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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信息要點

第十二篇　生命內在的恢復，為着完成神的經綸

全召會姊妹成全　　時間：4/16（主日）15:30 ～ 17: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主日初信成全　　　時間：4/16（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 B201 室及青年路會所。

前言
　本次信息前九篇開啟以西結一章的奧祕，後三

篇啟示有分於異象的操練與實行。其關鍵在於喫

書卷，喫並消化神的話；經歷基督的牧養，而前

去牧養人；以及本篇信息，藉着生命內在的恢復，

有新心和新靈為着完成神的經綸。這生命不是敬

虔、宗教、知識、恩賜、能力和行爲，這生命是

神自己。神是藉着祂這生命，以內在的方式完成

祂的恢復，爲着完成神的經綸。

真理要點

　以西結書三十五章二節『人子阿，你要面向西

珥山，說豫言攻擊它，』這裏重複對以東的審判，

指明在恢復的過程中，神需要審判豫表舊人的以

東。舊人指我們魂裏天然的生命。舊人已釘十字

架，我們的魂就應當只作基督的器官，受我們靈

的支配，有基督爲其生命。因着舊人非常難對付，

審判必須一再重複，直到我們身體得贖的那日

（弗四 30）。神要恢復我們，使我們成爲新人，

就必須審判我們的舊人，我們的舊造。

　以西結書三十六章二十二節說到， 神爲了祂子

民內在的恢復，乃是爲祂的聖名行事。得恢復、

得復興，不是因着我們有甚麽長處，乃是因着神

爲祂自己的名，在我們裏面作事。為此，神將法

理的救贖應用在我們身上，用基督的寶血潔淨我

們。洗除罪與污穢，使我們脫離一切的污穢和偶

像。並且，以西結書三十六章二十六節說到，神

也將生機的拯救應用在我們身上，賜給我們新心

和新靈，使我們愛主，用更新的心渴望祂，並藉

着運用我們更新的靈，接觸祂、接受祂並盛裝祂。

結果使我們能成爲神，成爲一個新造，就是新耶

路撒冷。

　以西結書三十六章二十七節『我必將我的靈放

在你們裏面，使你們遵行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

的典章』。 神不僅賜給我們新心和新靈，也將

祂的靈放在我們的靈裏，使二靈成爲一個調和的

靈。我們照着那有聖靈內住之重生的靈而行，就

能自然的謹守神的律法，能遵行祂的律例，並爲

祂的名引導我們走義路（詩二三 3）。律法義的

要求自然而然並自動的成就在照着靈而行的人身

上。 那靈同我們的靈，是神生機拯救的關鍵、祕

訣。

　生命內在的恢復，結果乃是先前爲荒廢、淒涼

之地，將要成如伊甸園。主的恢復達到如伊甸園

一樣，我們有基督這生命樹，帶着豐富食物的供

應（啓二 7，二二 14）。

　主在祂藉着生命的恢復裏，渴望加增我們的

『人數，多如羊羣』。主應許要加增我們的人數，

使荒廢的城邑充滿『人羣』。我們向主要，求祂

作祂所要作的，爲人數加增禱告，取用以西結

三十六章裏主的應許，求主給我們加增人數，把

人如同羊羣帶來。
負擔應用

　一、我們的心要維持新鮮，必須將心轉向主，

全心愛祂，使我們的心柔輭、清潔、有愛、有平

安。

　二、	我們的靈要維持新鮮，必須不斷的運用

靈接觸主，藉呼求主名，禱讀主話，常常喜樂，

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將我們的靈如火挑旺起

來，不消滅那靈，且照着靈行事、生活並爲人。

　三、操練過傳揚福音的生活，並爲召會人數加

增禱告，求主給我們加增人數，把人如同羊羣帶

來。（游元良弟兄）

QR Code 週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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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叩訪有功效的律

一　禱告、認罪、對付罪、被聖靈充滿

　當我們去社區、校園叩訪時，也要知道怎樣

去叩訪。首先，我們每次出去的時候，都必須先

有彀多而徹底的禱告，直到我們被聖靈充滿。我

們一轉到靈裏向主禱告，裏面就明亮，感覺很多

不對的地方，如同到了鏡子跟前，看見自己的本

相。這時我們就要認罪，認得越多越好；這就叫

我們對付罪。等我們認到無可再認時，那也就是

聖靈充滿你的時候。我們裏面的過犯、罪惡都倒

出來了，自然聖靈就充滿全人。這樣，你就得着

膽量去叩訪。

　被聖靈充滿有如呼吸。所以每次出去探訪人，

我們都要先好好的禱告。昨天出去禱告過，今天

出去還要再禱告，再一次好好進到主面前蒙光

照。我們天天在這個世界行走，都會受到玷污，

都需要一再得潔淨。這如同洗手。雖然我不太作

整潔，也儘量不去摸污穢的東西，但是每天我最

少都要洗手七、八次。同樣的，不管你昨天在主

面前禱告得怎麼透徹，認罪認得多麼徹底，今天

你要出去探訪，把主帶給人，你還得再好好的禱

告。這個工夫是省不得的，必須確實的出代價擺

上。我們若是鄭重的作這事，就會發現只有三、

五分鐘是不彀的。

　禱告、認罪、對付罪、被聖靈充滿，結果就有

膽量、有信心。你若沒有禱告就出去叩訪，定規

小腿會發抖，說話沒有力量。但是經過禱告、認

罪、被聖靈充滿，再去叩訪時不僅有膽量，也有

信心相信你叩訪的對象必定得救。若沒有被聖靈

充滿，可能你話都說不出口。一旦被聖靈充滿，

你不但話語有能力，也能定規他得不得救：你說

他得救，他就得救；你說他不得救，恐怕要再等

一等，他就不得救。這就是禱告、認罪、被聖靈

充滿的功效。

二　操練智慧的說話

　叩訪的時候，也要注意我們的態度，千萬不要

冒冒失失的，卻要謙卑有禮，溫和又恭敬，莊重

而不草率。同時要學習說話簡潔不囉嗦，熱切而

不冷淡。如果你太囉嗦，又很機械式，人家可能

立刻就關門，或者推辭。所以要操練說話爽快、

直接、熱切而有禮。如果人家回答你：『我沒有

空。』你也不要放棄，就說，『只花您一分鐘。』

結果可能因着這一分鐘，他就相信，並且受浸了。

就是因為的確有這樣的事，所以我們纔有一分鐘

福音。
三　學習抓住機會

　上個主日的擘餅聚會，我聽見有聖徒見證，他

所叩訪的那個人對他說很好。我就告訴弟兄們，

那時候就該打結，請他一同禱告；一禱告他就會

相信接受，然後就為他施浸。若是不抓住那個時

機，還要再談，恐怕機會就被打掉，這筆『生意』

就無法成交了。但是有弟兄說，恐怕時機還是早

了一點，還有些生疏。這意思是說，不是人家不

肯禱告，是你不肯禱告；不是人家放不下臉來禱

告，是你放不下臉來帶他禱告。我這些話都是經

驗談。從前我去帶人時也是這樣，帶到一個節骨

眼，就是不敢帶禱告，心裏直想還早了一點，算

了罷。這一算了，有時就算了一輩子，再也沒機

會見到了。

四　操練堅定持續

　從八月十二日起，參加在臺北的全時間訓練的

聖徒，臺灣有將近五百位，美國有一百五十多位，

歐洲有二十幾位，南美、非洲另有幾位；受訓總

人數有六百五十多位，加上教語言班的教師幾十

位，合計有七百多位。這次的訓練有一項規定，

就是每週有兩個上午要出去訪問，每天下午訪問

社區和校園，晚上只要沒有聚會，也都要出去訪

問社區和校園。七百位每週每人至少要浸一位。

這樣，一個月四週，至少要有二千八百人受浸。

不只全時間受訓者，我盼望從現在起，每位長老、

同工都得開始操練叩門探訪。這是我們第一項該

有的操練。也許我們不能每天出外叩訪，但有一

件事是我們能作的，就是定規每週要有二至三個

鐘頭出外叩訪。並且不是僅僅訪問那些我們熟識

的人，更是訪問不認識的人。我們應該把自己所

在地區所有的門都叩過。不要擔心，也不要憂愁，

只要我們肯去實行，一定會成功。（速興起傳福

音　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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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數記生命讀經導讀(六 ) 引導與起行

壹、本週進度：民數記生命讀經第十五至十七篇，民數記第九章十五節至十章

貳、信息導讀：
　本週我們來到民數記的第二個段落，行程。在

九章十五節至十章裏，包括了引導與起行兩個部

分。首先，以色列人行動的引導來自諸天（雲彩－

15 ～ 23），也來自地（兩枝號－十 1 ～ 10）。

主的引導—藉着雲彩

　在豫表中，雲彩表徵那靈，而光照的火表徵神

的話。當我們屬靈的生命裏有晴朗的天，我們就

感覺那靈的同在。然而，我們經常是在夜間，這

時那靈對我們就成了話。今天我們有聖靈是作雲

彩來遮蓋，也有聖言是作火來光照。因着以色列

人跟隨雲彩，他們就不需要憂慮或掛慮何時要移

動。他們不必掛慮，他們可以安心。

主的引導—藉兩枝號

　這兩枝銀號是用作招聚會眾，並叫全營出發

的。吹兩枝號是全會眾聚集，單吹一枝是眾首領

聚集。吹出大聲是東邊的營要起行，第二次吹出

大聲是南邊的營要起行。這裏的號聲稱為警號，

以色列人行動的時候，是以爭戰的方式行動。這

表徵基督徒的行事為人，基督徒的行動，乃是爭

戰的行動。

　此外，也在以色列人獻燔祭和平安祭時吹號。

表徵今天在召會中，當神的兒女絶對為着神，並

與神一同住在平安中，就有值得吹號的大日子。

以色列人出發起行
　民數記十章十一至三十六節描繪以色列人如何

出發，如何在他們的行程中往前。百姓是按照雲

彩的引導出發的。

　這段經文中記載摩西請他岳父與他們同去，卻

為他的岳父所拒絶。因為神的主宰不允許任何人

進來。因此，摩西和以色列人必須不信靠人的帶

領，而信靠主。

　『耶和華的約櫃在前面行了三天的路程，為他

們尋找停歇之處。』（民十 33。）這裏我們看見

以色列人行了三天的路程。路沒有鋪好，牛走得

慢，篷車的行旅又艱難。然而，耶和華的約櫃（基

督）在他們前面行，為他們尋找停歇之處。

　以色列人在曠野旅行的四十年間，要為二百萬

人尋找安歇之處是很困難的。今天我們基督徒的

生活也是一段很長的行程，不容易得到歇息。我

們惟一能信靠的，就是作約櫃的基督。祂是帶領

者，祂要帶領我們到合式的安歇之處。 (摘自民

數記生命讀經第十六至十七篇。)

參、複習問題：

一、主藉着雲彩和兩枝號引導以色列人起行。分

　　別有何涵意 ? 我們該如何經歷？

二、以色列人出發起行時，摩西請他岳父同去與

　　靠約櫃的帶領，其間有何屬靈的涵意？

恢復本經文生命讀經

 －區負責訓練－

蒙恩數算－對主愛和恩典的經歷（三）

　從 2012 年恢復對青職排的服事開始，排裏面

的青職姊妹人數始終比弟兄多，雖然一直為能多

有弟兄代禱，但弟兄人數始終不見增多。而且姊

妹每過一陣子總會因着各種因素離開，人數總是

來來去去的。為了讓青職排有穩定的青職來源，

前年 2015 年 8 月成立了在職姊妹之家，但在服

事上一直有問題，終於到去年 9 月姊妹之家因着

種種因素解散了。到今年的二月和姊妹一直服事

照顧的姊妹青職中幹也因新工作到桃園去了。

　回首這四年多來的服事，在主面前抱怨：主

阿！為何不賜給我忠信的青職弟兄和我一起配搭

呢？為何四年多服事下來是那樣的勞苦，卻沒有

甚麼果效呢？主卻光照我，如果一開始就有弟兄

配搭，以我的個性，我可能就把我的姊妹撇下，

把自己的家撇下，埋着作自己的工了！但因着服

事的是青職姊妹，非得找我的姊妹配搭。所以我

纔會一直拉着我的姊妹，顧到她的屬靈幸福，向

她傳輸服事青職的負擔。讓我的姊妹從無心到有

心，現在能同心配搭一起服事。雖然服事沒甚麽

明顯的果效，但卻能和姊妹一起帶着小孩全家事

奉主，感謝主的愛及祂奇妙的安排。（林弟兄）

英文生命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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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恢復對主起初的愛，以回應祂不變的愛（四）

 －姊妹成全－

　到了總結，最後祝福的話，願平安與愛同着信，

從父神並主耶穌基督歸與弟兄們。願恩典與一切

在不朽壞之中，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同在。（六

23~24。）保羅在其他書信的結語都是題到平安，

恩典歸於你們。但是在這兩節裏面保羅兩次題到

愛，只有真正藉着愛主，我們纔有真實的平安，

只有藉着真正在一切不朽壞，也就是啟示在使徒

書信中這一切關乎神經綸基督和召會中的事上，

我們這樣的愛祂，我們就能享受祂恩典的供應。

　所以親愛的姊妹們，召會的建造，召會的見證

完全繫於一件事，從以弗所書第一章到第六章，

我們看見，這完全是一件愛的故事。你有没有被

主的愛摸着呢？為甚麼我們盼望你們來寫一寫愛

的經歷呢？盼望這樣寫一寫，我們越回顧，我

們越摸着主的愛，我們就越向着主有一種愛的回

應。這一種愛的回應，就會叫我們生根立基，叫

我們生命長大，叫我們被建造。這種愛的回應，

就會叫我們被聖別，叫我們無可指責。這種愛的

回應，會叫我們持守着真實，不讓那些異教之風

進來破壞基督的身體。這種愛的回應，會叫肢體

藉着盡功用，並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這種愛

的回應，就叫我們不會去作那些得罪主的事，我

們就會成為蒙愛的兒女，就會成為光的兒女，我

們在地上就是主的見證。

　所以親愛的姊妹們，我們要看見今天召會生活

最需要的一件就是愛，怎麼挑旺我們裏面的愛

呢？要勝過這離棄起初的愛，要藉着悔改的禱

告，激起對主起初的愛，我們該從我們深處拚上

去向主喊說：『主阿！我有罪，我需要你。』我

們常常在禱告中教導主：『主阿！幫助我阿，你

是葡萄樹，我們是枝子。主阿！我要住在你裏

面。』其實不要這樣禱告。你要到主面前迫切，

求主給你看見自己的光景，並為着主在我們身上

那個不改變的愛，那個赦免的愛，在主面前認真

的好好認罪。就像路加福音七章主對西門說，我

到你家來的時候，你也没有豫備水為我洗腳，但

是這個女人用眼淚擦我的腳，她用頭髮來擦乾我

的腳，她還用嘴來親我的腳，甚至她用她的香膏

來膏我的腳。所以主說：『她許多的罪都赦免了，

因為她愛得多。』主就舉例，有一個人欠五十，

另外一個欠五百，他們都無法償還，主都恩免了。

請問誰會愛主人多，當然是欠得多，並蒙赦免多

的人，他愛主就多。你越看見你身上對主的虧欠，

你不僅是欠五十還不起，你更是欠五百的那個，

我們天天都虧欠主。如果我們真是在主的光中看

見我們對主的虧欠，我們在主面前悔改，你會發

現主是何等的愛我們，祂是完全的赦免。

　所以我們這次就有這樣的功課：一、我們要分

別一次三十分鐘的時間，專一在主面前承認自己

所有的缺點、短處、惡行、罪過和退後，並求主

赦免。所以在要來的這一個月，除了你們每週有

一起的複習之外。請你們自己找一個時間，各人

安靜在主面前，用三十分鐘好好的向主敞開，讓

主光照，主摸到甚麼，我們就認罪甚麼。盼望藉

着這樣的認罪，你會發現我們裏面的愛又被主激

發起來。因為你享受主，恩免得多，所以我們就

愛得多。願主真是來得着我們，更多來摸着主的

愛，因着這樣愛而被恢復，我們就更享受主，我

們就能彀作主的見證；並且我們因為愛主的緣故，

就會去牧養祂的小羊。這都不是外面的責任，這

不是一個要求，這乃是我們的愛需要被主得着。

願在要來的一個月，我們都向主敞開，承認我們

的退後、失敗、輭弱，讓我們享受主對我們的赦

免，享受主對我們不改變的愛，叫我們起初的愛

再被主激發起來，好使我們能彀再起來享受主，

並作主的見證人，叫我們也能顧到主的需要，牧

養主的羊。（林承恩弟兄）

 　－家書－

受差遣赴海外開展　有分主在德國行動

親愛的弟兄姊妹，願你們喜樂：

　感謝主使我們有分祂在德國的行動。這次台南

共有三位弟兄姊妹來法蘭克福配搭開展三個月。

比我們早幾天已有四位美國聖徒來配搭，年紀約

五、六十歲，他們要配搭五週的時間。另有一位

馬來西亞的姊妹，年紀也是中壯年，要配搭九

週。每週一至五早上，所有配搭聖徒都會來在一

起有禱告、追求、與事奉上的交通。我很摸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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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需要在主的禱告裏禱告，在祂的給與裏給與，

在祂的出去裏出去，任何行動都要有聖靈與我們

同在。也很摸着最近我們交通時所禱告的啟示錄

十二章五節：『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將來要

用鐵杖轄管萬國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和祂的寶

座那裏去了。』求主在這裏得着剛強的本地德國

人與中東移民，作祂的見證人。

　目前，開展主要分為校園與移民兩部分：

　（一）校園開展：以哥德大學為主，每天中午

在校門口擺設攤位（Bible table），推廣英、德語

聖經，接觸尋求者，並邀請他們參加週四晚上的

BBQ、週五晚上的學生聚會、或任何他們方便的

時間用餐交通。我們禱告，求主興起能彀轉移時

代的當地青年學生，不僅愛主追求主，也能成為

湧流生命、接觸同學的管道。

　（二）移民開展：我們所接觸到的波斯語系新

移民主要來自伊朗和阿富汗，散居於法蘭克福及

周邊各營區，大多數都需要開車去看望。已過得

救的新人已超過一百位，由於配搭人數有限，一

週平均只能牧養約 40 位新人。我們用『Healthy 
walk』作牧養材料，除了每天下午與不同新人約

家聚會之外，也在週六下午與他們有新人教導聚

會（Teaching meeting）。同時也幫助他們處理實

際的生活問題。

　這些移民都非常敞開。記得一次主日聚會開始

前，有一對移民夫婦與弟兄們交通想要受浸得

救，聚會結束時又有一對移民夫婦說他們也要受

浸得救。本來弟兄們考量他們會後要趕公車，怕

時間太趕，提議要不要改天。但他們回答：『我

們今天就要受浸』。還有一次，陪一位剛得救的

新人家聚會，這位新人就跟我們見證他在生活中

經歷主活在他裏面而有的改變。四月八日當天的

成全訓練，我們只是簡單的帶他們讀過人生的奧

祕，就有九位講波斯語的福音朋友願意受浸得

救。深覺得主在這裏的行動是快速的！馬太福音

九章三十七～三十八節『於是對門徒說，莊稼固

多，工人卻少；所以要祈求莊稼的主，催趕工人

收割祂的莊稼。』

　近期需要代禱的事項：

　（一）校園組：

　1. 盼望四月新學期開始，能得着敞開的德國本

　　地學生，成為常存的果子。

　2. 要來三週波士頓全時間學員前來開展，盼望

　　在同心合意的配搭裏，帶下主的祝福。

　3. 已過穩定的新人能對職事有更多的珍賞與認

　　識。

　（二）移民組：

　1. 成全這些新人盡生機的功用，不只從主接受

　　牧養，也能彀牧養同伴及小羊。

　2. 得着更多完整的家，並留在德國接受成全。

　3. 未來18個月內能有70個人移民到德國各地，

　　與當地聖徒配搭，過召會生活。

　　　		鍾亞倫弟兄、 朱玟蒓姊妹、宋品儀姊妹

　　　　　　　　　　　　　　於德國法蘭克福

以弗所書主題及第三章背經會考滿分獎勵名單

  －背經會考－

A 卷（默寫全文）：書卷 100 元
張穆曼英、袁蔡瑞碧、陳姷庈、戴李美玉、潘偉堯、沈淑敏、於簡瑋妤、黃詩方、石峯銘、劉怡得、

董博文、陸鄭毅美、臧台安、張廖頌美、徐陳清香、鄭杜惠娟、張蔡明秀、魏德銓、歐吳秀珠、何建興、

梁馬利亞、周至偉、周林玉菁、李麗美、林呈香、陳金秀、陳素雲、王呂娓慈、趙麗敏、陳如英、

李林靜宜、許真珠、黃陳秋英、陳良培、王汝華、林周素鑾、陳以新 (共 37 位)。

B 卷（填充題）：書券 50 元
饒進德、王朱春美、連黃秀禎、林欣、江林照子、郭許美桃、朱秀琴、陳妍蓁、鄭郭惠姿、吳韻、

郭陳櫻枝、李光恩、陳德容、魏毓熙、王何怡靜、邱寶玉、陳夢涵、溫銘光、溫陳惠婉、李陳秀美、

凌羅傑鴻、劉子群、繆江鳳、蘇萬礪、王文慧、黃曾錦雲、莊李碧如、翁李美治、鄭麗玫、蔡湯寶儒 (共

30 位 )。

兒童背經：書券 50 元
吳雲熹、吳雲愛、蔡孟叡、陳奕光、陳奕穎 (共 5 位)。

註：總應考人數 573 位，A 卷 90 分以上 36 位 ( 書券 50 元 )，B 卷 90 分以上 118 位 ( 書券 30 元 )，

　　兒童背經 5~15 節共 18 位 (5 節書券 10 元，10 節書券 20 元，15 節書券 30 元)。



             2017.04.16 6 －神人生活操練表－

進度 1. 晨興聖言「關於世界局勢與主行動的特別交通」第 3 週，4/23 為第 4 週。4/30 為長老訓練

													晨興聖言。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4/16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八課下半。

　	  4. 書報「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聖靈裏的生活與職責」第 7~9 篇，「民數記生命讀經」第

										15~17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4:10~12
　	弗 4:10   			那降下的，也是那升上，遠超諸天之上，為要充滿萬有的。	）	

					弗 4:11     	祂所賜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申言者，有些是傳福音者，有些是牧人和教師，		

					弗 4:12     	為要成全聖徒，目的是為着職事的工作，為着建造基督的身體，	

     Eph 4:10    He who descended, He is also the One who ascended far above all the heavens that He
                       might fill all things.) 
     Eph 4:11    And He Himself gave some as apostles and some as prophets and some as evangelists and   
                       some as shepherds and teachers, 
     Eph 4:12    For the perfecting of the saints unto the work of the ministry, unto the building up of the
                        Body of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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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6( 主日 ) 口箴 7:1-8:36 口弗 6:1-9  口弗 6:6
04/17( 週一 ) 口箴 9:1-10:32 口弗 6:10-14  口弗 6:11
04/18( 週二 ) 口箴 11:1-12:28 口弗 6:15-18  口弗 6:17
04/19( 週三 ) 口箴 13:1-14:35 口弗 6:19-24  口弗 6:19
04/20( 週四 ) 口箴 15:1-33 口腓 1:1-7  口腓 1:6
04/21( 週五 ) 口箴 16:1-33 口腓 1:8-18  口腓 1:9
04/22( 週六 ) 口箴 17:1-28 口腓 1:19-26  口腓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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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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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7( 週一 )
04/18( 週二 )
04/19( 週三 )
04/20( 週四 )
04/21( 週五 )
04/22( 週六 )

  　－財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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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733 -270,002 258,787 0 0 502,518 
本月收入 2,312,679 504,500 166,900 903,710 30,000 3,917,789 
本月支出 2,207,807 912,294 25,400 903,710 30,000 4,079,211 
本月結存 618,605 -677,796 400,287 0 0 341,096 

1. 本月個人奉獻包計 107 包。      
2. 海外開展奉獻累計 1,881,174 元，目標達成率 37.62%。      
3. 本月經常費收入含大專弟兄姊妹之家維護費奉獻款 76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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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周永分弟兄夫婦－1.4/22~23法語特會，所有渴慕真理的法語尋求者都能

                參加。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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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福音及移民開展，在得救的聖徒中成全年輕人及學生，為着召會的繁殖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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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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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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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安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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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節期所得着的70位新人，能持續接受餧養，成為常存的果子。	

 青少年：國三會考：（一）楊宣恩、吳聖民、沈思紀、王俐媛（二）吳獻、林子軒、潘得容、曾子

安（三）翁峻毅、賈若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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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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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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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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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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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成全    時間：4/16（主日）15:30~17:30，地點：裕忠路會所。由永康照顧區配搭服事，

																															二大區：場地佈置，六大區：招待，十、十六大區：整潔。

　大區 
　四大區福音聚會　　時間：4/22（六）18:00 帶菜愛筵，19:00 聚會。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十五大區集中禱告　時間：4/18（二）20:00，地點：新興路會所。

　 十五大區福音聚會　時間：4/22（六）18:30 帶菜愛筵，地點：新興路會所。

　 十五大區主日集中　時間：4/23（主日）9:30，地點：新興路會所。

　初信成全
時間：4/16~6/4 連續八週（主日）9:30，地點：青年路會所二樓、裕忠路會所 B2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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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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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不含第二天午餐費用。報名窗口：吳

念宇弟兄 0930-259-129，截止日期：4/18（額滿截止）。

　大專期中特會　
時間：4/29~30（六 ~ 主日），地點：溪頭，費用：1000 元（首次參加半價優惠）。 

　台中市召會西照顧區 150 位聖徒來訪　
　　時間：4/29~30，接待大區：永康照顧區、十一、十二大區。

  －報告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