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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世界局勢與主行動的特別交通』信息要點

第三篇　傳佈神聖的真理，以及看見世界終極局勢、
神終極行動和主終極恢復的異象

安定區成立　　時間：5/7（主日）9:30，敬請聖徒靈中代禱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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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本篇信息鼓勵我們，我們需要從世界終極的局

勢，看見主在地上終極的行動，這行動就是主終

極的恢復，是要我們將神聖的真理傳佈到全地，

以產生金燈臺，好豫備主的新婦，使主能回來，

帶進以色列和整個創造的恢復和復興。爲着主的

恢復和復興，需要傳佈繙譯出來、闡釋並解明的

神聖真理。雖然，主的恢復滿了神聖的真理，但

在真理的應用上不彀，在真理的傳佈上太慢。願

我們答應主對我們的吩咐，到全地去，教導萬民，

使這世代得以終結。

　當我們看到世界局勢的許多改變時，我們應當

醒過來，並考量主要作甚麼，以及這些改變與我

們有甚麼關係。今天世界的局勢已經豫備好了，

那麼甚麼是神終極的行動呢？神終極的行動是要

完成祂關於基督是神的奧祕，以及召會是基督的

奧祕這經綸。神完成祂永遠心意的終極行動，是

要基督在我們裏面作生命，在我們裏面湧流，浸

透並滲透我們，使我們適合建造成爲祂的身體，

作祂的彰顯。

　今天福音的傳揚已藉着羅馬帝國得着恢復；藉

着德國，主也恢復了聖經真理的教導；主也使用

英國，不僅恢復福音的開展和聖經的教導，並帶

進合乎聖經的聚會之路；現今我們必須關心神終

極行動這最後的一項。神終極的行動是祂行動的

最後一步，要完成祂永遠的定旨，就是祂得着好

些信徒，認識基督是何等的奇妙，有祂作生命並

活祂，被祂充滿、滲透並浸透，藉着祂在他們裏

面湧流的生命，而在生命裏長大並得着變化，並

與同作信徒的人建造起來。這樣，基督就要得着

祂的身體；這身體要在我們的所在地彰顯爲金燈

臺；這就是新婦的豫備，這是主今天所尋求的。

　主終極的恢復和主終極的行動是一樣的。因為

神終極的行動，人已經看不見了；但現今主要恢

復這行動，因而完成祂想要作的。主要恢復基

督，神的奧祕，成爲內住的靈，將三一神分賜到

相信的人裏面，因而使我們成爲祂身體的肢體，

作祂團體的彰顯；這個身體彰顯在地方上乃是燈

臺，成爲祂的見證，就是耶穌的見證。感謝主，

祂也得着了美國來維持世界局勢，使祂終極的恢

復得以開展，好完成神終極的行動。

負擔應用

　一、	我們必須好好研讀主恢復中的真理，並差

遣我們到全地去，不是用傳統的方式向人傳講，

乃是告訴他們一切的神聖真理，使人能扎實的得

救。願主使我們有負擔學習神聖的真理，並爲着

主的恢復和復興，將這些真理傳佈到各處。特別

在還有兩週的福音節期中，和聖徒配搭，一同學

習傳揚真理為福音，以加強主在台南的見證。

　二、	使我們天天藉着享受主，讓祂湧流的生命

充滿浸透我們，使我們有更多的變化，更多在生

命裏成熟，更能與人建造，使主得着祂的身體，

在我們的所在地成為祂剛強的見證。（林承恩弟

兄）

QR Code 週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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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常存的果子

正常基督徒生活乃是結果子的生活

　許多人談論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但成為正常並

不止於照着羅馬六章的經歷從罪中得釋放；這只

是一部分。最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乃是結果子的生

活。葡萄樹上的枝子多年不結果子絕不是正常

的。我們不能忘記我們是葡萄樹的枝子；作為葡

萄樹的枝子，我們需要結果子。

結果子要求我們出代價並受對付

　我們之所以不結果子，是因為我們太鬆散、太

懶惰，不想受對付。如果我們對主認真，要結果

子，我們就需要出代價；我們必須為着結果子付

任何代價。…我們或許不想出多少代價，但保羅

說，『我極其喜歡為你們花費，並完全花上自

己。』（林後十二 15。）保羅花費他在物質上所

有的，並且花上他的靈、魂、身體。主若憐憫我

們，使我們拿起負擔要結果子，我們立刻就會看

見我們需要付代價。如果我們願意出這個代價，

我們的親戚也許就得救了，我們的同學也可能被

帶進召會生活中。

　結果子不僅要我們犧牲，也逼着我們學習被破

碎。甚至在我們的配偶或兒女都無法迫使我們被

破碎的時候，我們若向主認真，主會用結果子來

迫使我們被破碎。然而，如果我們不願意被破

碎，我們就不會結果子。葡萄樹上每一根結果子

的枝子，都需要裂開；若沒有裂口，生命的汁液

就無法流出。我們不僅必須犧牲；我們也必須被

破碎。為甚麼我們的家人和姻親沒有一個被帶進

召會生活裏？為甚麼有的青年人在他們學校結不

出果子？就是因為我們太完整了。…我們需要被

破碎。或許我們在我們的姻親面前是很驕傲的，

從來不會降卑自己；然而，為要以活而有影響力

的方式傳福音，我們對人必須是卑微、正確、樂

意、熱切、並有彈性的。人若在某次還沒有準備

好要和我們談論福音的事，我們必須願意花費自

己，下一次再來。這是一種破碎。…我們可能找

藉口說，『我一週工作五天，每天九小時，工作

一整天後，我還得參加召會的聚會。在主日又有

不只一場的聚會。我怎麼有時間去接觸人？』或

許我們每一週都有很好的藉口，但經過找藉口的

五十二週之後，一年就荒廢了。我們不能為自己

找藉口。我們有很多親戚，不過因着我們太會為

自己找藉口，我們還沒有帶任何一個人歸主。我

們不能再保持完整，我們全人的生命都必須被破

碎。假使我們願意被破碎，我們很容易就會結果

子。

在結果子的事上到主面前與主辦交涉

　我們應當單單到主面前，說，『主，我不能作

甚麼，我也不是正常的。哦，主，憐憫我。』主

是屬天的光線。當我們到祂這裏來，祂就會將祂

的愛和負擔照耀到我們裏面。若沒有任何事能逼

着我們到主面前，至少我們需要結果子這件事會

使我們去找主。我們許多人都是不正常的，因為

我們不結果子；因此，我們必須到主面前，向祂

承認我們的不結果子，並且花時間留在祂的同在

和光照裏。這樣就會有些東西照進我們裏面。我

們所領受的，就不僅是字句或從人來的訓練，而

是屬天的『放射線』；這樣我們就蒙光照。我們

會看見我們必須對付的事，並會看見我們必須在

何事上付代價。

　這樣當我們變得正常，就會成為我們所在地，

由一羣過正確基督徒生活的健全基督徒所組成的

召會；我們不是叫人受困擾，乃是使人覺得我們

在召會中的人有東西照耀出來。這樣的照耀自然

會吸引人並征服人。即使我們沒有和親戚說甚

麼，他們也逐漸會信服、被吸引；凡我們所接觸

的人，一整年都會在我們的光照下。我們可能不

是隨時都在對人講說耶穌，但我們在親戚、鄰居

和同學之間，會有一種照耀、迷人的力量和征服

的元素。…至終，我們當地的每一個人都會知道

召會是一班奇妙的人，到了年底，召會的人數就

會加倍；那時，每個新人都會像我們一樣。正如

兒女像他們的父母，所有的新人都會成為結果子

的人，到了下一年底，人數又會加倍。這會在人

們心中建立良好的聲譽和信用。即使是不信者也

會說，『如果你要信耶穌，最好是去那個召會。』

（為着召會的建造正常結果子和牧養的路第四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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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數記生命讀經導讀(七 ) 失敗 (發怨言、起貪慾和毀謗摩西 )

壹、本週進度：民數記生命讀經第十八至二十篇，民數記第十一章至十二章。

貳、信息導讀：
　在民數記第十一章至十四章，說到以色列人的

失敗。本週我們先來看民數記第十一章至十二

章。這段經文中，說到發怨言、起貪慾和毀謗摩

西等三件事例。

發怨言
　百姓因艱苦發怨言，這些怨言進到耶和華的耳

中，使耶和華發怒，祂就用火燒掉在營邊界的一

些人。摩西為百姓禱告，火纔熄滅。

起貪慾
　發怨言之後，在百姓中間攙雜的羣眾起了貪

慾。以色列人記起在埃及的食物。在埃及，他們

有魚、黃瓜、西瓜、韭菜、蔥、蒜，這些食物表

徵世界的享受；但在曠野裏，他們只有嗎哪。（民

十一 6 ～ 9。）

　這嗎哪是與露水一同降下，彷彿芫荽子，樣子

好像珍珠。嗎哪需要用磨碾，或用臼搗，煮在鍋

中，又作成餅；滋味好像烤的油餅。嗎哪是基督

的豫表。我們若誠實，會承認我們就像以色列人

厭倦喫嗎哪一樣，有時也會漸漸厭倦喫基督作每

日的食物。

　當百姓起貪慾要喫肉的時候，神進來行了大神

蹟。祂把許多鵪鶉帶來，滿了營的四周。當百姓

喫鵪鶉的時候，神在怒中用極重的災疫擊殺他

們。因為他們喫肉的貪慾帶進了死亡。

毀謗摩西
　在民數記十二章，米利暗和亞倫，因摩西所娶

古實女子的緣故，就詆毀他。然而，事實上他們

是在與摩西爭競。這是他們詆毀摩西的真正原

因。

　但是摩西這人極其謙和，勝過地上的眾人。

（民十二 3。）他不為自己表白，反而神親自為

摩西表白，（7，）並斥責亞倫和米利暗。（9。）

在十至十六節，我們看到米利暗受懲罰患了痲瘋

病，亞倫為米利暗向摩西求。並且，摩西也為米

利暗禱告求醫治。這再一次指明摩西的謙和。他

若不謙和，就不會為她禱告，反而要讓她死於痲

瘋。若有人背叛你，你會為那人禱告求醫治嗎？

你曾這樣的禱告過嗎？

　因此，神聽了摩西的禱告，只審判米利暗，把

她關在營外七天。（摘自民數記生命讀經第十八

至十九篇。）

參、複習問題：
一、以色列人為何會發怨言並起貪慾，其結果如

　　何？如何應用在我們的生活中？

二、米利暗和亞倫詆毀摩西的真正原因為何，其

　　結果如何？摩西如何回應這樣的事？ 

恢復本經文生命讀經

 －區負責成全－

交出來與撇下一切為福音（一）

　我們看見事奉的根據就在於祭壇的火，祭壇為

甚麼會有火，若沒有祭物，有祭壇也是沒有火

的。所以當我們在這裏把自己奉獻上來的時候，

神的悅納就是祂把火降下來。我們看見雖然有了

帳幕和祭壇，但是若是沒有祭物擺在上面，亞倫

還有他的兒子們，並沒有開始正式的事奉。只有

當火降下來的時候，就證明神悅納他們的奉獻，

他們的事奉纔真正的開始。我們要來事奉主，第

一個要過的關是甚麼？就是奉獻的關。雖然有人

從年輕的時候就過召會生活，可能一再的聽奉獻

的道，但是我們需要一再的過奉獻的關。祭司不

是奉獻過一次就彀了，但是我很怕今天我們有些

人並沒有真正一次好好過這個關；你也許曾經過

了奉獻的關，還需要繼續來走奉獻的路。

　主僕李弟兄告訴我們，得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開始，就像以色列人在逾越節的時候，把逾越節

改為正月，告訴我們說基督徒的開始是在於我們

的得救。但是當我們得救之後，我們如何繼續基

督徒的生活呢？出埃及第十二章說到逾越節，第

十三章就說要將以色列頭生的長子分別出來，

歸給神。這裏就告訴我們，我們都經歷過逾越

節，就是我們的得救。但是當我們得救之後，我

英文生命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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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需要將自己奉獻出來，好叫我們能彀分別出來

歸給神。所以，一個人得救之後，他第一步所需

要的，就是獻上自己，好叫自己能彀完全的分別

歸給神。如果我們不是一個獻上的人，我們在屬

靈的事上，連門都還沒有進來。在屬靈的事上，

有許多的弟兄姊妹，就像『門外漢』。我們是門

內漢還是門外漢呢？如果我們沒有過真正奉獻的

關，我們可能在召會生活中，經歷召會生活，外

面看起來很忙碌，其實我們都還是門外漢。只有

當我們有真實的奉獻，我們纔能在屬靈上有許多

的經歷。有一些人雖然重生了，得着主的生命，

但是他的生活卻還是像沒有重生的人一樣，為甚

麼呢？因為他沒有過奉獻的關。

　最近在大專得很多人，我們現在正加強餧養，

其中一項是幫助新人晨興。我們發現有晨興的小

羊，過召會生活就很容易。晨興要不要奉獻？若

是你沒有過這一關，你沒有一個享受主的生活，

你雖然是得救，但你的生活可能和外邦人沒有甚

麼兩樣。所以盼望弟兄們，我們雖然是得救的人，

但有一個門，第一個門是需要過關的，那個就是

我們的奉獻。

　當我們奉獻之後，我們還需要過奉獻的生活。

我們年輕的時候，單身的時候要奉獻，非常絕

對，『主，你要甚麼，我全給。』主後來祝福我

們成了家，有了孩子，有了家業，但你現在奉獻

還那麼乾脆嗎？還是這樣的痛快嗎？以前真的是

痛快呀！但是現在我們就不容易了，可能在我們

開頭作基督徒的前幾年，我們的基督徒真的是飛

奔的，是跑的，別人也很清楚的看見我們是很有

長進。但是經過幾年之後，你會發現我們的腳步

愈來愈慢，為甚麼？因為我們身上的擔子愈來愈

多了。你的擔子愈來愈多，你能跑得快嗎？相當

不容易阿。但是你要把擔子卸下來跑。你要作甚

麼？你要奉獻。如果我們不繼續走奉獻的路，我

們身上的重擔愈來愈多，難怪跑起來就愈來愈沒

有力量。難怪當祭司在那裏獻祭之後，他們每早

晨還要重新獻燔祭。並且每逢安息日、月朔、節

期，祭司都要在那裏奉獻。這就說出，我們奉獻

的生活是不能彀停止的。

　今天當我們學習跟隨主，要走主的路，我們必

須過一個奉獻的生活。你需要把自己完全交在主

的手裏，完全接受主的帶領，否則我們可能是跌

跌撞撞，到最後走來走去，我們又回到原點。

許多基督徒在走迂迴的道路，他們跟主摔跤，拒

絕主的安排，結果繞來繞去，繞了半天，他還是

回到原點。他没有過的關，還是必須重新學習來

過關，這是因為他没有辦法接受神所量給他的道

路。我們為甚麼没有辦法接受神所量給我們的道

路？因為我們不是一個交出來，把自己奉獻出來

的人，好完全接受主所命定要我們走的道路。很

多人拒絕主的量給，拒絕主的安排，結果呢？他

們就在屬靈的道路上無法往前去。結果等到我們

花了很多年，我們還是回到同樣的事上，在同樣

的功課上，重頭來學習。原因就是我們不是一個

奉獻的人，我們沒有完全把自己交出來，學習接

受主的安排來走主的道路。

　大本詩歌 270 首說：『得着神的路，永不能彎

曲。』我們喜歡走容易、彎曲的路，因為所付的

代價比較少。但是這首詩歌是有經歷的人說的，

親愛的弟兄們，得着神的路，永不能彎曲，你要

過的關你就是要過。就像許多年輕人得救之後都

要面對家人的問題，他們就想用甚麼方式纔可以

免去家人的壓力。我就告訴他没有甚麼方法，就

是要面對。你今天可以用一種方法逃避，將來家

人的壓力永遠在你身上。當你一次表明了你的態

度和立場，你過了這個關，之後他們就會縮手了，

要不然家人的干涉永遠在你身上。親愛的弟兄

們，我們願不願意接受主所量給我們的道路呢？

不管這個道路是甚麼，得着神的路，永不能彎曲。

　第二，生命要長大，我們必須奉獻，讓這個生

命是不受限制的，能得着發展的機會。今天我們

每一個人所得着神聖的生命不論是質，還是量，

都是一樣的。你裏面神的生命和保羅裏面神的生

命是完全一模一樣。但是為甚麼長出來不一樣，

顯出來不一樣呢？那個關鍵就在於我們是否藉着

我們的奉獻，讓這個生命在我們身上是不受限制

的長大。我們交出來的越多，我們給祂的空間越

多，祂就能長得越多；我們越限制祂，這個生命

就越不能在我們的身上產生出它該有的情形來。

親愛的弟兄們，我們是不是有給祂那麼多的限

制，我們給主常常會有很多的底限。我願意這樣，

可以那樣，但是『這個』請你不要摸。你要我這

樣也可以，你要我那樣也可以，但是『這個』不

行。我們有好多限制主的東西，讓這個生命擠在

我們裏面，叫這個生命没有辦法在我們裏面有真

實的長大。（待續）



          2017.04.23 5　　       －福音節期－

只要走出去，結果子並不困難

　四月份的社區福音節期已在各大區如火如荼的

展開，眾聖徒積極與基督天上職事合作，截至四

月十六日，已有 639 位聖徒出訪，帶進 100 位朋

友參加福音聚會，並且領了 30 位新人受浸進入

神的國裏。

活力配搭，帶人得救

　週一晚上，我與活力伴一同出外叩門。我們來

到一個家，一位陳媽媽出來應門。我們只是簡單

介紹我們是基督徒，分享主耶穌的名，並且邀約

他們來福音聚會。當下，陳媽媽和她的兒子陳先

生都簡單的答應。

　到了週五，我和姊妹們再次回訪他們家。我們

帶他們呼求主名，並告知隔天晚上聚會前會去接

他們與會。本來陳媽媽拒絕說不用麻煩我們，但

我們說不麻煩，並且表達我們很樂意將神的祝福

帶給他們。到了週六晚上去接他們時，陳媽媽還

在用餐，但是陳先生已經豫備好了。他為了趕赴

我們福音聚會的邀約，甚至還買了一條新褲子，

裝扮的整整齊齊，讓我們很受感動，他早已豫備

好自己要進入神的國，等着我們前去接觸尋見。

　週六晚上陳先生來到福音聚會時，他很自然的

跟着我們說『阿們！』並且喜樂的唱詩歌，坐在

他旁邊的弟兄，還以為他是已經受浸的弟兄呢！

一經介紹纔知道他是個尋求主，且是主在創立世

界以前所揀選，豫備好要承受神國的準弟兄。當

會後呼召受浸時，他即刻簡單的答應了。感謝主

賜給陳弟兄有得救的智慧，求主繼續保守他，使

他一生在信上富足，愛主事奉主！（王林美善姊

妹）

不放棄的愛，領人歸主

　我們這週叩門進入了第二個家，是一位爺爺出

來應門，他邀請我們五人一起進到家裏。這家人

大多已經信主了，只剩下李先生還沒信，當下張

弟兄向他傳講福音，接着我們一起唱詩歌，唱得

非常喜樂。於是弟兄姊妹就約他一家來參加福音

聚會，他們也答應了。可是聚會時間到了還不見

人影，張弟兄夫婦和姊妹不放棄的直接去他們

家，把他帶來福音聚會，會後他就受浸成為神的

兒女，成為我們的弟兄。

　讚美神是信實的，只要我們與天上的職事配

合，祂就有路。感謝讚美主！（林石安弟兄）

神的救恩以家為單位

　神的救恩是以家為單位，並且神調度萬有，祂

的羊在祂手中，一個也不失落。

　謝弟兄是從事生命禮儀事業，因着一位聖徒需

要這方面的服事，我們便幫忙聯絡謝弟兄，並且

順道邀約謝弟兄其餘未受浸的家人參加福音聚

會。他的兒子當天來，就簡單的信而受浸得救

了！（劉近榮姊妹）

兒童是大的福音

　當我們為着兒童福音而在聚會場地排椅子豫備

時，立刻就有小孩子圍過來問我們要作甚麼，我

們告訴他們要唱詩歌，他們就受吸引，一個一個

的坐下來。

　聚會總共來了十六位福音兒童，還有七位家長

與我們一同享受詩歌和故事。會後聖徒們一對一

的接觸家長。兒童真是大的福音！（十大區）

阿利路亞！我們都受浸得救，成為神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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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西結書三六 37『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加增

以色列家的人數，多如羊羣；他們必為這事向我

求問，我要給他們成就。』

　主應許說，祂要帶進人來，如羊羣一般。開展

隊在西港區的開展為着人數擴增迫切向主禱告，

我們見證主把人如同羊羣帶來。

　我們與當地聖徒配搭，第一次來到郭家探望，

與郭家一家唱詩、禱告，講說神的福音，主立刻

得着了郭家三姊妹，使她們簡單地接受救恩，也

恢復了郭媽媽的召會生活。

　週六的福音聚會中，主得着了七十三歲的曾水

祥弟兄。隔日，我們來到曾弟兄家家聚會，我們

向曾弟兄一家分享台語詩歌『永遠的靠岸』，曾

弟兄的太太和二位孫兒女都簡單的相信主受浸，

使主在西港這地得着了一個關鍵的家。

　已過主日在西港區有一次主日聚會，自 2006
年開展起，西港區的聖徒一直是與佳里區的聖徒

一同主日聚會。歷經十一年，西港區的聖徒終於

又有一次的主日聚會。當天一共來了近四十多位

聖徒一同擘餅。有部分來自十二大區的聖徒一同

扶持，西港區當地聖徒也來了十四位，其中包含

二位新人，二位待恢復聖徒，一位福音朋友。聚

會當中，大家在詩歌並讚美聲中，一同有分基督

身體的豐富，見證基督宇宙召會的榮耀。

代禱事項

一、為西港這地，能受浸 20 位，其中得着青年

　　人 10 位，並得着 3 個關鍵的家禱告。

二、為已得救 9 位新人（其中有 7 位青年人）得

　　牧養並穩固在召會生活中禱告。（西港聖徒）

西港開展　得人得地

  －初信成全－

　已過初信成全分別在青年路會所及裕忠路會所

舉行，兩地共來了 108 位新人（含福音朋友）及

服事者。從一開始唱詩歌挑旺靈，信息交通，分

組操練，一直到擘餅聚會，新人新鮮活潑的靈，

使得聚會滿了主的同在與說話。

　特別在真理的開啟上說到一個嬰孩一生下來，

首要的一件事，就是呼吸。禱告乃是屬靈生命的

呼吸。對於初得救的人，猶如呼吸之於出生的嬰

孩。呼吸是可以隨處發生，隨時進行的一樣，禱

告也應當充滿我們的基督徒生活！

　禱告不重在向神求甚麼，乃在於和神接觸並吸

取神自己。禱告乃是我們屬靈的呼吸，我們該一

直不斷的操練呼求主名，直到我們全人都開了，

都喜樂了，並且都平安了。

　因此，禱告不是列一個購物清單，主耶穌也不

是我們的秘書，負責處理一長串的待辦事項。我

們與主之間乃是像朋友一樣親近，可以將每一件

事自然而然地告訴祂。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難免會

沾染不潔的事物。但感謝主，我們有主的寶血，

帶我們經歷祂的洗淨和赦免，再把我們帶到主的

面前，能以繼續不斷的享受祂。

　禱告也幫助我們不陷入試誘，作我們應時的幫

助，使我們一無罣慮。感謝主，禱告該是我們每

日生活首要的操練，使我們享受主無比的同在，

這是何等親切的福分！（黃徐名慧姊妹、畢劉素

瑜姊妹）

禱告乃是人在靈裏和神接觸，並吸取神自己

聖徒同心合意

擘餅聚會－記念主，敬拜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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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弟兄姊妹，願你們喜樂 !
　謝謝你們同心合意、堅定持續的為主在德語區

的行動代求，使主能在地上釋放祂在天上所已經

釋放的，在地上綑綁祂在天上已經綑綁的。已過

從高雄市召會前來配搭的兩位姊妹和三月底抵達

的三位台南市召會聖徒，也帶給當地聖徒極大的

加強和鼓勵。感謝主，我們都在祂終極的行動中

一同有分，一同背負我們終極的責任 !
　已過三月中，在柏林全德語區的弟兄交通中，

有超過七十位弟兄從各地前來，一同進入特別聚

會的信息負擔和關於主在各地行動的交通。當弟

兄們分享主在各地見證的現況時，我們都大得激

勵。除了在四個主要開展城市之外，主也在許多

其它的城市行動。比如在北德有幾個城市的弟兄

們週週來在一起交通禱告，聖徒們也在主日出代

價到彼此居住的城市相調。FTTT 學員前往漢堡

開展時，更鼓勵許多當地聖徒一同出外發送聖

經，嘗到數年不曾有過的福音傳揚喜樂。不僅是

在北德，主在南德的慕尼黑和鄰近德奧邊界的薩

爾茲堡（ (Salzburg）也有強的聖靈工作。FTTT
學員和當地聖徒前往慕尼黑校園開展，有三十幾

位的學生開始和聖徒們有後續的接觸，至少有十

幾位的學生仍留在小排中。因着學生們的敞開，

薩爾茲堡的負責弟兄也領受負擔，盼望能週週到

慕尼黑校園配搭福音開展和牧養，得着更多常存

的果子。願主藉着眾聖徒的代求和移民，在今年

底興起祂在漢堡和慕尼黑剛強明亮的見證 ! 
　在法蘭克福當地，聖徒們繼續在聖靈的喜樂中

往前。在中東移民福音牧養方面，牧養名單上的

人數已經超過了一百五十位，其中約有六十位左

右的新人經常性的參加週末舉辦的新人成全聚會

和主日聚會。另有三十位左右的新人向我們很敞

開，但需要聖徒們出外看望，送會到家。因着法

蘭克福當地有限的聖徒人數，我們常只能感嘆莊

稼雖多，工人卻少 ! 一面藉着全地前來配搭牧養

成全的聖徒們補上這個缺，一面當地的弟兄們也

在主面前尋求，如何將活力排的實行落實在召會

生活中，使我們能形成一個牧養的網，好托住這

些新人。何等喜樂看見這些新人操練在主日申

言、配搭各樣的服事、對主的經歷上加深加廣、

對同族親友有負擔…。願主在這些新人中間興起

更多的榜樣，和我們一同配搭牧養。

　在校園福音方面，主也繼續祝福聖經發送的行

動和小排的邀約，即使是在寒假期間，仍有不

少的學生新人進到週四的 BBQ 小排中。弟兄們

見證在近一次小排中來了 15 位新人，其中就有

9 位的德國學生。因着新的局面，聖徒們操練在

聚會中用德語唱詩、追求職事信息，並幫助他們

運用靈，主觀的摸着基督。同時也迫切的為主在

德國各大專校園和青年人中間興起關鍵的人物禱

告。正如當年和受恩教士從主領受負擔，迫切的

為主在中國興起當地的青年人禱告，使主能在中

國有路往前。今天主必要在這地得着一班完全屬

祂的青年人，好使祂在這地的見證能彀得以擴展 !
　為着這份職事和召會見證在德語區的擴展，真

理辯護證實（DCP） 的弟兄們豫備了三個關於地

方召會、信仰見證和職事的德文網站，盼望真光

能照亮，謊言被除去，並引導尋求者進入與各地

聖徒的交通。還有已過一個德國著名廣播網站上

有篇報導，提到這裏的召會快速為從中東來的移

民施浸（像閃電一般快速），並利用他們害怕被

遣送回國的心態吸收成員。其內容和用詞遣字實

為偏頗。經過 DCP 代表弟兄以及兩位當地聖徒

和撰寫這篇報導的記者面對面會談後，對方表示

願意花更多的時間來研究我們的教導，也不排除

實際走訪召會聚會的可能性。願主使用各樣的網

路資訊和媒體報導，為祂的恢復表白，並成為召

會見證擴展的憑藉。讚美主，基督得勝！

代禱事項
一、年底興起在漢堡和慕尼黑剛強明亮的見證。

二、在召會生活中落實活力排，好形成一個牧養

　　新人網。

三、在中東移民新人中間興起更多榜樣，成為我

　　們牧養新人的同伴。

四、得着更多校園中的平安之子，並在他們中間

　　興起關鍵的人物。

五、主使用各樣網路資訊和媒體報導，成為召會

　　見證擴展的憑藉。

　　主恩洋溢

　　　　　　　殷宗義弟兄夫婦於德國法蘭克福 

傳佈神聖真理　有分主終極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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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晨興聖言「關於世界局勢與主行動的特別交通」第 4 週。4/30 為長老訓練晨興聖言第 1 週。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4/23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九課上半。

　	  4. 書報「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聖靈裏的生活與職責」第 10~12 篇，「民數記生命讀經」第

										18~20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4:13~15
　	弗 4:13  直到我們眾人都達到了信仰上並對神兒子之完全認識上的一，達到了長成的人，達到

																			了基督豐滿之身材的度量，		

					弗 4: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為波浪漂來漂去，並為一切教訓之風所搖蕩，這教訓是在於人

																			的欺騙手法，在於將人引入錯謬系統的詭詐作為；			

					弗 4:15  惟在愛裏持守着真實，我們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長到祂，就是元首基督裏面；	

     Eph 4:13 Until we all arrive at the oneness of the faith and of the full knowledge of the Son of God,  
                     at a full-grown man, at the measure of the stature of the fullness of Christ, 
     Eph 4:14 That we may be no longer little children tossed by waves and carried about by every wind
                     of teaching in the sleight of men, in craftiness with a view to a system of error,   
     Eph 4:15 But holding to truth in love, we may grow up into Him in all things, who is the He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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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3( 主日 ) 口箴 18:1-24 口腓 1:27-2:4  口腓 1:27
04/24( 週一 ) 口箴 19:1-20:30 口腓 2:5-11  口腓 2:5
04/25( 週二 ) 口箴 21:1-22:29 口腓 2:12-16  口腓 2:15
04/26( 週三 ) 口箴 23:1-35 口腓 2:17-30  口腓 2:18
04/27( 週四 ) 口箴 24:1-25:28 口腓 3:1-6  口腓 3:3
04/28( 週五 ) 口箴 26:1-27:27 口腓 3:7-11  口腓 3:10
04/29( 週六 ) 口箴 28:1-29:27 口腓 3:12-16  口腓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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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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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4( 週一 )
04/25( 週二 )
04/26( 週三 )
04/27( 週四 )
04/28( 週五 )
04/29( 週六 )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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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靈中代禱記念。

　安定區（1104 區）成立
時間：5/7（主日）9:30，地點：安定區蘇林里蘇厝 273 之 5 號，敬請聖徒靈中代禱記念。

  大區 
　 四大區集中禱告　　時間：5/2（二）20: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六大區集中禱告　　時間：4/25（二）20:00，地點：中正南路會所。

　   六大區集中主日　　時間：4/30（主日）9:30，地點：中正南路會所。

   十五大區集中禱告　時間：4/25（二）20:00，地點：新興路會所。

　 十五大區福音聚會　時間：4/29（六）18:30，地點：新興路會所。

　 十五大區集中主日　時間：4/30（主日）9:30，地點：新興路會所。

　長青聖徒
　 長青服事者交通　   時間：4/25（二）9:30，地點：裕忠路會所長老室。

　 長青聖徒聚會　　   時間：4/26（三）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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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周永分弟兄夫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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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強漢堡和慕尼黑的開展；2.在召會生活中落實活力排，形成牧養新人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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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正式開始安定區擘餅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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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期中特會，參加學生人數能達到180人（每活力組邀約新人2人），參加新人領受入住

　　　　弟兄姊妹之家負擔，同過團體神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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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亭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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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福音節期，接着社區兒童品格培育活動，得着完整的家進入召會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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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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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不含第二天午餐費用。報名 QR Code，
報名窗口：吳念宇弟兄 0930-259-129，額滿截止。 

　五月第一階段高三畢業生共追  
日期：5/5~6、12~13、19~20，時段：週五傍晚 ~ 週六下午（接待於美地大樓）。  
費用：500 元。共追內容：新約聖經（經文）一遍、器皿的豫備 8 課。報名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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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徒來訪相調　台中市召會西照顧區 100 位聖徒 時間：4/29~30，接待大區：永康照顧區。

  台南歐洲 (法國 ,瑞士 ,德國 )眾召會相調訪問團　

 　一、A 團：9/22（五）晚上高雄出發 ~10/10（二）上午返家，共 19 天 16 夜。

　　　 B 團：9/29（五）晚上高雄出發 ~10/10（二）上午返家，共 12 天（只有德國行程）。

二、費用：A 團 105,000 元，B 團 75,000 元（多退少補）；不含 10/5~7 秋季長老同工訓練費

　　220 美元，及不參加訓練者三天自由行的午、晚餐費用。

三、名額：2 團共收 42 位（A 團 26 位，B 團 16 位）額滿為止。

四、報名窗口：執事室賴錦富弟兄，請預繳訂金 5000 元及護照影印本。

　安息聚會　802 區郭李女姊妹 ( 郭貞吟姊妹之母 )
時間：4/28（五）9:00，地點：台南市立殯儀館懷澤廳。

  －報告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