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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信息要點

第八篇　在寶座上的人

全召會姊妹成全　　時間：3/19（主日）15:30 ～ 17: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前言
　以西結第一章給我們看見，正常基督徒屬靈的

歷史，是開始於風、雲、火、金銀合金的循環，

藉此我們成為四活物，在配搭中有分於主在地上

的行動，我們也需要竭力追求達到屬靈經歷的最

高點，就是清明的天，其上有寶座。本篇帶我們

認識神的心意不只是要得着一人在寶座上，祂也

要我們成為寶座上的人。只有神能在主宰的寶座

上，但神在祂的經綸裏要將許多蒙救贖、得重生，

並經過祂製作的信徒，帶到祂的寶座上，與神的

長子同王，甚至在現今就在生命中作王。

真理要點

　聖經裏對於神和人的關係，有一個奧祕的思

想，啓示神與人在形像和樣式上是相似，神乃是

照着神類來造人，並且神親自成爲人以產生神人

類；使我們這班在基督裏的信徒也成為神人，成

為祂大量的複製。神的心意是要成爲與人一樣，

並使人與祂一樣，這就是神的經綸。

　在以西結一章二十六節，在寶座上的一位有人

的樣子，那位坐在寶座上的，不僅是神，也是人。

坐在寶座上的有人的樣子，這事實有兩面的意

義，祂完成創世記一章二十六節神按着祂的形像

造人以彰顯祂，並使人有祂的權柄以代表祂的心

願。目的是要征服神的仇敵撒但，恢復地，並將

神的國帶到地上。藉着成為肉體，神成為人；祂

以人的身分生活、受死、復活並升天；現今作為

在寶座上的一位，祂仍然是人。

　主耶穌經過了釘十字架、復活並升天，就被帶

到寶座，就着主是神，祂一直是主，但就着主是

人，祂是在復活裏將祂的人性帶進神裏面以後，

纔在升天裏被立爲主；祂在升天裏被立爲萬有的

主，是要得着萬有。主耶穌是開拓者，是先鋒，

開了到寶座的路並領頭到達寶座，這指明祂不是

惟一被命定要登寶座的人；祂乃是開了路，又領

頭使我們能跟隨。

　神的心意是要在人身上作工，使人也能在寶座

上，神渴望藉着人顯明祂自己，並藉着人掌權、

管理。神的目標是要把我們帶上寶座；祂的心願

是要使我們成爲屬寶座的人，藉此神的國纔能完

全來臨，神的仇敵纔會被征服。神要把我們帶上

寶座，因爲撒但背叛了神的寶座， 想要高舉自

己的寶座，因而侵犯了神的權柄。神的心意是要

將撒但摔下，並救贖許多被他擄掠的人，將他們

帶到神的寶座去。神要得着得勝者在寶座上，與

基督一同作王。

　我們要被帶到寶座，就必須經歷耶穌的人性及

其美德，並在生命裏作王。唯一的路就是喫基督

作素祭，好成爲基督的複製，並過神人的生活。

這也是神完整救恩的目標，是要我們憑神洋溢之

恩，並洋溢之義的恩賜，在生命中作王。我們重

生所得的生命是作王的生命，這生命使我們能作

王掌權。實行上在生命中作王就是在神聖生命的

管治之下，勝過、征服並轄管撒但、世界、罪、

肉體、己、各樣的不順從和一切環境遭遇。

 
負擔應用

　一、主耶穌絕對服從神的權柄，而被帶到寶座

上。我們也要絕對服神的權柄，並制伏我們的背

叛，帶着基督的權柄，每週分別至少二小時出去

傳福音拯救罪人。

　二、藉着喫基督作素祭，豐滿的享受神作恩

典，學習在神聖生命的管治下，能分別時間進入

屬靈書報的追求。

　三、為着生命的長大，將自己完全交出來，投

身召會的成全訓練，並積極操練。（陳致均弟兄）

QR Code 週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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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切並專一為福音而活

積極的迫切
　馬太二十五章裏懶惰的僕人似乎沒有作錯事，

他並沒有損失任何東西。…主稱義他麼？主並不

稱義他。主立即責備他，說，『又惡又懶的奴僕，

你既知道我沒有撒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簸散的

地方要收聚，就當把我的銀子放給兌換銀錢的

人，到我來的時候，可以連本帶利收回。』懶惰

的奴僕應當嚴肅的接受主的話，但他並不迫切。

僅僅保存主給你的還不彀；主要利息，要果子。

　保羅說，他憑着主的顯現和祂的國度，鄭重的

囑咐提摩太。祂的顯現見於馬太二十五章，這裏

同時說到懶惰的奴僕。國度是獎賞，還是懲罰的

國度，乃是按我們從得救以來，直到主回來時的

所是並所作。在提後四章八節保羅說，主這公義

的審判者將賞賜他公義的冠冕。保羅不是憑着愛

或恩慈，乃是憑着主的顯現和祂的國度，鄭重的

警告並囑咐提摩太。在主的顯現裏，你將要由這

位公義的審判者，得着公義的賞賜或懲罰，這是

嚴肅的。

　自從我在五十年前看見這個，我就開始認真起

來。這個認真使我多次脫離退後和懶惰。有一天，

祂將要見我，我也將要見祂。在祂顯現時，我必

須向祂交賬，祂將決定在要來的國度裏，我要得

獎賞或受懲罰，這是嚴肅的事。不要以為你多年

不結果子是安全的。我希望這話能挑旺你積極的

迫切。作為一個人，我必須相信主耶穌；作為主

的信徒，我必須愛祂；並且作為愛祂的人，我必

須結果子。這是嚴肅的。不必說祂來臨顯現時，

甚至在今天，我若不結果子，祂就要把我砍下來，

把我從祂一切的豐富、一切的供應、以及一切的

享受中除去。這樣祂來臨時，我必要受虧損；我

將在國度的顯現裏，受懲罰一千年。

專一為福音而活
　今天在地上，在宇宙中，有一件事稱為福音，

我們受題醒並受囑咐要為此而活。主吩咐我們，

要專一為福音而活。我們在地上活着是為甚麼？

我們的目標乃是福音，我們的福音乃是經過過程

的三一神，成了那靈在我們裏面，作我們的拯救，

作我們的生命，作我們生命的供應，並作我們包

羅一切的享受。

　專一為這樣的福音而活是何等美妙，何等榮

耀！我專一為這福音而活，已經有五十多年了。

為着這個，阿利路亞！這是值得的！當我蒙主呼

召的時候，我的想法是：神要呼召我到本縣內的

各鄉鎮傳福音並教導，甚至還不是到我所在的整

個省去。我一生若是那樣作，我就已經高興不已

了。我從未想過我會到美國，並在世界各地，向

來自世界各國的聽眾說話。靠着主的憐憫，我是

專一的為福音而活！

帶着基督的權柄出去
　在馬太福音末了，主在復活裏，作為經過過程

之三一神的具體化身來告訴我們，天上地上一切

的權柄，都已經賜給祂了。美國總統差遣大使到

許多國家，全權代表他。我們為甚麼需要這樣的

權柄，就是天上地上一切的權柄？我們需要這權

柄，好使萬民作主的門徒。我們大家都需要問自

己，我們使多少人作了主的門徒？你相信祂了

麼？你接受祂了麼？你有祂活在你裏面麼？你與

祂是一靈麼？你住在祂裏面麼？祂現在住在你裏

面麼？你與祂是一麼？如果你對這些問題說是，

你就有天上地上的權柄出去！『去』這辭的價值

和重要性是無法度量的。

不結果子的嚴重性
　多年留在不生育的情形裏，你高興麼？彼得後

書指出，我們可能閒懶不結果子，不生育。假如

主明天早晨回來，那麼照着祂在馬太二十五章的

話，你必須向祂交賬說，你作了甚麼。你要告訴

祂甚麼？你會告訴祂，你在你當地有好的召會生

活，祂賜給你的一切都還在這裏麼？…按照馬太

二十五章，祂會把你擺在那裏？不要忘記，被扔

在外面黑暗裏的，乃是接受了真實的恩賜，一他

連得的人；這人不僅是得救的，也是有恩賜的。

主是真的，祂真的要回來，並且祂在馬太二十五

章所說的話將要應驗。這是嚴肅且鄭重的事。

　我對你們這些接受我職事多年的人很有負擔。

我若不說這些話，就是虧欠你們。不結果子是危

險的，並且是冒險的。我關心你們將會在那裏—

在你主人的快樂裏，或在外面的黑暗裏？這個交

通之後，你們的血就歸到自己的頭上，不在我

手上。（結三三 4 ～ 9。）有一天，你將要站在

祂面前向祂交賬，尤其是關於你為祂賺了多少利

息，就是你帶了多少人到祂這裏。你從祂領受了

一他連得，祂在你身上作了很好的投資，你必須

產生一些利息。你作得如何？我尤其虧欠你們這

些多年在我的職事之下，卻還沒有『上路』的人。

馬太二十五章必定會應驗。（迫切並專一為福音

而活第二、三篇）



          2017.03.19 3　　      －生命讀經－

 民數記生命讀經導讀(二 )部署安營與聖別的事奉

本週進度：民數記生命讀經第三至五篇，民數記第二至四章。

經文事實
　民數記第二至四章，說到二件事，部署安營與聖別的事奉。首先，在二章我們看見以色列人的軍

隊是如何部署安營的。在 2 節中，提到『以色列人要各歸自己的纛下，在自己宗族的旗號那裏，對

着會幕，在四邊安營。』這裏看見關於軍隊安營的三件事。第一，以色列人要各歸自己的纛下，在

自己宗族的旗號那裏。第二，對着會幕。第三，在四邊安營。首先，各人要各歸自己的纛下，在自

己宗族的旗號那裏安營，這表徵神的子民被安排，不是照各人喜好的選擇，乃是照神的命定與安排。

其次，以色列人在會幕四圍安營，指明他們組成軍隊，為着護衛神的見證而爭戰。第三，以色列人

在帳幕四邊安營。每邊有一營，由三個支派所組成。而四營的次序不是照出生，乃是照屬靈的情形。

　接着，我們要來看民數記三、四章所說聖別的事奉。首先，我們要來看祭司的職責，然後要來看

利未人的職責。祭司是直接事奉神的受膏者。『在帳幕前東邊，在會幕前朝日出方向安營的，是摩

西、亞倫和亞倫的兒子。他們看守聖所，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近前來的外人要被處死。』（民三

38。）這裏我們看見，祭司要在帳幕前東邊，朝日出方向安營。祭司實際上是守門者，看守帳幕的

入口。任何人要事奉神，都必須先通過祭司。其次，祭司盡聖所的職責，意思就是對整個聖所以及

與聖所有關的一切負責。倘若有甚麼東西受損或被竊，祭司就有責任。第三，若有任何近前來的平

常人，就是不作祭司的人，都要被治死。

　然後，我們要來看利未人的職責。從民數記三章 6~7 節，可以得知利未人的職責，主要有二個項目。

第一是服事祭司，其次是辦理帳幕的事。利未有三個兒子—革順、哥轄和米拉利。革順人，就是革

順的後裔，在帳幕後西邊安營，負責帳幕及其一切的部分。哥轄人在帳幕南邊安營，負責帳幕的內容：

見證櫃、桌子、燈台、兩座壇、聖所的器具和簾幕。米拉利子孫在帳幕北邊安營。他們負責帳幕的板、

閂、柱子、帶卯的座、和一切器具並使用之物，以及院子四圍的柱子、帶卯的座、橛子、和繩子。

　最後，在民數記第四章，也說到利未人有年齡的條件。人作利未人事奉，必須在三十歲到五十

歲之間。這是人生的『黃金年日』。甚至主耶穌在三十以前，也沒有達到事奉神的足齡。（路三

23。）祂一直等到三十歲纔開始作工。說出人要被數算在親近神的事奉中，必須在三十歲以上，直

到五十歲—那段年齡的人是更成熟、更剛強、沒有衰敗的。（民數記生命讀經，第三～五篇。）

　召會去年推行背經。一開始我沒有信心可以跟

上，覺得自己並沒有足彀時間背經。但在禱告中

蒙主光照，一直以來我有一個心願，就是孩子們

能泡透在主的話上，而召會推行的背經，就是讓

我有路可以跟上。於是我跟四個孩子也報名背

經。感謝主！在過程中很蒙恩，孩子也願意背，

雖然我和大女兒從 B 卷填充題往前到默寫 A 卷。

但去年因着安定開展，忙碌之中，我實在沒信

心再背下去。但主憐憫我們，仍舊能背。每天將

經文與會認字的孩子們唸過一次，背經考試前一

週，因着唸熟了，最後再花點功夫來背誦。然而

好景不常，好幾次孩子們也說，不想背經，我似

乎也勉強不來。但有一次大女兒在讀經時，我們

全都聽着，而我也享受這讀經的平安；家中讀小

二的兒子，在姊姊讀經完後，突然告訴我，每次

背經他都好高興。我也告訴孩子們，媽媽也常常

不想背經，但每天的讀經和背經，卻都享受主的

供應與充滿。其他三個孩子也說背經都帶給他們

平安的感受。感謝主，我跟孩子們 一同得了一個

啟示，我們肉體是輭弱不願意讀背經的，但我們

的靈卻是享受這讀背經的平安。我問孩子們要揀

選讀背經的平安，還是揀選肉體的輕鬆，他們一

致告訴我要揀選讀背經所賜給生命的平安。

　寶貝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超越的能力是出於

神，不是出於我們。我們一家仍舊求神憐憫，奉

獻自己被主話泡透，使我們能蒙神憐憫， 繼續享

受主話的供應。（1101 區　梁王善美姊妹）

　　      　－背經－

靠主恩典，全家跟上召會背經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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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事奉主者應有的心志，與愛神並事奉神　

　親愛的姊妹們，其實我們越為着主，前面是有

為難的，是有攔阻的。但是我們有沒有一個心志，

專一跟從耶和華。若是我們這個也怕，那個也怕。

怕流鼻涕，怕感冒，都不用來聚會了，都不用事

奉主了。我們需要站在主這一邊，我絕對不是說

我們隨便，但是我們也需要有信心。我們要抓住

主的應許，好叫我們能彀跟隨而來事奉神。但是

這樣的心志不是裝來的，不是你天然來的。我們

能彀這樣奉獻，也是因為我們真認識主在我們身

上的愛。就像林後五章，保羅在那裏說，『基督

的愛困迫我們。』（林後五 14）因我們斷定，那

個斷定就是下個結論。意思是甚麼呢？保羅實在

是經歷到主各方面的愛，那個愛衝擊他，逼迫他，

那個愛限制他到一個地步，使他說，『原來基督

的愛困迫我們。』

　親愛的姊妹們，我們是一班被愛困迫的人。像

我那個時候，從台中搬到北部去服事的時候，我

的孩子們因着搬遷很不適應和排斥。但是，感謝

神！我們在那裏藉着身體的愛和扶持，實在是享

受神的牧養。我那天在大專特會見證，我們覺得

身體給我們兒女的服事，真是多過於我們能給他

們的。雖然他們今天都在外地讀書，以前當地的

弟兄姊妹還繼續的服事他們。這許多是我作不到

的，但身體都為我作到了。當我們是這樣看見神

在我們身上的愛時，就是得知要從新店搬到台南

時，也就沒有甚麼好害怕的。感謝讚美主，神一

樣愛我們。我們若揀選並跟從祂，我們實在看見，

主照顧的比我們照顧的好太多了。有甚麼比神為

我們所作的更好呢？神的愛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所以，親愛的姊妹們，我們能揀選祂，因為我們

知道我們有那一位愛我們的。我們願意揀選祂，

來作個事奉神的人。

　最後就告訴我們說，我們若是一個愛祂的人，

揀選祂的人，事奉祂的人，有幾個操練：第一，

愛祂的人要像抹大拉的馬利亞。抹大拉的馬利亞

非常愛主。因為耶穌從她身上曾趕出七個鬼，她

經歷神大能的救恩。你有沒有經歷到神大能的救

恩呢？你若真經歷神的救恩，你就會愛祂。愛祂

的表現在那裏？你愛祂，你不是愛祂所給你的東

西。你愛祂，你是愛祂這個人。你沒有祂，你就

不能活。主復活後，門徒們也跑到墳墓去看。結

果一看，墳墓是空的，他們就走了。找不到能怎

麼辦？就回家了。這就是弟兄，很現實。但是姊

妹呢？馬利亞就在那裏哭。她是哭到一個地步，

主不得不向她顯現。註解告訴我們說，門徒來的

時候，主在不在？主復活後成為賜生命的靈，祂

當然在。但是為甚麼主沒有向門徒顯現？不向彼

得顯現？主卻向一個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原因

是為甚麼？祂知道這裏有一個人，是真正愛祂、

尋找祂的人。

　所以我們若愛主，每一天的清晨，我們要作一

個迫切尋找主的人。我們不是打開晨興聖言，讀

讀而已。知道加拉太書二章二十節，我也會背。

『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讀了好多次了。

就像那些門徒，哦！墳墓空了，主復活了，所以

回家了。主復活和他沒有甚麼關係。他們知道復

活的道理，卻沒有遇見復活的主。我們不要只有

外面的道理。我們每天的早晨，要來作一個遇見

主的人。

　第二，我們需要操練一件事。你若真愛主，我

們就要過一個平淡的生活。你要甘願平平淡淡。

不要有特別的貪圖。其實，我們自己特別的貪圖，

將來會把我們陷到那個罪惡的痛苦裏去。你的人

生為甚麼那麼痛苦，就是因為你那個時候想爭一

口『氣』。你想，多得一點，那個貪圖就是把你

陷到那些痛苦的苦根。求主得着我們，過一個清

淡的生活。甚麼是清淡的生活？愛主、養家、教

育兒女、天天為主作見證、天天帶人歸主的生活。

作生意，但是要量力而為，有限度。我們不偷懶，

也不浪費時間。但是，我們需要有一種的生活模

式，不要讓這個世界吞喫了我們。就像主說，有

衣有食，就該知足。我們人生的目標不是在這地

上得着甚麼，我們人生的目標乃是為主活着，來

事奉主。（林承恩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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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上召會水流，配搭福音行動

　主耶穌在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節說『這國度

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纔

來到。』需要福音的白馬，也需要四活物的配搭，

纔能帶進主的回來。

　召會的吹號是建立福家的架構，產生生養的習

慣。雖然已往身上會帶福音單張，買東西時，就

會發。但是週週出訪在接觸人的事上更扎實。從

一大區每週三有固定出訪的行動開始，我就分別

這個時段來與主配合，在青年路一同配搭。後來

在姊妹集調時看到一組一組的姊妹上台分享出訪

時，很受激勵。想起住在 102 區的青職姊妹們，

尋求與姊妹們交通禱告，是否有機會一同出訪？

姊妹們也對大林國宅的居民和兒童有負擔。之後

我們就開始，每週三晚上青職排後的出訪。（102
區　王林美善姊妹）

阿們跟隨，經歷四活物的配搭
　很摸着『神需要一班活物，能彀配搭在一起，

成為一個團體的實體，就是團體的基督，為着祂

的彰顯和行動。』當我是自己一個人時，我是不

可能有勇氣，去外面叩門傳福音的。但感謝主，

將對福音有負擔的同伴擺在我身邊，使我能與姊

妹們週週堅定持續的出外叩門接觸人。 
　我住在大林國宅的姊妹之家，因着姊妹們對大

林國宅的居民和兒童有負擔，就約我一起每週三

晚上在大林國宅叩門。感謝主，當我對姊妹們的

負擔說『阿們』，並簡單的跟隨時，就是我蒙福

的開始。 
　以前的我靈常常是死沉的，但因着與姊妹們活

力的交通和禱告，使我開始也對人有負擔。感謝

主！使我能與姊妹們一同有分於福音的行動，而

有四活物配搭的實際，在配搭中的焚燒使我們對

人熱切，並產生召會的能力和衝擊力。（1103 區

　鄭平恩姊妹）

在身體裏配搭，持續為人代禱

　除了主日下午的馬路福音，平時我們也將福音

朋友邀約到排中接觸。已過認識一位碩士生，第

一天在小排中就很釋放的禱告主，並簡單呼求主

名。隔日順利邀約喫早餐並傳輸人生的奧祕。但

因她摸到基督徒正確的慎終追遠問題，回家與父

母懇談後，便對主耶穌關了門。已過的我一定會

對這事感到很失望，但藉由二年來在身體裏配搭

人人走出去，全體配搭傳福音

傳福音，我認識傳福音的是我們，但憐憫人的乃

是神！將她的名字記錄在小冊子上，繼續為她禱

告，盼望有一天，她會再對主耶穌開門！（701
區　李文芹姊妹）

傳福音，有同伴
　當同伴沒有辦法參加福音行動時，我們會藉着

晚禱，將所接觸的名單，和福音聚會有禱告，使

我們在禱告中一同的爭戰！我享受每次出訪前的

禱告和詩歌，使我們的靈被挑旺，在接觸人時不

是膽怯，而是滿了喜樂！

　在過程中也珍賞同伴，雖然個性比較害羞，但

願意操練靈，與我一同配搭，將所享受的基督供

應到福音朋友裏面。藉着每一次的出訪、禱告，

我和同伴也建立傳福音的生活，更操練在職場中

傳福音。（701 區　吳佳萱姊妹）

唱詩禱告挑旺靈，同伴配搭傳揚主
　我們小區福音出訪時間是主日下午，寶貝每次

出訪前我們會先唱詩歌、禱告，將靈挑旺起來，

再外出接觸人；若沒有前面的禱告、唱詩以及同

伴一同外出，就着我自己還不太敢走出去。感謝

主！藉由一同唱詩、禱告，主就加強到我們裏面

的人裏，使我們走出去傳揚祂的福音。雖然時有

遇到拒絕，但也有遇到能聽我們傳講一、兩分鐘

的平安之子，願意聽完完整的人生的奧祕的傳

講，還有願意呼求主名的，這些都使我們得着激

勵！（701 區　許博舜弟兄）

那人撒種，這人收割
　約翰福音四章三十七節說，『那人撒種，這人

收割…。』每一次出去傳福音，不見得都會得人。

今天你出去撒種，那一天由別人來收割；那一天

別人撒種，今天就換你收割。若我們都不出去，

就沒有可收成的。所以要出去傳福音，當我們帶

人得救時，我們就喜樂歡騰。

　只要有福音聚會，我就立刻通知福音朋友，盼

望他們能早點知道並撥出時間參加。去年十一

月，在得知福音聚會的時間後，就用社群網站

（facebook）及通訊軟體（line）把網友及線上好

友通通邀過一次。那一次，許多朋友不是沒人回

覆，就是有事不克前往；但只有一位答應我的邀

請，也應約前去。意外的，那位福音朋友他得救

了。現在，他是我的小羊，且週週持續餧養中。

（902 區　何清濤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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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晨興聖言「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一）」第 9 週。「職事文摘」第一卷第六期，神的信實和

　　　 神的約，作出新耶路撒冷。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3/19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六課下半。

　   4. 書報追求「神人調和與復活的原則」第 19~20 篇，「民數記生命讀經」第 3~5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3:19~21
 弗 3:19     並認識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使你們被充滿，成為神一切的豐滿。 

 弗 3:20     然而神能照着運行在我們裏面的大能，極其充盈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弗 3:21     願在召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榮耀歸與祂，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Eph 3:19    And to know the knowledge-surpassing love of Christ, that you may be filled unto all the 

fullness of God. 
Eph 3:20    But to Him who is able to do superabundantly above all that we ask or think, according to 

the power which operates in us, 
Eph 3:21    To Him be the glory in the church and in Christ Jesus unto all the generations forever and 

ever.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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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9( 主日 ) 口詩 92:1-94:23 口加 5:22-26  口加 5:25
03/20( 週一 ) 口詩 95:1-97:12 口加 6:1-10  口加 6:8
03/21( 週二 ) 口詩 98:1-101:8 口加 6:11-15  口加 6:15
03/22( 週三 ) 口詩 102:1-103:22 口加 6:16-18  口加 6:18
03/23( 週四 ) 口詩 104:1-105:45 口弗 1:1-3  口弗 1:3
03/24( 週五 ) 口詩 106:1-48 口弗 1:4-6  口弗 1:4
03/25( 週六 ) 口詩 107:1-43 口弗 1:7-10  口弗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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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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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0( 週一 )
03/21( 週二 )
03/22( 週三 )
03/23( 週四 )
03/24( 週五 )
03/25( 週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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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011 -220,608 63,537 0 0 227,940 
本月收入 2,902,068 887,900 208,850 571,500 31,350 4,601,668 
本月支出 2,773,346 937,294 13,600 571,500 31,350 4,327,090 
本月結存 513,733 -270,002 258,787 0 0 502,518 

2017 年 2 月份財務奉獻收支概況

1. 本月個人奉獻包計 167 包。      
2. 本月經常費收入含大專弟兄姊妹之家維護費奉獻款 427,150 元。      
3. 海外開展奉獻累計 977,464 元，目標達成率 19.55%。      
4. 本月提撥 100 萬元歸還先前暫借之開展基金。      

　　－財務－

  －報告事項－

　全召會姊妹成全　時間：3/19（主日）15:30~17:30，地點：裕忠路會所。由裕忠照顧區配搭服事，

                                 三大區：場地佈置，四大區：招待，七、九大區：整潔。

　初信成全班　時間：4/16, 23, 30, 5/7, 12, 21, 28, 6/4（主日）9:30。地點：青年路會所、裕忠路會所，

　　　　　　　　請於 3/26（主日）前向執事室報名。報名費用：每人 2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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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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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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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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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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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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大專畢輔園，主帶

　　　　領畢業生前面的道路，繼續接受成全，過正常的召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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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福音主日及社區兒童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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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區 十二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3/21（二）20:00，地點：佳里區會所。

  長青聖徒
　長青服事者交通 時間：3/21（二）9:30，地點：裕忠路會所長老室。

　長青聖徒相調　 時間：3/22（三）9: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將有高雄市召會長青聖徒

　　　　　　　　　            來訪相調，會後備有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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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出發時間：3/25（六）7:50，地點：裕忠路會所門口。攜帶物品：聖經、詩歌、

                                 名牌、名牌套，健保卡、身分證、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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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婚聚會　毛治平弟兄（101 區）與蔡欣如姊妹（台北市召會第十四會所）
              時間：3/26（主日）15: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繆慎云弟兄（1203 區，繆興亞弟兄的兒子）與施雪琍姊妹（埔里鎮召會）

              時間：4/1（六）10: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全召會以弗所書第三章背經會考
　會考時間：3/26（主日），地點：各小區。範圍：以弗所書主題及第三章經文。請各小區於  

    3/20（一）前與執事室確認考試人數，兒童背經進度和會考時間，與全召會同步實施。

　一○五年度個人奉獻收據領取
　一、一○五年奉獻收據本週已發至各小區，如有遺漏，請洽執事室申請補發。

　二、奉獻收據請妥慎保存，如有遺失恕不辦理補發，未領之收據請區負責代管，並於 4/11（二）

　　　前繳回執事室。

  －報告事項－

　讚美主，在已過三月四日及五日，各照顧區都有外出的事奉相調，大家同心合意，一同進入福音

節期的負擔裏。與會聖徒都靈裏火熱，大大得激勵。統計了所有宣告的目標如下，請迫切為這目標

的達成禱告。盼經過了四月的福音節期後，能達到福音節期的四項重要目的：（一）加強得人。（二）

福音傳揚人人有分。（三）編組成軍，建立活力組。（四）養成福音習慣，全召會至少有三分之一

以上的聖徒週週出訪。每週出訪人位：760 人。總出訪人位：1564 人。受浸人數：254 人。

為福音節期宣告目標迫切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