年底。
二、冬季訓練利未記結晶讀經 MP3 中文、英文、英摘，請向書報室訂購。
三、李常受文集 1979，特價 1,050 元，優惠至年底。

全地

－代禱事項－

法國：聖徒能有分於明年二月國際華語特會，看見並經歷基督身體的實際。
德國：1.聖經發放與回訪尋求者、新移民聖徒的成全與牧養、校園工作。2.台灣至德國開展的聖
徒，靈魂身體得蒙保守，與當地聖徒同心合意配搭接觸人，餧養新人。

台南市召會

週週出訪：建立福家架構，養成生養習慣－持續出外傳福音並回訪；受浸新人接受牧養。
月月福饗筵：小排月月傳福音，人人盡功用作見證，盡力邀約福音朋友參加。
區負責與姊妹成全訓練：踴躍參加訓練；並與同伴一同復習信息，並代禱簿的操練與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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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訓練：分別時間參加各個訓練班別，進入主今時代的說話裏。
安南區開展：興起聖徒起來與主配合傳揚福音，得着平安之子，敞開的家。
青職：1.建立出訪習慣：每週一個時段，出外傳揚福音。2.過牧養的生活：每週花十分鐘，陪讀
牧養材料。3.帶領人進草場：每週追求主話，兩篇生命讀經。
大專：40位新人常存在召會生活中，10位入住弟兄姊妹之家。
青少年：參加明年一月學測代禱名單：
（弟兄）楊宣綸、吳子郇、郭冠岑、熊偉雋、蕭建新、呂世全、王凱巨、陳易新、林子名、劉和宗、
張旭華、韓碩、賴怡廷、黃楚文。
（姊妹）劉沛、楊雅喬、胡嫚容、張心聆、楊庭昀、吳心誠、楊茱閔、張月薰、林宜潔、林登涵、
許新晨、李欣聆、古真禛、吳旻如、曾美雅、李欣怡、林姿妤。
兒童：接續兒童福音月的負擔，持續回訪福音家並接受餧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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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