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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信息要點

第九篇　虹—基督徒生活與召會生活之經歷的總結

前言
　本篇信息說到虹，是本次結晶讀經裏關於以西

結一章最末了的一篇信息。以西結一章從風、雲、

火、金銀合金的異象說起，這產生了四活物及四

活物的配搭。隨着四活物的配搭，顯出了如鷹翅、

人手和牛腿的生活、行事，以及神如高而可畏之

輪子的特別行動。這帶我們達到屬靈經歷的最高

點－有清明的天及其上的寶座。而在寶座的人，

指出神的心意是要在人身上作工，使人能在寶座

上，使神的權柄能藉着人通行在地上。以西結一

章至終結束於一道虹，顯於非常美妙、寧靜、莊

嚴的光景中。在寶座上的人周圍光輝的樣子乃是

虹的樣子，這就是耶和華榮耀的樣式顯出來的樣

子。這指明虹乃是基督徒生活與召會生活之經歷

的總結，作信實之神的榮耀彰顯。我們不只要看

見這虹的異象，並要成為這道虹。

真理要點
　本篇信息首先陳明虹在神經綸中所指明的意

義，然後給我們看見基督徒生活與召會生活的經

歷乃是總結於一道虹。我們的基督徒生活和召會

生活有一個總結，要達到一個最終的終極完成，

就是一座『彩虹城』－新耶路撒冷。

　壹、虹是神信實守約的記號（創九 8~17）：
在創九，神把虹放在雲彩中，作祂與地立約的記

號，指明神是立約並守約的那一位。虹宣告神的

信實，必定會守祂的約。啟示錄四章三節說，有

虹圍着寶座，顯出來的樣子好像綠寶石。這指明

神在地上施行審判時，仍要記念祂的約，並保留

一些生命在地上，成為新地上的列國，以榮耀祂。

　啟示錄十章一節說到基督作為另一位天使，從

天降下，披着雲彩，頭上有虹。這指明基督在審

判地時，信守神與挪亞關於地所立的約；並且基

督執行神的審判，是照着那坐在天上有虹圍繞之

寶座上的神，就是那信實守約的神。

　貳、基督徒生活與召會生活的經歷總結於

一道虹：神永遠的定旨，是要在基督裏將祂自己

作到我們裏面，成爲我們的生命和一切，使我們

接受祂作我們的人位，活祂並彰顯祂；這是神心

頭的願望，也是聖經的中心點。按照神的計畫，

以西結一章所啟示的屬靈事物，我們有了清明的

天同着寶座，並經歷一個人有金銀合金與烈火的

樣子，結果我們就有一道虹的樣子。這虹乃是坐

寶座之人周圍的光輝，表徵寶座上的主四圍的輝

煌和榮耀，也就是主的彰顯。

　虹可視為由藍、紅、黃三種主色組合而產生

的。藍是神藍寶石之寶座的顏色，表徵神的公義；

紅是聖別之火的顏色，表徵神的聖別；黃是金銀

合金的顏色，表徵神的榮耀。公義、聖別和榮耀，

是三種神聖的屬性，使罪人不能靠近神。但主耶

穌死在十字架上，滿足了神公義、聖別和榮耀的

要求；並且如今在復活裏，祂就是我們的公義、

聖別和榮耀。這三種屬性使我們在神眼中有一道

虹的樣子。今天這道虹的實際－神的公義、聖別

和榮耀－必須作到我們裏面，使我們這些蒙神救

贖的人，有一道虹的樣子，作神的見證。雖然這

虹要在永世裏纔完全顯出來，但這道光輝的虹屬

靈的實際應當顯在今天的召會中。

　新耶路撒冷十二層根基的顏色，將顯出一道彩

虹的樣子，圍着永遠的神，作爲祂的見證。在永

世裏的新耶路撒冷，乃是我們這些蒙神拯救之人

的集大成，要成爲一道虹，永遠見證我們的神是

信實的。
負擔應用

　一、在召會生活中，我們必須讓神在我們裏面

作工，我們也必須接受恩典到一個地步，使每一

件事都是公義、聖別並榮耀的。

　二、我們要讓神聖別的火燒掉一切與神不配的

東西，使神的聖別性情藉着我們的人性顯為金

子，使召會充滿了神的公義、聖別和榮耀。

　三、我們要藉着傳揚福音，使召會生活這一道

『虹』，顯在世人中成為神榮耀的見證。

                    （林右庸弟兄）

QR Code 週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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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會傳福音

召會傳福音的衝擊力
　四十多年前，我在煙臺經常帶領召會傳福音。

常常一傳就是一片火海，一團火四處燒。燒到一

個地步，外面的人彼此說，『你千萬不要到他們

聚會的那個樓上；你一上去，就站不住，非把你

燒倒不可。』那裏有一個能力，有一團烈火在燒；

這焚燒就是從聖靈來的。聖靈已經在這裏，需要

我們去享受、禱告，把祂點着。（速興起傳福音 
第四篇）

　福音不是外面的活動，乃是讓你我裏面的火點

起來；不是外面的熱鬧，乃是你我裏面的焚燒；

不是外面的興奮，乃是你我裏面給神得着；不是

外面受人推動，乃是你我因着聖靈滿溢而起來。

到這時，我們這一班人就是福音的見證，我們所

背着、所充滿的，就是基督自己。當我們起來唱

詩、說話、與人接觸、帶人禱告，甚至探望人時，

我們都是滿了基督。我們能把基督流到人裏面，

如同充電時把電流過去一樣。從我們身上把基督

流出去，流到人身上，流到人裏面，這就是召會

傳福音。（基督是福音的負擔　第二篇）

　我們若尋求主的心思和主的心，若是可能，我

們就需要憑着祂的恩典，盡所能的實行一。這會

非常討主喜悅，並使我們整個基督徒生活翻轉過

來。我們會滿有主的同在、祝福、權柄、能力和

力量。甚至我們的傳福音也會有能力。我們傳福

音的能力和衝擊力，與召會生活有關。最有能力

的傳福音就是召會的傳揚。我們作神的兒女實行

身體的一，並來在一起事奉主，就會有衝擊力。

我們作為召會並藉着召會來傳福音，會領成千的

人歸主。我們有過這經歷。召會傳福音很容易。…

　召會傳福音的第一次記載，是關於五旬節那天

的一百二十人。行傳二章十四節說，彼得同十一

位使徒站起來，他不是獨自一人。因為整個身體

起來傳福音，就有衝擊力。今天在台灣非常容易

領人歸主。甚至現今我們也有成百受浸的人，是

我們無法充分照顧的。召會這個家庭，兒女多到

一個地步，我們幾乎害怕傳福音，再得更多的人。

這種傳福音不是藉着少數個人作的，乃是藉着召

會作的。（享受基督使祂得擴增　第四篇）

召會傳福音的祝福
　關於召會傳福音，這在一九四○到一九四三年

間，完全得着恢復。我們看見這恢復的高峰，乃

是在北方。每逢召會有福音的舉動，都是全體聖

徒一同作；那真是活而有能力。最好的時期是在

一九四二、四三年，真是召會全體傳福音，個個

都把家打開為着福音，無論是請客、探望、帶人

得救，都是全體作，全召會事奉。那個福音不知

比今天強了多少倍。（召會的三方面之二－召會

的歷程　第十八篇）

　所以，一九四六年我到上海以後，四七年新春，

我就向長老們介紹召會傳福音，完全照着我們在

煙臺所作的去實行，結果也相當有果效。傳過福

音後，立刻有一百多人受浸，接着又浸了七、

八十位；所以在上海的實行，也實在有祝福。到

了夏天，不僅新得救的人加多，那些冷淡、灰心、

退後的，也都聽見召會活了的消息，裏頭就開始

有些恢復，也都來聚會了。我們都知道，人是越

冷越死，越熱越活的。當這個活的消息傳出去後，

大家都活了，都從冬眠裏出來，復活了。（歷史

與啟示上冊　第八篇）

　在一九五八年末了…我們不僅不隨從世俗喫、

喝、玩、樂，我們更要在這幾天，特別的禁食；

即使要喫飯也要非常簡單。我們要把所有的時

間、精神、力量，都擺在禱告、請客、帶人得救、

看望人、服事召會傳福音的事上。眾人都在那裏

全體出動。

　十多年來，每一次召會有這樣的實行時，都看

見神特別的祝福，特別的同在。這不是倚靠一個

大佈道家能成就的；全召會乃是一個祭司體系，

像一個屬靈的軍隊，人人都在這件事上有分，所

以是召會的福音。不是一個人的事，乃是全召會

的事。這是根據聖經腓立比一章所說，在腓立比

的信徒，在推廣福音上一同有交通，也都同魂與

福音的信仰一齊努力。所以，腓立比的召會是個

興盛的召會，也是個喜樂的召會。盼望每一位在

事奉裏有分的弟兄姊妹，都接受一個負擔，不是

來聽福音，而是來傳福音。（成全聖徒與神家的

建造　第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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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數記生命讀經導讀(三 )成軍—對付玷污

　－姊妹成全－

第二篇　恢復對主起初的愛，以回應祂不變的愛

壹、本週進度：民數記生命讀經第六至八篇，民數記第五章。

貳、信息導讀：
　本週我們來到民數記第五章。說到對付玷污。

神的子民要成為軍隊，必須符合某些條款或條

件。其中一個條件就是必須對付玷污。

對付玷污的次序
　我們看見在民數記五章的對付玷污是按着非常

美好的次序。第一，團體的對付；（1~4；）第二，

個人的對付；（5~10；）第三，對付丈夫所疑忌

的妻子。（11~31。）

第一、團體的對付
　首先，這團體的對付主要與三件事有關—痲

瘋、漏症、以及因接觸死而有的不潔。這豫表召

會中必須對付的一切不潔。第一，痲瘋是天然的

人邪惡的流出。（例如背叛和不順從。）第二，

漏症是天然的人不正常的流露。（例如發脾氣。）

第三，因接觸死人而有的不潔，表徵因着接觸那

些在屬靈上死了的人所受到屬靈死亡的玷污。神

是義的、聖的、活的。因此，這三種玷污不能准

許留在神的居所、軍隊、和祭司體系中。

第二、個人的對付
　在團體的對付玷污之後，還有個人的對付。主

要是對付不義的玷污，就是在人前有罪，在神前

被定罪的玷污。我們向神徹底承認自己的罪以後，

還該到所虧負的人那裏，將所虧負的，全數償還，

甚至在我們所欠的之外再加上一些。

第三、對付丈夫所疑忌的妻子
　末了，還需要對付丈夫所疑忌的妻子。對付丈

夫所疑忌的妻子這事，豫表基督對祂的信徒和召

會所起的妒忌。基督爭戰的軍隊由祂的得勝者所

組成，他們是爭戰的妻子，與基督相配。我們要

成為主爭戰軍隊的一部分，就必須向祂貞潔。我

們在基督以外任何的尋求和追求，在神眼中都是

屬靈的淫亂。我們在貞潔上的品格必須高尚，然

後我們就能為神爭戰並事奉神。( 民數記生命讀

經，第六至七篇 )

參、複習問題：
　一、為何我們需要對付玷污？

　二、是否有過團體對付的經歷？（痲瘋、漏症、

　　　以及因接觸死而有的不潔）

　三、是否有過個人對付的經歷？（承認罪、對

　　　付虧欠） 

第五章經文生命讀經第六至八篇

閱讀版
有聲版

　主許可在我們的經歷中有高有低，都是為着讓

祂能彀用祂的愛來摸着我們的心。在『向主有心』

這一段說到，主三年半在地上的生活以及和門徒

們的相處，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甚麼呢？祂為他們

作了一切，目的是為着要摸着他們的心！因為人

的心若沒有向着神，人的心若沒有對準主，人在

屬靈的事上毫無前途，主也沒有辦法。所以為甚

麼我們從上一次到這一次的交通都在講『愛』這

件事？愛和甚麼有關呢？愛和我們的心是何等的

有關係！我們的心若沒有被主的愛來摸着，我們

在屬靈的事上和在對主的服事上，我們就是毫無

辦法的，主也拿我們沒有辦法。所以，這也就是

為甚麼主許可讓這樣剛強的彼得不僅是一次否認

主，還有另外一次的輭弱。因為主要在他輭弱的

過程中，讓他看見主在他身上有一個永遠不改變

的愛。如果路加十五章，長子有一天說：『爸爸，

我作得好累，我想出國去遊覽一下再回來，好不

好？』我相信這個『回來』，就算父親跑過去抱

着他，也不會太摸着我們。但是，為甚麼這個故

事感動了數千人，讓他們能彀得救呢？因為那是

一個揮霍無盡、失敗到底的浪子，那一個故事讓

我們看見神向着我們的心到底是怎麼樣的心！我

們剛強愛主的時候可能還不是這樣的摸着主，但

當我們在失敗的過程中，聽見主對我們說『和彼

得！』，你會發現我們的心就再被主摸着了！

　我記得我在當兵前，因着摸着主，我就立志要

全時間服事主。可是在當兵的期間，因為各面的

環境，我落到一個屬靈非常輭弱的光景。在那個

輭弱中，我發現我這麼一個輭弱的人，怎麼能來

服事主呢？所以，我甚至已經放棄了要全時間服

事主的念頭。因為我是這樣輭弱且禁不起任何試

誘的人，我先前的剛強不過是因為我在身體中而

已。而當我在那個和召會生活有一點隔絕的環境

中，我就發現我是何其輭弱不堪。但是感謝主，

像我這樣輭弱，連我自己都放棄自己的人，主說：

『我不放棄你！』在我快退伍的時候，主意外地

給我放了四天假。我想這四天要去那裏？實在也

不知道要去那裏。突然聽到台南大專有期末特

會，我就報名參加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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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主迫切，震動陰府的禱告，經歷神的信實

　三月是大專的福音節期，學生們和社區聖徒同

心合意的配搭，三週內共結了七十個果子。在這

次的福音節期裏，特別摸着禱告的重要。無論是

個人一面還是團體一面。個人一面，我向主有認

罪、奉獻的禱告，讓主來光照，並更深的奉獻給

主；團體一面，更經歷爭戰得勝的禱告。因為在

傳福音的過程，經歷與黑暗的勢力拔河，但最

終，基督仍是已經得勝，並且還要再得勝。（黃

恩昕弟兄）

　上個學期的福音節期，並沒有帶進太多的人得

救。但是藉着堅定持續的禱告，主親自在同學們

裏面動工，原本不願意來的，藉着我們週週的看

望，這學期他們都向着我們敞開，願意來到福音

聚會裏。感謝主，我們的禱告和牧養都是有功效

的！（陳逸婷姊妹）

　節期初期，來的人數不是很理想，使我感覺有

點灰心，藉着不斷地禱告與同伴一同配搭，我重

新得着加力。感謝主！在一次的聚會為我們帶來

了許多人，而三位的福音朋友就在那場聚會中得

救了。經過了這次的福音節期，我經歷到主是信

實的那一位。（程恩義弟兄）

　在這次的福音節期中，經歷與同伴拚上去的禱

告和配搭。主在二十二日當天賜給我們九位的果

子！然而仇敵不甘心，在網路上興風作浪，散佈

不實的流言，見到這樣的情形，裏面有着許多的

擔心，一度想為主作些甚麼，但主在我裏面告訴

我『祂是主！』我只需簡單的順從祂的帶領！面

對這樣的情形，雖有一點的攪擾，但這卻使我們

更加的在身體裏同心合意的禱告，接續的又得了

三位果子！（余佳和弟兄）

　我們為着領受主的負擔和小羊的得救而有個人

或團體爭戰的禱告。結果有好幾位受浸，因着得

救的人數加添，學校的同學在網路上貼文攻擊我

們，雖然一開始受到打岔，但經由我們一再的禱

告而慢慢的放下憂慮，畢竟是仇敵懼怕，基督得

勝！

　在這次的福音節期裏，我經歷到許多的喜樂，

與弟兄一同配搭傳講神的話時，因着能有分於

這個行動而感到喜樂。我在傳福音之前都是很膽

怯的，但是越傳我就越喜樂、越不怕環境，經歷

環境只是個謊言。也摸着重點不是在於得救的人

數，乃是我們有多而又多的禱告，並彰顯四活物

配搭的實際，好叫我們在這過程中更多的贏得基

督。（呂鋮祺弟兄）

　節期之中，我很摸着在每天早上與弟兄姊妹們

同心合意的禱告，這不僅喚醒我對人的負擔；在

禱告的過程之中，主用啟示錄四章二節的話光照

我，更暴露我，時常不在靈裏。因此我向主承認

我隱藏的罪，使我更儆醒時時活在靈中。

　我操練接觸身邊的每個人。除了老師以及同學

之外，我更邀請一位在桌球系隊練球時，因着打

過桌球而認識的朋友，雖然年紀有差距，但是談

話的過程，發現他非常敞開。當我進一步邀請他

到聖經講座，他也爽快的答應前來 ! 不僅受浸得

救，還主動地來到我們的聚集裏面 。我願更新我

的奉獻，讓福音成為我的生活！（陳冠霖弟兄）

　福音節期的每一天都是爭戰！或身體不舒服，

或個人的環境，或受浸人數未能報到預期目標，

都不應成為我傳福音的攔阻！我經歷禱告拚上

去，六點的福音聚會，我五點就開始個人禱告，

從主重新得力！節期末日，我班上的同學受浸得

救了！她是我班上第五個得救的人！讚美主，傳

福音使我新又活！使我成為活的人！（金喜愛姊

妹）

　福音節期的第二週遇到四天連假，使得我們的

靈鬆散。那一週，沒有邀到福音朋友。這情形讓

我覺得很過不去。後來就請姊妹陪我一起禱告，

我們就一起禱讀人生的奧祕。很奇妙的，當我們

將經節化成禱告時，越禱告就越喜樂，越禱告靈

就越釋放。所以在我們邀不到福音朋友的時候，

我們就有爭戰的禱告，中午則是守望禱告，禱告

會使地大震動。在節期的最後兩天，我們終於帶

人得救了！（葉惠彬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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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前我向人傳講福音時，總是有過多自己的發

表，結果卻是他們從我們口中得着道理，卻沒有

得着生命。在這次福音節期中，我操練藉着重（ㄔ

ㄨㄥ㇀）讀、重（ㄓㄨㄥヽ）讀人生的奧祕上的

經節來點活他們的靈，福音朋友就簡單的相信並

受浸，真實的經歷到我們所傳的不是字句道理，

乃是靈、是生命。（倪主溢弟兄）

　記得有一天的下午，我其實感覺有點不舒服，

沒甚麼力氣。休息之後，感覺要回學校一趟。途

中就遇見我的漫畫社的老師，與她談話過程中，

老師也說到她的苦處，裏面就一直有感覺，這

位老師她需要主。後來就邀約老師來我們的聚集

裏，老師也見證當她每次在遇見苦楚和難處時，

很奇妙都遇見基督徒。之後老師就受浸得救了！

（陳奕宏弟兄）

　哥林多後書十二章九節上，『我的恩典彀你用

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輭弱上顯得完全。』

在福音節期時我經歷到這處經節。因着實習的關

係，每天下班後很疲累，在自己的感覺裏，就會

覺得體力來不及，但主的恩典彀我用。在一次福

音聚會前，主叫我留下來配搭，將自己微小的一

份擺上；並且我不是單獨的，而是有同伴。無論

光景如何，都有同伴托住我，雖然輭弱，但主的

恩典也加倍的給我，使我與同伴一同結果子，激

勵我更往前。（陳筑鈞姊妹）

　我們有一羣配搭，一同的為着福音節期爭戰，

如同以西結書一章九節說，『他們的翅膀彼此相

接；他們行走並不轉身，俱各直往前行。』就像

福音節期中，有人配搭受浸，有人配搭外出傳福

音，還有電話訪問，也有人配搭洗碗和排椅子，

因着有鷹翅作我們的能力與恩典，使我們在配搭

的過程中，不是單靠我們自己，而是有神在我們

裏面與我們一同經歷並享受神。（彭立言弟兄）

　我摸着這次傳福音打電話的部分：我打了上百

通邀約電話，常是沒人接聽，或是被拒絕，打到

最後有點靈裏下沉；但此時我學到一個祕訣，主

作我的力量，繼續再打、再邀約。於是來了幾位

同學，但凡來的都受浸得救了，我實在摸着神的

大能，使我們如鷹展翅上騰。（陳昱辰弟兄）

　在與活力伴一同餧養姊妹一段時間後，姊妹有

了渴慕，而入住姊妹之家，以致我們能彀一同過

團體神人生活，操練生命的功課，一起交通和禱

告，真是何等喜樂、榮耀的生活！（陳心姊妹）

　已過一學期，主給我們活力組很敞開的果子，

蕙敏姊妹。我們常為姊妹禱告，也利用時間餧養

她，看起來是我與活力伴在餧養她，但卻也經歷

在我們最輭弱的時候，蕙敏姊妹出其不意的出

現，也餧養了我們，主藉小羊托住我們。（鍾旻

庭姊妹）

　

　在我入住姊妹之家之前，我的生活總是不喜

樂，常是為着家人、工作、金錢等許多外在的事

物所綑綁。但當我得救後，姊妹們持續地餧養

我，使我願意住進南台姊妹之家。因此，我忘記

了以前所有不喜樂的因素，雖然這些環境都還

在；但我有主，我有弟兄姊妹與我一同禱告、唱

詩歌、背經和晨興，使我不再是以前的我，乃是

神的恩典與我同在。（王蕙敏姊妹）

－大專福音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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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晨興聖言「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二）」第 10 週。「職事文摘」第一卷第六期，讓基督的話

　　　 豐豐富富的住在我們裏面，喫、消化、並吸收神的話。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3/26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七課上半。

　   4. 書報追求「神人調和與復活的原則」附篇第 1~3 篇，「民數記生命讀經」第 6~8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4:1~3 

　 弗 4:1     所以我這在主裏的囚犯勸你們，行事為人要與你們所蒙的呼召相配， 

     弗 4:2     凡事卑微、溫柔、恆忍，在愛裏彼此擔就，

     弗 4:3     以和平的聯索，竭力保守那靈的一： 
     Eph 4:1     I beseech you therefore, I, the prisoner in the Lord, to walk worthily of the calling with
                      which you were called, 
     Eph 4:2    With all lowliness and meekness, with long-suffering, bearing one another in love, 
     Eph 4:3    Being diligent to keep the oneness of the Spirit in the uniting bond of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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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6( 主日 ) 口詩 108:1-109:31 口弗 1:11-14  口弗 1:13
03/27( 週一 ) 口詩 110:1-112:10 口弗 1:15-18  口弗 1:17
03/28( 週二 ) 口詩 113:1-115:18 口弗 1:19-23  口弗 1:19
03/29( 週三 ) 口詩 116:1-118:29 口弗 2:1-5  口弗 2:5
03/30( 週四 ) 口詩 119:1-32 口弗 2:6-10  口弗 2:10
03/31( 週五 ) 口詩 119:33-72 口弗 2:11-14  口弗 2:14
04/01( 週六 ) 口詩 119:73-120 口弗 2:15-18  口弗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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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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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7( 週一 )
03/28( 週二 )
03/29( 週三 )
03/30( 週四 )
03/31( 週五 )
04/01( 週六 )

　　 －福音－

跟上召會吹號，傳揚福音接觸人

福音是我們的生活
　我目前在台積電上班，雖然常無法配合召會的

福音行動。但因在公司時間長，與同事相處的時

間多，我反而能積極地邀約同事來到我們的小排

中。工作這兩年以來，有將近十位同事來到小排

中聽福音。我能見證『職場是我們最好的漁場』，

無論環境如何，我們都可以挑旺我們福音的靈傳

福音！（701 區　江典剛弟兄）

大區福音行動　還福音的債
　馬太福音廿八章十九節：『所以你們要去，使

萬民作我的門徒，將他們浸入父、子、聖靈的名

裏。』期盼的大區傳福音行動終於開始了，週六

下午同心禱告後，我們這組往裕文圖書館出發。

　手上的兒童品格成長園單張是我們接觸家長最

方便的憑藉，刻意先強調使用的教材是經過教育

部審核通過的得榮基金會優良讀物；也說明活動

是『免費』的，使每個媽媽都願意聆聽我們的介

紹，也都欣然接下單張細看內容，並表達謝意。

可惜我們帶的單張不彀多，不一會兒『子彈』用

盡了，就繼續向人傳講『人生的奧祕』。

　禱告透徹，主就開路。幾位高中學生也敞開的

願意和我們呼求主名。雖然他們未留下姓名電

話，我們仍覺非常喜樂；至少我們不欠虎尾寮這

塊美地福音的債。發現傳福音不像我們想像的那

麼難，虎尾寮的漁場大且寬廣，很快的福音單張

也發完了。三人相約，以後要裝備充足，在這一

美地定點堅定持續，週週來傳福音，作得人漁

夫！願主祝福我們！（404 區　李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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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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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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信成全班　時間：4/16, 23, 30, 5/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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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負責訓練 　時間：4/9（主日）19:30~21:30，地點：裕忠路會所。由永康照顧區配搭服事，
　　　　　　　　（六大區：會後整潔，十六大區：會前場地佈置，二大區：交管，十大區：招待）

  大區 
　 一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3/28（二）20:00，地點：青年路會所。

　 五大區集中主日聚會　時間：4/2（主日）9:30，地點：古堡街會所。

　 六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3/28（二）20:00，地點：中正南路會所。

   十一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3/28（二）19:30，地點：新市區會所。

　 十二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3/28（二）20:00，地點：西港區王江南弟兄家（堀仔頭 139 號）。

  高中一週成全
一、時間：7/16~22。地點：台北市召會第三會所。

二、報名資格：有心接受成全的高中聖徒（以應屆國中畢業生為主體，不接受高三畢業生的報

　　名）。需與負責弟兄們面試，面試時間：4/23（主日）14:30，地點：裕忠路會所 B201 室。

三、請於 4/16（主日）前填妥報名表（可上召會網站下載）並繳費報名，逾期不受理報名。

四、費用 : 每人 2500 元。通啟已隨週訊發至各區。

  聖徒來訪
　 台北市召會 26 會所 60 位　時間：4/1~3，接待大區：十一、十二大區。

　 新北市寶強會所 160 位　　時間：4/8~9，地點：青年照顧區、裕忠照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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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繆慎耘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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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區於 4/3（一）前回報執事室各區實際應考人數，得獎試卷需繳回執事室，以便核發書券。

　一○五年度個人奉獻收據領取
　一、一○五年奉獻收據已於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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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