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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信息要點

第五篇　鷹翅、人手和牛腿

日間追求班開訓　　時間：3/2（四）8:30 報到，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各照顧區事奉特會  時間：3/4（六）或 3/5（主日）， 地點：請參閱週訊第七頁。　

前言
　第四篇四活物的配搭，陳明一幅召會生活中配

搭的美麗圖畫，他們的臉是團體基督的彰顯。而

本篇是說到四活物一般平常的行動，因為翅、手、

腿都與行事有關。而四活物專一特別的行動，將

會在第六篇說到。我們要禱告主，求衪把四活物

的這些『特徵』向我們開啟，並把我們帶到經歷

裏，使我們有鷹翅，人手和牛腿的實際。

真理要點

　一、鷹翅表徵基督復活的大能，神生命的

大能應用在我們身上，成了我們的恩典：聖

經說到能力的靈，是以鷹爲那靈的表號。當神把

以色列人從埃及救出來歸祂自己時，衪對他們

說，祂如鷹將他們背在翅膀上；這是應用在以色

列人身上的恩典。詩篇一百○三篇五節說，神能

使我們滿足，以致我們如鷹返老還童；這是接受

基督作我們生命的恩典。以賽亞書四十章三十一

節也說，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

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當我們停下我們自己的生活、工作和行動，接受

神在基督裏的恩典作我們的生命、人位和頂替，

而這恩典會使我們不憑自己或任何別的事誇口，

而只在主裏誇口。

　二、人手的屬靈意義是：正常的基督徒該一

直作恰如人所當作的事；保羅的著作指明，卽使

他經歷鷹翅，但在他生活中仍然非常有人性，走

人性的路，並且盡人的本分作事。所以無論神的

恩典多麼與我們同在，無論主多麼加我們能力，

我們仍必須盡我們作人的本分。我們需要有主加

力的恩典作翅膀，也需要有人手，以人的方式與

神合作。

　三、牛腿的屬靈意義是：我們行事爲人該像

牛一樣有正直的腿；我們不該照着我們人彎曲的

腳行事爲人。使徒保羅說到用正直的牛腿行事爲

人，牛腿不僅是直的，而且也分瓣，分蹄。分蹄

表徵在我們基督徒的行事爲人中，我們需要能分

辨在神眼中甚麼是對的，甚麼是錯的。我們越經

歷基督，就越不會憑着自己的聰明辨識事情，乃

是憑着住在我們裏面的基督來辨識事情。牛犢之

腿『燦爛如明亮的銅』（結一 7）；這指明我們

的行事爲人需要被主試驗並焚燒，而能光照並試

驗人。牛犢表徵新鮮、活潑、有活力，這指明我

們基督徒的行事爲人該是『跳躍的行事爲人』，

滿了生命的行事爲人。

　四、當我們有鷹翅、人手和牛腿：我們就能

配搭，並成爲一個團體的實體，以完成神經綸。

 
負擔應用

　一、學習真正的有人性：我們需要憑神的生命

和性情過真實的爲人生活；這樣我們就能過最高

的爲人生活，像主耶穌的人性生活。我們越屬

靈，就必須越有人性，我們若要活基督，就必須

學習真正的有人性。

　二、運用正確的分辨力：當主的恢復在各地開

展，許多新人得救進入召會生活，我們要運用正

確的分辨力，把出於神和不是出於神的分開，避

免把門打開，而讓許多的攙雜進來。 

　三、靠着主的恩典、能力和力量，我們人人都

能走出去，週週分別時間傳福音、接觸人。（黃

寬興弟兄）

QR Code 週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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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全召會弟兄成全訓練負擔交通
社區福音節期　全召會傳福音

　關於要來的社區福音節期，弟兄們，我們在區

裏不該看聖徒的光景，好像他們還沒豫備好，或

豫備的時間太短。雖然傳福音時常會遭到別人拒

絕，這使我們在傳福音上常會害怕。奇怪的是我

們提到甚麼都不害怕，但說到要傳福音，我們就

害怕。

　親愛的弟兄們！我們在傳福音的事上，不能害

怕，我們在傳福音的事上需要積極運用我們的信

心。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節，主將家業交給祂

的僕人，主的家業就是召會同所有的信徒。我們

不是沒有家業的人，我們不是沒有恩賜的人，我

們不是沒有本錢的人，主都給我們『有』。但是

關鍵在於我們是否去運用主所給我們的『有』。

主有沒有把聖徒放在我們旁邊呢？你的區難道只

有你嗎？為甚麼想到傳福音你就害怕呢？其實區

裏還有很多聖徒都是有負擔的，你是有許多家業

的，我們都該運用我們手上的恩賜。弟兄們，關

鍵都是在我們，關鍵都在負責弟兄。其實聖徒都

願意出去傳福音的，正如在剛才的見證中，有位

青職弟兄對區裏聖徒說，『你們再不傳福音，我

就要到別區去了！』你們有沒有聽到這樣的呼聲

呢？其實關鍵在那裏，弟兄們，關鍵就在我們身

上，我們沒有出去。其實我們手上有沒有家業？

有沒有對福音有負擔的人？都有，但是我們沒有

去用阿！我們沒有運用信心，我們常覺得甚麼都

沒有，這也沒有、那也沒有，我們就成為害怕的

人（太二五 25）。

　所以主就責備那個僕人說：你真是又惡又懶的

僕人（太二五 26）。這個僕人有兩種情形，一個

是『惡』。惡在於甚麼？在於他不信，就是不信

的惡心。親愛的弟兄們，我們是有的人，我們有

產業，我們有恩賜，我們需要運用信心來積極運

用我們的恩賜。我們需要殷勤起來，為甚麼需要

計劃，這些計劃就是幫助我們不要懶惰，我們要

幫助聖徒都起來好好地傳揚福音。這次我們的目

標是人人有份，也藉着開展訓練幫助每一位有份

的弟兄姊妹，使他們在傳福音上受鼓勵。

　感謝主，祂為着召會賜下一些有傳福音恩賜的

聖徒，他們特別是在叩門的事上、馬路福音的事

上，很有傳福音的恩賜。我承認我不太有，我也

跟他們學。在召會中需要有這樣有恩賜的人來成

全眾聖徒，我們需要受他們的成全。這樣弟兄姊

妹越受成全，他們出去的時候，他們就越傳越喜

樂，越傳越受鼓勵，這叫更多的弟兄姊妹能有份

福音的傳揚。

　最後，李弟兄鼓勵我們，我們需要相信計劃，

相信禱告，相信神的祝福。第一，我們要有計劃，

而這個計劃當然也要含着目標。以前我們在北部

傳福音，在同一條街上，聖徒週週都出去傳福音，

傳了好幾個月，沒有一個人受浸。後來全時間訓

練學員福音隊來開展，一傳，馬上就有人受浸。

很奇怪，同一條街，我們週週出去，沒有人受浸，

幾個月都不受浸，學員一出去，就有人受浸。我

們有些弟兄姊妹在職場上很會接觸人，但為何在

叩門時卻沒有帶人得救呢？其關鍵在那裏？那個

得人的關鍵是在於學員們的迫切，並且有目標，

他們確定要得着幾個人，這就是他們的目標。比

如說，如果你的大區在三週福音節期，盼望得着

十個果子，我們若一週出去三次，每次出去的目

標就是要得一個人。如果我們每一次出去有沒有

帶人得救都無所謂，那一天就不會得人。但是你

出去時，你覺得我們一定要帶人得救，你會發現

主會把果子賜給我們。所以要有計劃，要有目標。

　第二，我們要相信禱告。現在就要好好禱告，

為弟兄姊妹禱告，讓每個弟兄姊妹在這次福音行

動中都參與。我們要訂下傳福音開展的區域和地

點，並為那裏的人好好禱告。當我在鄉鎮開展的

時候，前面弟兄來幫助我們，我們需要運用主升

天的權柄禱告，這禱告就像空軍一樣。當美國要

去攻打伊拉克的時候，他們先派飛機去把那裏炸

過一遍，炸完了以後纔派坦克部隊進去。當我們

從求討的禱告改變成運用主升天權柄的禱告，在

短短一百公尺的範圍，我們就帶二十個人受浸。

我們好好為那個開展的地方禱告，主就在那裏有

聖靈的工作。要為聖徒禱告，我們要為我們的目

標禱告，甚至要為我們開展的地點禱告。

　第三，我們也要相信主的祝福，為甚麼要有目

標？這是為着我們的禱告，以帶進神的祝福。我



          2017.02.26 3　　    －禱告聚會信息－

 利未記生命讀經導讀(二十 )警告的話

　　  　　 －生命讀經－

本週進度：利未記生命讀經第五十八至六十篇，利未記第二十六章。

經文事實

　本週我們來到利未記第二十章，乃是說到警告的話。按我們的領會，我們可能認為利未記這本書

該結束於二十五章的禧年。然而，二十五章之後還有兩章聖經。二十六章是警告的話，二十七章是

許願奉獻。在論到禧年之後，緊接着有論到警告的話這一章，這指明我們不該喊叫太多，或太興奮。

反之，我們需要有清明的心思來思考情況。為這緣故，隨着禧年這喊叫的時刻之後，乃是警告的話。

接着，在二十七章有附加的話，就像一段附筆。我們現在來看警告的話。

　首先，二十六章一至二十節給我們看見順從的根據，這根據包括三件事。首先，不該有偶像。（利

二六 1。）這表徵除神以外，我們不該有其它尋求的目標，使我們不致失去享受神聖產業的地位。第

二，要守神的安息日。（利二六 2 上。）這表徵我們該知道神的工作完全是由祂自己完成的，使我

們可以享受，我們不需要作甚麼工。第三，需要尊敬神的聖所。（利二六 2。）這表徵我們該尊敬神

在作祂居所、具體化身、並彰顯的基督裏，並在作基督之擴大、是神居所並永遠顯出的召會裏，所

是並所完成的一切。

　我們若順從這三項－神、神的工作、以及神工作的結果－召會，我們就會蒙福。按照利未記

二十六章三至十三節，這祝福有六個結果。頭一項結果是雨，表徵那靈。第二項結果是地出產糧食，

使我們滿足，表徵我們住在作我們美地的基督裏，享受基督的豐富作我們的滿足和安全。第三項結

果是賜給地上平安，表徵召會中平安的生活。第四項結果是追趕仇敵，五個人追趕一百人，一百人

追趕一萬人，表徵召會要在身體的配搭裏追趕仇敵。從前我們是單獨的，但現今我們乃是團體的身

體。第五項結果是繁衍增多，表徵召會要多結果子，繁衍增多。第六項結果是神的居所在百姓中間，

表徵神的居所要在召會中建造起來，叫神喜悅，使祂可以居住在祂的子民中間。作神的居所乃是莫

大的祝福，甚至是終極的祝福。我們若順從神，就可以享受神這帶着六項結果的祝福。

　反之，不順從的人就要受懲治，使他們悔改。（利二六 14 ～ 39。）這懲治有五層。我們已經看過，

第一層是派定的驚慌臨到。（利二六 14 ～ 17。）這驚慌包括癆病和熱病，並且要被仇敵打敗。第二

層是受七倍的懲罰，天如鐵，無雨，地如銅，無出產。（利二六 18 ～ 20。）第三層的懲治是加七倍

降災。（利二六 21 ～ 22。）第四層的懲治是七倍的擊打。在第五層懲治裏，百姓再次受到七倍的管

教。（利二六 27 ～ 39。）這是神聖懲治的總結，這懲治有四層都是七倍的。七倍的懲治意即加強的

懲治。

　最後，我們來說到一件相當激勵人的事－被擄百姓的悔改與神的記念。（利二六 40 ～ 45。）這裏

神的百姓承認他們的罪孽，謙卑他們未受割禮的心，並接受對他們罪孽的懲罰。神雖管教，卻不棄

絶百姓，不將他們全然消滅，也不違背與他們所立的約。( 摘自利未記生命讀經，第五八至六一篇。)

們越大大張口，主就越給我們充滿。最後，我用

一句腓立比書一章二十七、二十八節來鼓勵大

家，我們要怎樣有一個配得過福音的行事為人？

就要在一個靈裏站立得住，同魂與福音的信仰一

起努力。弟兄們，當我們起來傳福音的時候，你

要相信仇敵會被驚動，仇敵會起來，會有很多的

攪擾。但是召會在這裏，我們需要在一個靈裏站

立得住，同魂與福音的信仰一起努力，這樣我們

就不會被敵人所驚嚇，反而在我們一切的所是和

所作上得救。所以親愛的弟兄們，盼望我們都受

鼓勵，在福音的事上能同心合意地往前去。（林

承恩弟兄）



             2017.02.26 4 　　     　 －交通－

2017全召會上半年事奉特會負擔交通

　感謝主！在已過的一年裏，有些大區都有弟兄

姊妹堅定持續的週週福音出訪，這實在使台南市

召會蒙恩，主也將許多新人加給我們；然而我們

也必須承認，並非人人都有分，並且聖徒週週出

訪的比例仍是偏低。藉着主的帶領以及負責弟兄

們同心合意的尋求，在要來的四月，全召會將推

動為期三週（4/10~4/30）的社區福音節期。另外

為了使弟兄姊妹福音的靈再被加強，讓福家的架

構作到我們的生活裏，也在福音節期前規劃了各

照顧區的事奉特會，使聖徒們能普遍進入同樣的

負擔與同樣的號聲裏。

　上半年各照顧區的事奉特會將訂於 3/4 或 3/5
擇一日舉行。首先，這樣的特會將把聖徒們帶離

熟悉的會所、熟悉的環境，叫我們脫離參加例行

聚會的感覺，使我們有清明的天看見異象。此

外，這樣的特會也不只是聖徒個人去參加，個人

看見異象就好，乃是要在活力組的原則裏，一同

聯結，一同配搭的去參加，就像四活物配搭起來

的結果，如同燒着的火炭、燒着的火把一樣，彼

此焚燒，越燒越旺，讓神這聖別的烈火，燒去任

何與神和神的性情不合的東西，使我們火熱，極

其熱切，最終產生能力與衝擊力。更呼籲每一個

活力組要鎖定目標，盡力邀約落單的聖徒，叫他

們與我們這堆焚燒的火炭加在一起，被我們燒起

來，特會後都能成為我們的活力同伴。

　這樣的特會，前半段會有信息的開啟及負擔的

交通，後半段則會實際地交通到各大區四月社區

福音節期的規劃安排。在這樣的規劃交通中，我

們需要照着職事話語的教導，操練得勝者的三個

相信：（一）相信預算、計畫；（二）相信禱告；

（三）相信到時必有神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們，

我們都需要在活力組裏，為這樣的特會禱告，也

為四月的福音節期禱告。相信主會祝福我們所訂

的預算目標，也相信主會叫更多聖徒被焚燒起

來，在福音節期裏每位聖徒至少出訪一次，節期

後全召會週週出訪人數達到主日聚會人數的三分

之一。

　願主祝福召會，人人都能建立週週傳福音的生

活，使召會藉着各個活力組的福音出訪發出亮

光，照亮整個台南市。盼望下半年再舉行各照顧

區的特會，能滿了弟兄姊妹福音出訪的蒙恩與喜

樂。（許信翔弟兄）

　　     　  －開展－

在印度，我把我的愛情給主
台南大專印度短期開展蒙恩報導

　為着使大專生能有全地的眼光，並有分於基督

身體的開展，服事者連同大專生共有二十二位，

在今年元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一同前往印度的

德里。在短短一週的開展裏，我們共帶了十一位

受浸得救。更重要的是，在這行程裏，我們更深

享受主的同在，也在那裏，把我們的愛情給祂。

印度－前往中東開展的戰略地位

　印度這個國家所處的地點，是進入中東地區開

展的戰略地位。有一句話說 : 開展了印度，也就

相當於開展了中東之地；除了從印度去到中東地

區相對方便外，印度人到中東，可以享有合法傳

福音的權利。例如在四年前，就有五位伊朗弟兄

得救，後來他們來到印度接受訓練，之後回到伊

朗就結了一百個果子！這是主為祂的權益所豫備

的一個戰略要地！

印度開展歷史之簡介

　自主後一九九八年起，便開始陸續有幾個台灣

的家來到南印度開展。直到二○○六年，在南

印度的工作滿有主的祝福，共有五十處召會被

興起來。是年，開展工作來到北印度的大德里

地區。因着此地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都是堅強的

佛教、回教、印度教等異教信仰，北印度的開展

顯得較為艱難；然而主的生命終究勝過這一切。

直到二○○九年，有了一個大的突破，主在北印

度得着了兩百位學生受浸得救！截至目前，在全

印度約有一百七十處召會，共有七千一百九十八

位聖徒，三千九百五十四位穩定在主日聚會中，

八十六個學生讀經小組。在印度開展的五年計畫

中，將由四個百人以上的大召會扶持鄰近的小召

會一同開展周圍地區，並且期望達到人人盡肢體

的功用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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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踏這地，好貼近人心以代求

　為着第一線接觸印度人民，我們去到德里市區

等地觀看，親眼看見印度的歷史和現況，以及印

度人民的貧富差距和基礎建設的缺乏等，這讓我

們越發聽見此地人民深處所發出需要耶穌的無言

呼聲，我們求主鬆輭他們的心，使他們看見唯有

主能成為他們真正的滿足。

爭戰禱告

　在開展的過程中也曾受到仇敵的攔阻，所以使

我們的行程有些調整，但弟兄們交通到倪弟兄說

的一段話『這件服事能讓基督作進來多少，這件

服事的價值就有多少。』所以我們不該看外面的

環境是好是壞，我們應該看基督能在我們裏面增

加多少。這正說明我們走在正路上，所以仇敵纔

會攻擊我們。這也激起我們禱告的靈，使我們往

後的開展有更多爭戰的禱告。

擘餅聚會，一個新人裏聚集，
一道流裏相調作工

　我們參加兩次的主日擘餅聚會，在印度的主日

分為上午和晚上，早上的主日是為着聖徒，晚上

的主日則是為着新人。在主日中，經歷了基督身

體的一，我們用中印英三種語言唱詩歌，雖然聽

不懂印度語，但在靈裏我們是一。在唱詩歌時，

也摸着主的愛，我們彼此分享對主愛的摸着，新

人也分享自己經歷了主的眷顧！

　在早晨與印度當地聖徒一同唱了英文詩歌第

909 首在流中同作工。弟兄題到無論印度或台灣，

我們都在同一個流中為主作工。讚美主！我們沒

有任何語言文化的隔閡，我們乃是在同一道流中

積極為主作工。

風雲火金銀合金的經歷與四活物的配搭

　大致上，印度人都有着一顆單純的心，凡我們

所接觸到的，幾乎都願意聽我們講說聖經，並且

留下資訊讓我們可以後續邀約他們。

　有時在開展時，一直沒有遇到敞開的人，讓我

們心裏有些焦急，但在開展過程中我們與同伴持

續不斷的禱告：主阿！得着印度這塊美地，加給

我們敞開的人，主耶穌，我們迫切要人得救！藉

着不斷的禱告，主加強我們的信心，裏面也有了

平安。最後三十分鐘，主真的豫備平安之子！ 
我們向一位福音朋友唱詩歌，她很喜歡我們的詩

歌，也用一處經節來安慰她最近的情形。又有一

次我們把一位福音朋友帶到讀經小組，當她讀完

馬太福音第一章並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節後，她

就簡單的相信，浸入神的國成為神的兒女。

　期間有幾個時段是安排觀光行程，沒有開展行

程的安排，但因着弟兄姊妹們不滿意當時開展的

結果，於是有了一致的負擔；各人依照自己的意

願去觀光或是留下繼續開展，我們裏面不滿足不

甘心於當時的光景，而使我們願花時間向主更迫

切、更儆醒，為着我們能在印度結果子而禱告。

　在一次個人到主面前的禱告中，我們再次將自

己毫無保留的獻給主。我們的禱告帶下了主的祝

福！主加給了我們三個果子！兩位是前幾天接觸

到的福音朋友，都十分敞開且簡單地受浸。到了

吃飯時間，大家還是非常竭力，沒有邀到人就不

回去，原本因為一直被拒絕幾乎快放棄，最後終

於在路上遇見平安之子。讚美主！當我們向主迫

切到一個地步，主就會在我們的行動中行動！

心志、裝備與答應呼召

　最後一天，我們聆聽在印度服事的兩個家的分

享，他們見證主如何呼召他們來到印度開展。在

海外開展的日子裏，看到當地有諸多生活上困苦

無助的人們，都因着弟兄姊妹們前去接觸他們，

把基督這永遠的生命帶給他們，安慰復甦了他們

原本消極絕望的心。

　也藉着他們的分享，看到服事主的榜樣，並且

領會一生中最有價值的工作，就是把基督更多作

到人裏面。他們鼓勵我們這些大專生，向主禱告

能有海外開展的心志，而已經有這樣心願的要繼

續禱告穩固，並且把握台灣良好的環境享受主，

好好在語言、真理上更多裝備自己，好叫主有需

要時，我們能簡單答應主的呼召。

　感謝主，賜給我們這次奇妙又甘甜的印度開展

之旅，不只開了我們的眼界，也擴大了我們經歷

主的度量；我們都願意領受負擔，裝備自己來為

主使用，也求主祝福在印度的大專工作，能得更

多大學生，有心愛主，受成全，成為主的見證，

召會的柱子。（蒙恩見證豐富，但因版面有限，

經文字組整理，僅刊登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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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晨興聖言「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一）」第 6 週。「職事文摘」第一卷第五期：高而可畏的輪子、

　　　 在禱告裏禱告、禱告與主合作、滿了眼睛且有多方輪子的事奉。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2/26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五課上半。

　   4. 書報追求「神人調和與復活的原則」第 13~14 篇，「利未記生命讀經」第 58~60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3:10~12
 弗 3:10      為要藉着召會，使諸天界裏執政的、掌權的，現今得知神萬般的智慧，  

弗 3:11      這是照着祂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所立的永遠定旨；

弗 3:12      在祂裏面，我們藉着信祂，就篤信不疑，放心大膽的進到神面前。  

Eph 3:10  In order that now to the rulers and the authorities in the heavenlies the multifarious 
wisdom of God might be made known through the church, 

Eph 3:11    According to the eternal purpose which He made in Christ Jesus our Lord, 
Eph 3:12    In whom we have boldness and access in confidence through faith in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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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6( 主日 ) 口詩 44:1-26 口林後 10:7-18  口林後 10:17
02/27( 週一 ) 口詩 45:1-17 口林後 11:1-15  口林後 11:2
02/28( 週二 ) 口詩 46:1-48:14 口林後 11:16-33  口林後 11:29
03/01( 週三 ) 口詩 49:1-50:23 口林後 12:1-10  口林後 12:9
03/02( 週四 ) 口詩 51:1-52:9 口林後 12:11-21  口林後 12:15
03/03( 週五 ) 口詩 53:1-55:23 口林後 13:1-10  口林後 13:4
03/04( 週六 ) 口詩 56:1-58:11 口林後 13:11-14  口林後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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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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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7( 週一 )
02/28( 週二 )
03/01( 週三 )
03/02( 週四 )
03/03( 週五 )
03/04( 週六 )

A 卷 ( 默寫全文 )：書卷 100 元
張穆曼英、黃國玲、袁蔡瑞碧、戴李美玉、王宇盈、於簡瑋妤、劉張東平、石峯銘、楊容慎、陳仙指、

陳美蓉、許高敏慧、臧台安、張廖頌美、林梨雪、徐陳清香、張士毓、歐吳秀珠、何建興、許珮甄、

李楊宜怡、周至偉、周林玉菁、鄭平恩、陳素雲、趙麗敏、許真珠、黃陳秋英、王汝華、林周素鑾、

王凱巨 ( 共 31 位 )

B 卷 ( 填充題 )：書券 50 元
蔡美華、陳昱汝、王朱春美、汪吳彩月、王林淑敏、江燕淑、江林照子、黎秀惠、陳妍蓁、鄭郭惠姿、

柯昇廷、張劉麗真、吳韻、柯志鴻、柯李美頻、楊國廷、李進明、沈美珍、周柏銘、許新晨、陳鈺綺、

李光恩、古陳琬玲、郭周素鳳、陳志峯、魏毓熙、王何怡靜、徐溫淑貞、邱寶玉、徐榮豐、溫銘光、

溫陳惠婉、李陳秀美、張周媛姿、歐文吉、林春美、繆江鳳、陳韋杉、蘇萬礪、王文慧、翁李美治、

白巫雪花、鄭麗玫、陳蔡金秀、林右庸 ( 共 45 位 )

兒童背經：書券 50 元
吳雲熹、吳雲愛、蔡孟叡、梁馬利亞、陳奕光、陳奕穎 ( 共 6 位 )

註：總應考人數 558 位，A 卷 90 分以上 33 位 ( 書券 50 元 )，B 卷 90 分以上 132 位 ( 書券 30 元 )，

兒童背經 5~15 節共 16 位

以弗所書主題及第二章背經會考滿分獎勵名單
( 按小區順序列名，獎勵書券及得獎試卷隨週訊發至各區 )

   －背經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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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周永分弟兄夫婦－新的一年真理課程成全，使聖徒在真理和生命上立下

　　美好的根基。

   德國：法蘭克福－得着10個本地德國常存青年學生，20個中東移民成為常存果子；

　　　   史特拉斯堡－目前已有20位弟兄姊妹聚會，盼有家移民，成立召會。

  全台
  全台青年得一萬：全召會全力得青職，使召會年輕化，看重青年人得成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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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月福饗宴：每個小排月月傳福音，人人盡功用，邀約福音朋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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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職：今年得人目標250人，青職、社區各得一半。參加弟兄、姊妹成全，成為事奉的中幹。

    大專：2/20~3/10大專福音節期，社區聖徒同配搭，得着平安之子，豫備材料，建造神家。 

  青少年：興起福音火熱的靈，為同學禱告，邀約同學參加校園排。

  兒童：兒童主日福音及社區兒童排，邀約福音兒童及福音家長參加，並持續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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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初信成全班
　 成全對象：得救三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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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4/16~6/4（主日）9:30。地點：青年路會所、裕

     忠路會所，請於 3/26（主日）前向各區服事者報名，再由各大區彙整將報名表及費用交至執事室。

     報名費用：每人 250 元。

　日間追求班　開訓日期：3/2（四）8:30~11:4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3/2（四）為最後
　　　　　　　　報名時間，請聖徒攜帶以西結書結晶讀經綱要附經文。

　大區　四大區集中禱告暨福音傳講成全　時間：3/7（二）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六大區　集中禱告聚會，時間：2/28（二）20:00，地點：中正南路會所。

                                   集中主日聚會， 3/5（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青職相調特會 時間：3/25~26（六 ~ 主日），地點：墾丁及龍坑生態保護區，恆春挪亞之家。

  大專福音節期  時間：2/20~3/10，地點：各大專校園。

　台灣南區兒童家長暨服事者事奉相調成全聚會    
日 期：3/11（ 六 ）09:00（08:20 報 到 ）~ 午 餐 後。 地 點： 裕 忠 路 會 所。 費 用： 每 人 150 元

（含午餐、點心、手冊等）。請於 2/27（一）前以小區為單位將名單和費用交給盧品臻姊妹

（crystalsisi515@gmail.com，0982-326252）。若需為兒童代訂午餐者，每份 80 元。

　台語福音收割聚會　時間：3/25（六）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備有愛筵。

  安息聚會 （401區）譚古玉英姊妹　時間：2/26（主日）13:00，地點：台南市立殯儀館懷澤廳。

  一○五年度個人奉獻收據開立登記
　請按各小區登記需開立一○五年奉獻收據之身分證字號（不需具名），並於 3/6（一）前交至執
　 事室（紙本、電郵或傳真皆可），預計 3/19（主日）按登記區別發至各區領取。

　書報　以西結書冬季訓練 DVD，每套特價 1200 元，請向書報室購買。

　『親子同過福音生活』DVD
　 收錄已過兒童家庭相調成全信息，共四篇信息，加四篇兒童教材分齡示範。每份 100 元（含

　 DVD 及綱要），請向盧品臻姊妹登記購買（0982-326252）。

照顧區/大區 日期 時間 地點
青年照顧區 3/5（主日） 9:30 曾文水庫青年活動中心

二、十、十六 3/4（六） 9:00 高雄市召會九如會所
六 3/5（主日） 9:30 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裕忠照顧區 3/5（主日） 9:30 虎頭埤青年活動中心
十一、十四 3/5（主日） 9:30 關仔嶺統茂溫泉會館
十二、十三 3/5（主日） 9:30 古堡街會所

　照顧區事奉特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