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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信息要點

第十一篇　 神藉着祂的牧養而有生命的恢復

全召會區負責訓練　　時間：4/9（主日）19:30 ～ 21: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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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生命就是神的內容，也是神的流出。這個使人

得恢復的生命，是藉着神直接的牧養臨到我們，

也是間接的藉着那些被神這位牧人得着的人所施

行的牧養帶進來的。在主的恢復裏，極其需要牧

養；牧養是一件極爲寶貴、需要付代價的事。當

我們進入本篇信息時，求主使我們對牧養有這樣

的領悟和看見。
真理要點

　牧養就是周全柔細的照顧羣羊，牧養是指顧到

羊一切的需要，所有的羊都需要得着充分的供備

和妥善的照料。

　在以西結三十四章，主親自來作牧人，尋找祂

的羊，將他們尋見。主從不信者中間將我們領出

來歸給祂自己，祂領我們歸回故土（表徵作爲迦

南美地的基督）；祂帶我們回到高山（表徵復活、

升天的基督）；祂帶我們回到溪水（表徵賜生命

之靈的活水）旁邊，在溪水旁牧養羣羊，用祂的

豐富餧養我們；祂帶我們回到豐美的草場，作我

們生命的供應；祂使我們躺臥，給我們內裏的安

息；祂纏裹受傷的，加强輭弱的。主在我們中間

施行公義的判斷，將一切不義的東西完全潔除。

　基督是真大衞，真牧者，被立爲獨一的牧人，

要餧養我們，使我們得飽足並滿足。祂使我們成

爲別人的福源，使別人也得着祂的供應。我們經

歷神的牧養，就有祂的同在；我們與祂在一裏有

交通，我們屬祂，祂也屬我們，使神與人相調和。

基督是好牧人、大牧人、牧長以及我們魂的牧人，

主耶穌作好牧人，來使我們得生命，並且得的更

豐盛。神『憑永約之血』，使『羣羊的大牧人我

們的主耶穌』從死人中復活，基督作牧長，藉着

衆召會的長老牧養祂的羊羣。是靈的基督作我們

魂的牧人，監督我們裏面的光景，顧到我們內裏

所是的情形。

　約翰二十一章說到牧養，是約翰福音的完成和

總結；牧養乃是開啓約翰福音的鑰匙：基督藉着

顧惜並餧養我們，來作我們的生命；顧惜人是使

人快樂、愉快、舒適，餧養人是以包羅萬有的基

督供應人。

　彼前五章二節說到按着神牧養神的羊：『按着

神』意思是我們必須活神。當我們與神是一，我

們就成了神，在我們牧養別人時，我們就是神。

按着神牧養，就是按着神的性情、心意、作法和

榮耀，而不是按着我們的偏好、興趣、目的和個

性牧養。我們要按着神牧養，就必須在生命、性

情、彰顯和功用上成爲神。

　我們要經歷並享受基督作我們永遠的牧人，直

到永遠。基督是我們永遠的牧人，要領我們進入

祂自己這生命水的泉，使我們得享三一神永遠的

分賜。基督要供應我們生命水，並要擦去我們的

淚水。在永世裏，在基督的牧養下，必沒有眼淚、

飢餓或乾渴—只有享受。

負擔應用

　一、彼前五章七節說，『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

卸給神，因爲祂顧念你們。』你所顧念的任何事，

都是祂所顧念的。無論是健康的狀況、孤單的感

覺、沮喪的心情、職業的問題、財務的需要，你

都可以告訴祂。你只需要把你心裏的事告訴祂；

不需要問這是神純全的旨意，還是神許可的旨

意。

　二、在召會中，因着有人接受牧養而成爲基督

的複製，所以聖徒們得着生命的水代替眼淚。這

乃是爲着成全神心頭的願望，就是得着身體、新

婦和國度。祂牧養所有的聖徒，把祂自己複製到

他們裏面，使他們能彼此牧養。我們既是羊，也

是牧人，我們要藉着彼此牧養結束這個時代，進

入新的復興，把主帶回來。（徐榮豐弟兄）

QR Code 週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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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福音的榜樣

『去』傳福音
　神願意萬人得救，但若沒有人傳福音，就沒有

人能得救。祂已經把福音託付給在基督裏的信

徒，藉着我們的傳揚，主就拯救人。神總是豫備

好要救人，但我們必須願意去傳福音。傳福音不

是輕率的事。我們傳福音必須不斷的接觸人，不

只是幾天或幾週，乃是整年；我們必須經常訪問

人，直到他們悔改，接受神的救恩。我們必須忍

耐並恆心的在他們身上勞苦。…。（福音真理單

張 我們的託付）

　慕迪是我們最好的榜樣。他定意每天至少向一

個人傳福音。有一天將近半夜，他正準備就寢，

忽然想到今天還沒有接觸人，就跑出去；但是東

找西找尋不着人，最後看到一個警察，就對他

說，『你要信耶穌。』然後說了幾句話就走了。

這個警察當時以為他是瘋子，沒有理會；後來感

覺不安，認為半夜有這麼一個人來叫他信耶穌，

很值得研究。他一打聽，纔知道那就是慕迪，於

是去找慕迪談話，就得救了。（信徒聚會並事奉

的正路　第七篇）

帶電的人
　…我們要背着罪人來得救。我們的話語固然應

當有鉤子不錯，但我們傳福音的人本身也得是鉤

子。我們傳福音的人，要能有一個奇妙的能力，

就是我們是作傳電的。我們要能接電，要把我們

自己接在罪人身上，把電通到罪人身上。我們必

須就是接電的，自己能關也能開。我們必須把命

擺進去，纔能作救人的工作。保羅是把一切都為

福音擺上去的人，他甘願為人的靈魂費財費力，

他花費自己，他不是光會講道理。保羅乃是我們

的好榜樣。

　倪弟兄…得救之後不久就開始愛主，並有強烈

的負擔傳福音給他的同學和同鄉。他無論得時不

得時都這樣作。有一段時間，他每週六禁食，要

得着能力，在主日早晨的傳福音聚會中傳揚福

音。藉着他的傳揚，幾乎他所有的同學都被帶到

主面前，並且在他的學校帶來了一次復興。藉着

他的同工協助傳揚，這次復興於一九二三年廣泛

地擴展到他家鄉的人那裏。數以百計的人得救，

並且生活有所改變。這段期間，他也編寫出版了

好些長篇福音信息。藉着這樣的努力，他不僅帶

領許多罪人歸主，並幫助在福州的召會擴增；他

也為我們立了傳福音的扎實根基和美好榜樣。… 

傳福音衝擊力的四要素：
同心合意、禱告、靈、與話

　在使徒行傳裏，為着福音的廣傳，得着衝擊力

的三個主要因素是禱告、那靈與話。照着聖經，

照着歷史，這三項是福音得勝惟一的路。…已往

我曾強調，在禱告、話與那靈以外，用其他的作

法傳福音，都是耍花招。（成全訓練課程－神命

定之路（二）　第二十一課）

　一九八四年十月我回臺灣，我知道在臺灣如何

失去了同心合意、士氣，在美國多多少少也失去

了士氣。我定意回臺灣，因為那是主的恢復開始

往海外的地方。我必須去那裏有新的起頭。這新

的起頭是完全不同的。有分那裏傳福音的美國

弟兄能見證，那與我們目前傳福音的作法百分

之百的不同，並且有效。最近十六個福音隊從

臺北召會被差遣到近郊，僅僅二十一天，就有

一千九百七十五人受浸。他們沒有用任何花招。

他們用禱告、那靈與話，他們也同心合意。他們

有一個心思、一個意念，帶着一心、一魂裏的一

個目的。毫無疑問，他們有士氣。（長老訓練

(七 )　第一章）

　我們…需要一種禱告，能以震動地，並給門徒

聖靈的能力，放膽講說神的話。門徒們同心合意，

照着神的話禱告，藉着耶穌的名求神聖的能力。

我們必須禱告，以震動環境。許多時候，環境乃

是謊言。當我們出去訪人傳福音，我們裏面也許

有個東西說，人不會向我們開門；這是謊言。另

一個謊言是：人不會敞開他們的心和靈來接受主。

若是這樣，我們去就枉然。因此我們必須禱告，

以震動環境；我們需要藉着禱告來開門。禱告要

震動環境，改變環境。我們這樣禱告，就會被經

綸的靈充滿，也會放膽講說神的話。我們不該相

信環境，而必須相信我們的禱告，以改變環境。

（召會實際並生機的建造　第九章）

　我們必須在傳福音的事上走生機的路。我們到

人面前，不必說很多；我們需要操練我們的靈。

我們出去接觸人之前，應當有一段呼求主名、禱

告的時間，直到我們裏面被素質的靈充滿，外面

被經綸的靈充溢。當我們滿了那靈，我們就可以

憑那靈說一點話，將基督當作種子撒到人裏面。

因着人被我們點活，他們就會渴望點活別人。他

們會成為生產和繁衍的因素。（主恢復中的五個

重點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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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數記生命讀經導讀 (五 ) 成軍—神聖的供備

壹、本週進度：民數記生命讀經第十二至十四篇，民數記第七至九章 14 節。

貳、信息導讀：

　本週我們來到民數記第七至九章上半。民數記

五章一節至九章十四節，可視為一段插進的話，

包括兩類事情—神的要求和神的供備。五、六章

可視為神的要求，而七至九章上半可視為神聖的

供備。以下我們來看在這幾章中的神聖供備。

膏抹帳幕和祭壇，及其器具，與獻上供物

　帳幕和祭壇在受膏之後，就成了至聖的，凡摸

着它們的就成為聖別，成為神聖。（民七 1~2。）

而獻上供物有獻六輛篷車和十二隻公牛；獻銀盤、

銀碗、滿了香的金匙各十二個；以及不同種類的

供物作燔祭、贖罪祭和平安祭。（3~88。）這裏

我們看見神有二面的需要。一面，神需要祂的子

民將自己獻給祂，作祂在地上行動的憑藉。另一

面，神也需要我們獻上基督作我們的贖罪祭、燔

祭和平安祭，使我們能與神彼此享受基督，並且

因祂得着滿足。
點燈和獻上利未人

　在民數記八章二至四節說到點燈。惟有在呈獻

供物之後，亞倫纔點燈。到這地步，百姓豫備好

了，運輸工具獻上了，燈也點亮了。因此，神的

子民能開始對祂有屬靈的事奉。

　利未人在開始服事之前，必須先得潔淨。

（5~8。）利未人得着潔淨之後，還需要呈獻給

神，（5~22，）纔能開始服事。

　利未人事奉的年齡，乃是從二十五歲到五十

歲。（23~26。）但是，在五十歲以後仍是需要的。

因為，神對於處理帳幕、各種祭和利未人的工作

都有嚴謹的條例，需要一些老練的人指導神的子

民，使他們不致作任何錯事得罪神。

守逾越節

　在民數記九章上半，我們看見要守逾越節。（九

1~14。）我們在神公義的審判下是該死的，但神

豫備了基督作我們的頂替，為我們受死，因而拯

救我們脫離神公義之死的審判。因此，我們不屬

於自己，乃屬於那位頂替我們的，如今祂是我們

的生命和生命的供應。基督既是我們的生命和生

命的供應，我們就該憑祂活着。（民數記生命讀

經第十二至十五篇。）

參、複習問題：
一、獻上供物的屬靈意義為何？該如何經歷？

二、獻上利未人的屬靈意義為何？該如何經歷？

三、守逾越節的屬靈意義為何？該如何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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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已過一年裏，經歷許多次和親人的分開，到

最後只剩下孤身一人在台南的家裏。一開始並不

明白為甚麼主這樣作，但後來纔漸漸知道我的家

人會影響我對主的享受。雖然家人只是暫時到嘉

義住，但我能抓住這段時間好好的與主有親密的

交通，每天早晨我能更早的來到祂面前享受祂。

　已過一年從擔心找不到工作到適應工作，然後

在召會中有一點配搭服事，一路上都有主的恩與

我同在。原本想照着自己所學尋找程式設計方面

的工作，但是擔心會被工作霸佔。在一次去面試

的路上我向主禱告說：『主阿，我想事奉你。』

後來決定放棄這個待遇不錯的工作。主也信實，

為我豫備一個能彀正常上下班的工作，一面在我

的工作環境上可以和同事分享福音，另一面我能

彀在下班後好好享受召會生活並配搭服事。

　一個人住之後，許多愛世界的感覺也慢慢跑出

來了。有時候看到一本喜歡的小說，就會廢寢忘

食的看，甚至忘記禱告讀經。後來我從晨興中摸

着主的話，裏面對小說的感覺就沒有味道了。每

一次這樣的經歷都使我更珍賞主的可愛。（潘弟

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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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心

詩歌 728 福音─回家
　　一　誰在流蕩遠離天父？為何不回家？活在罪中，終日痛苦，何不就回家？ 

  　　　  回家罷！回家罷！不要再流蕩！慈愛天父等你回家，整天在巴望！ 

　　二　我已流蕩，遠離天父，現在要回家；走過好長罪惡道路，主，我要回家。 

  　　　  要回家！要回家！不願再流蕩！現在我要回到父家，永住父身旁！ 

經節
　　路 15:20　 相離還遠，他父親看見，就動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頸項，熱切的與他親嘴。

信息選讀
　聖經中有一個很出名的比喻，講到一個兒子離開了父親，在外邊遭遇了困苦，又回到父親身邊的

種種經過。雖然是一個短短的比喻，卻將神無限的大愛告訴了我們。

遠離神的人
　『一個人有兩個兒子。小的對父親說，父親，請把歸我的那一分家產給我。他父親就把產業分給

他們。過了不多幾日，小兒子就收拾一切，起身往遠方去了。』（11 ～ 13。）

　在神的作為上有彀多的憑據證明神愛我們，但是在我們這邊有一個頂大的難處，就是遠離了神！

人所以誤會神，不認識神，不懂得神，就是因為遠離了神！正如這個小兒子，把父親分給他的產業

都收拾起來，往遠方去了。
遠離神的生活

　小兒子離開了父親，往遠方去，在那裏『生活放蕩，揮霍家產』。（13。）這八個字把小兒子在

外面過罪惡生活的一切情形都描寫出來了。

遠離神的結果

　小兒子『既耗盡了一切，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饑荒，就窮乏起來。於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個居民，

那人打發他到自己的田裏去放豬。他恨不得拿豬所喫的豆莢充飢，也沒有人給他。』（14 ～ 16。）

　親愛的朋友，一個遠離神之人的結局何等嚴重！小兒子遠離了家，遠離了父親，在外邊生活放蕩，

揮霍家產，最後耗盡了一切所有的，就窮乏起來。他本來是找快樂，找滿足，不料卻遇見了最悲慘

的結局：缺乏！飢餓！無告！等死！
悔改歸向神

　『他醒悟過來，就說，我父親有多少的雇工，口糧有餘，我倒在這裏餓死麼？我要起來，到我父

親那裏去，向他說，父親，我犯罪得罪了天，並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稱為你的兒子，把我當作一個

雇工罷。於是起來往他父親那裏去。』（17 ～ 20。）

　一個罪人肯離棄罪惡，從心思裏歸向神，這就是悔改。悔改不僅是懊悔過去，悔改更是積極的歸

向神。悔改乃是你過去是背向神的，現在轉回頭歸向神，面向神。悔改是說你過去遠離了神，現在

回到神面前去。你不必再等，只要照着你的本相，帶着你的需要，來到神面前，把你裏面的困苦和

需要對神說。
神仍舊愛你

　我們看到了自己的光景是一個遠離神的人，也知道我們裏面的飢渴和痛苦，只有回到神面前來纔

能解決。可是在神那邊如何呢？如果神不要我們，拒絕我們，不赦免我們，怎麼辦呢？我們現在要

看神到底如何對待我們。

　『相離還遠，他父親看見，就動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頸項，熱切的與他親嘴。』（20。）

　哦，是父親相離還遠就看見了兒子，這說出神深切巴望兒子回家！只有父親整天在門口巴望他的

兒子，纔會在相離還遠就看見兒子。朋友，這就是神的心，神等候你，巴望你回家。你遠離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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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恢復對主起初的愛，以回應祂不變的愛（三）

　－姊妹成全－

沒有安息；神沒有了你，也沒有安息，祂為你掛心，為你擔憂。你離開了神，覺得無所謂；神缺少了你，

卻不能過去。這沒有甚麼理由可講，只有一個理由，就是神愛你！神因為愛你，所以沒有你就不能

過去，就沒有安息。
這是何等的憐恤，何等的恩典，何等的大愛！

　『兒子說，父親，我犯罪得罪了天，並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稱為你的兒子。父親卻吩咐奴僕說，

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來給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腳上，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讓

我們喫喝快樂。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他們就快樂起來。』（21 ～ 24。）

　父親沒有嫌惡兒子的骯髒，沒有責備兒子的放蕩；在父親的心裏，並不記念兒子的不好，他只顧

念到兒子的需要，這乃是父親的愛。當浪子回家的時候，心中一定有說不出的滋味，一面又悔恨，

一面又高興，一面是戰戰兢兢，一面又是歡喜快樂。雖然衣衫襤褸，但他終於回家了，終於靠在父

親的懷中了。哦，神就是愛。

　兒子回來了，父親快樂起來了。這就是父親的心！朋友，巴不得神開你的眼睛，叫你看見神是何

等愛你。人的話是何等有限，說不盡神無限的愛。盼望你記得這句話，神愛你，要你回家。你能遠

離祂，祂不能缺少你；你能忘記祂，祂永不忘記你；你能拒絕祂的大愛，但祂仍然愛你。（參讀：

父親的心）

 －小排福饗宴－

　親愛的姊妹們，說到召會作主的見證是金燈

臺，特別要講到以弗所的召會。以弗所書講到召

會的建造，是一本愛的書，每一章都有愛。這一

個愛不僅是神愛我們，這個愛也是我們對神的

愛。以弗所書一章四節說到我們是在愛裏，成為

聖別，沒有瑕疵。註解說，這裏的愛是神愛祂所

揀選之人的愛，以及神所揀選之人愛祂的愛。這

裏有兩個愛，一個是神愛我們的愛，一個是我們

因為享受神愛我們的愛而對祂的愛。所以註解

說，神先愛我們，然後這神聖的愛激起我們用愛

回報祂。在這樣愛的情形和氣氛中，我們被神浸

透，成為聖別、沒有瑕疵，像祂一樣。我們能彀

越過越被神聖別，是因為我們摸着神對我們的

愛。在這個愛中，我們向着神有愛的回應。在這

個雙向的愛裏面，我們就漸漸被神浸透，就越過

越聖別，越過越有分於神兒子的名分，越過越成

為祂的召會，就是基督的身體。

　二章四節講到因着神愛我們的大愛，便叫我們

活過來，並與基督一同坐在諸天界裏。三章十七

節說，我們不只因着信，讓基督安家在我們心裏；

為叫我們在愛裏生根立基。註解說到，我們經歷

基督需要信，也需要愛。信和愛都不是我們的，

乃是祂的信成為我們的信，使我們信祂；祂的愛

成了我們的愛，使我們愛祂。我們是在基督的愛

裏生根立基，在祂的生命裏長大而被建造。親愛

的姊妹們，你要在生命裏長大嗎？要藉着長大長

出真正的建造來嗎？這裏的關鍵在於愛。我們要

讓基督的愛充滿我們，成為我們對祂的愛。在這

樣的愛裏，我們就生根立基了；我們生根，為着

我們的長大，立基叫我們得着建造。

　到了四章講到，我們需要在愛裏持守着真實，

十五節說到要在愛裏持守着真實；這不是我們自

己的愛，乃是在基督裏神的愛成了在我們裏面基

督的愛。藉着這愛，我們愛基督和祂身體上的肢

體。我們是在這樣的愛裏持守着真實，就是持守

基督同祂的身體。你若是因為愛基督，愛祂的身

體，你就不會被教訓之風來影響你，不會帶進異

於身體的元素。所以親愛的姊妹們，召會要建

造，我們需要在愛裏持守着真實。十六節繼續

說，至終基督的身體要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

　到了五章二節，我們是蒙愛的兒女，要在愛裏

行事為人。李弟兄在生命讀經題到，我們為甚麼

這個不作，為甚麼要作那個。為甚麼要去傳福

音，為甚麼不作不討神喜悅的事，因為我們愛

祂。這不是一個律法，不是一個義務；你愛一個

人，你就不願意作得罪他的事。願我們都成為蒙

愛的兒女，在愛裏行事為人。（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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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晨興聖言「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二）」第 12 週。「職事文摘」第一卷第六期，神法理的救

　　　 贖、舊約和新約、對付心與保守靈、召會擴增的關鍵。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4/9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八課上半。

　  4. 書報「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聖靈裏的生活與職責」第 4~6 篇，「民數記生命讀經」第

          12~14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4:7~9 

　 弗 4:7      但恩典賜給我們各人，是照着基督恩賜的度量。 

     弗 4:8      所以經上說，“祂既升上高處，就擄掠了那些被擄的，將恩賜賜給人。”  

     弗 4:9      （若非祂也曾降到地的低下之處，“祂升上”是甚麼意思？ 

     Eph 4:7   But to each one of us grace was given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 of the gift of Christ.  
   Eph 4:8  Therefore the Scripture says, "Having ascended to the height, He led captive those taken
                     captive and gave gifts to men.'' 
    Eph 4:9   (Now this, "He ascended,'' what is it except that He also descended into the lower parts of   
                    th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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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9( 主日 ) 口詩 141:1-144:15 口弗 4:11-16  口弗 4:13
04/10( 週一 ) 口詩 145:1-147:20 口弗 4:17-24  口弗 4:17
04/11( 週二 ) 口詩 148:1-150:6 口弗 4:25-32  口弗 4:29
04/12( 週三 ) 口箴 1:1-33 口弗 5:1-10  口弗 5:8
04/13( 週四 ) 口箴 2:1-3:35 口弗 5:11-21  口弗 5:15
04/14( 週五 ) 口箴 4:1-5:23 口弗 5:22-26  口弗 5:25
04/15( 週六 ) 口箴 6:1-35 口弗 5:27-33  口弗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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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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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0( 週一 )
04/11( 週二 )
04/12( 週三 )
04/13( 週四 )
04/14( 週五 )
04/15( 週六 )

  －報告事項－

　全台弟兄事奉集調

　第一梯次　時間：4/13~15（四 ~ 六），地點：中部相調中心。搭車：14:30 青年路會所，

                            14:45 裕忠路會所。車長：高新綸弟兄 0956-507-120、吳念宇弟兄 0930-259-129。 
　初信成全班　時間：4/16（主日）9:30，地點：青年路會所二樓、裕忠路會所 B2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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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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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年度個人奉獻收據領取

　一○五年奉獻收據已發至各小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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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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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周永分弟兄夫婦－真理課程成全，使聖徒在真理和生命上立下根基。

    德國：福音傳揚、牧養新人，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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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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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實際操練並書寫作業。

　西港安定開展：4/7~5/7全時間訓練學員配搭，西港：受浸20位（10位青年人），得着3個家，繁

                                增1個排。安定：受浸20位，恢復3個家，成立安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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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黃豫、林宇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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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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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區集中禱告暨福音傳講成全　時間：4/11（二）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六大區福音愛筵　　　　　　　　時間：4/15（六）18:30，地點：張錦淩弟兄家。

　九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4/11（二）20:00，地點：歸仁區會所。 
　十一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4/11（二）19:30，地點：新市區會所。

　十四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4/11（二）20:00，地點：新營區會所。

　十五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4/11（二）20:00，地點：新興路會所。

　十五大區福音愛筵　　　　時間：4/15（六）18:30，地點：新興路會所，請聖徒帶菜。

　十五大區主日集中　　　  　時間：4/16（主日）9:30，地點：新興路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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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一週成全

一、時間：7/16~22。地點：台北市召會第三會所。

二、資格：以應屆國三畢業生為主體，不接受高三畢業生報名。需與負責弟兄面試，時間：　

　　4/23（主日）14:30，地點：裕忠路會所 B201 室。

三、截止日：請於 4/16（主日）前報名繳費，逾期不受理報名；報名表可上召會網站下載。

四、費用 : 每人 2500 元。聯絡窗口：黃彩虹姊妹 0982-823-818。

  －報告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