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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升天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作』信息要點

第一篇　 尋求在上面的事

全召會區負責訓練　　時間：5/14（主日）19:30 ～ 21: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全召會福音收割聚會　時間：5/20（六）19:30 ～ 21: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前言

　這位無所不能的神，被限制在我們微小之人的

度量裏面。神的旨意在地上通行到甚麼程度，乃

在於我們，就是召會—基督的身體，給祂的合作

到甚麼地步。故此，我們的合作是非常重要。我

們若要與升天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作，就要先尋求

在上面的事。我們需要知道，主正在作的事。 

真理要點

　『所以你們若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尋求在上

面的事，那裏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在升天裏，

基督是坐在神的右邊者。神的右邊是宇宙中第一

且至高之處，神已將升天的基督安置在那裏，將

全宇宙的首位和至高的尊榮給了基督。神不僅拯

救我們脫離死的地位，也叫我們與基督一同坐在

宇宙的至高之處。讚美主！神是在基督裏，使我

們一次永遠的一同坐在諸天界裏。這是在基督升

天時完成的，並且從我們相信祂起，就藉着基督

的靈應用到我們身上。今天我們在靈裏，藉着相

信這已經完成的事實，就領畧並經歷其實際。

　要尋求在上面的事，我們就必須在這些事所在

的地方；因爲我們在基督的升天裏與祂同有一個

地位，我們就能尋求在上面的事。按新約來看，

在上面的事包含基督的升天、登寶座，以及被立

爲元首、爲主、爲基督。在上面的事，卽在諸天

之上的事，與在地上的事相對。在上面的事，包

括升天的基督和關於祂的一切事。主耶穌已經得

了榮耀尊貴爲冠冕。祂是開拓者，開了一條進入

幔內之榮耀的路，又是先鋒，祂是我們的大祭司，

是真帳幕的執事，作爲登寶座者，祂乃是照神永

遠的經綸作神行政的中心。尋求在上面的事乃是

回應並返照基督在祂天上職事裏的活動。這樣的

事纔是在上面的事，我們應當思念這些事。

　爲着尋求在上面的事並思念這些事，我們需要

轉向我們的靈並經歷靈與魂的分開。惟有當我們

在靈裏，我們就在天上，思念在上面的事；當我

們不在靈裏，我們就是屬地的，思念在地上的

事。尋求在上面之事的路乃是轉到靈裏，並呼求

主的名。因着從天上神的寶座達到我們靈裏的傳

輸，當我們在地上經歷並享受基督時，就同時也

在天上了。我們在靈裏便與基督同有一個地位，

尋求在上面的事。 

　我們需要經歷靈與魂分開。魂與靈可以被分

開，因爲是兩個實體，兩種本質；不論我們的

靈如何深藏在我們的魂裏，二者仍是兩個不同的

器官。藉着經歷魂與靈的分開並藉着操練我們的

靈，我們就能尋求在上面的事，並思念這些事；

於是基督天上職事裏的豐富就傳輸到我們裏面，

我們就被變化並爲基督所構成。

負擔應用

　一、爲着尋求在上面的事並思念這些事，我們

需要轉向我們的靈。惟有當我們在靈裏，我們就

在天上，思念在上面的事。尋求在上面之事的路

乃是轉到靈裏，並呼求主的名。 

　二、我們需要藉着神那活的、有功效的、『比

一切兩刃的劍』更鋒利的話，經歷魂與靈的分

開，並需要操練我們的靈；於是基督天上職事裏

的豐富就傳輸到我們裏面，我們就被變化並爲基

督所構成。（申鉉相弟兄）

QR Code 週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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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盡功用叩門訪人

聖經的原則乃是神來訪問人

　聖經的原則乃是神來訪問人。人一墮落，神就

來訪問人。亞當一墮落，神馬上來到伊甸園，在

亞當墮落的地方呼喚他：『你在那裏？』（創三9）

這是宇宙中神第一次訪問罪人。舊約沒有記載人

到天上去訪問神，都是神來訪問人。…神不僅來

訪問人，更親自成為肉身，穿上血肉之體，（約

一 14，來二 14）成了一個真正的人，生活在地

上三十年，隨後出來作工。主耶穌在地上作工三

年半，沒有召聚大會請人來，都是到人所在之處

去訪問人。祂去撒該家裏訪問，去撒瑪利亞井旁

訪問，都是祂去訪問人。

挨家挨戶叩門的路

　為着傳福音，我們必須走挨家挨戶叩門的

路。…實在說，我們去訪問人的時候，不是我們

把神帶給人，乃是神自己和我們一同訪問人。在

路加十章，主差遣七十人出去。十六節說，『聽

從你們的，就是聽從我；棄絕你們的，就是棄絕

我；棄絕我的，就是棄絕那差遣我的。』這就證

明我們的去乃是受主差遣，並且主與我們同去。

　現在（一九八七年）臺灣有一千九百萬人口，

基督徒還不到五十萬。一百人當中只有兩個半聖

徒，還有九十七個半沒信主，這些都是我們傳福

音的對象，因此到處都是我們的『漁場』，需要

我們去作得人的漁夫。…現在主把聖經的話向我

們打開，告訴我們應該要『去』。這是聰明的作

法。雖然我們去叩訪時，也會遇到很多不開門

的，但是絶不能說沒有開門的；只要人願意開門，

都是平安之子。

照訓練的作法來叩門

　在新路上叩訪帶人得救要作得有果效，必須照

着訓練的作法。一定要禱告，一定要在主面前有

對付，一定要把罪認清，一定要得着聖靈充滿。

有弟兄見證，他開頭叩門時很鬆散，叩了三天也

浸不了一個人，於是他去主面前承認自己的輭

弱，向主認罪悔改，裏頭就蒙了光照，越認罪，

發現要認的罪越多。透徹認罪後，自然被聖靈充

滿。第四天一出去，聖靈非常印證，一天之內就

帶三個人受浸。可見鬆散的叩門不會有結果。若

一直沒有人得救，就要有不喫、不喝、不睡的精

神，拚到主面前去。只要肯拚上去，緊起來禱告

認罪，求聖靈充滿，必定會有豐富的收成。

　此外，叩門時要嚴格遵守時間的限制，避免無

謂的談論。我們的經驗是：門叩得越多，平安之

子一定越多。叩一百個門，最少有兩個平安之子。

再多叩一百個門，又得着兩個，總共就有四個了。

有時候你出去叩門，遇見一位基督徒，態度很客

氣，又很歡迎你，你就以為這是好對象。他跟你

談恢復本聖經，談創世記，又講啟示錄，越談越

高興，談了兩三個小時，然而到末了你也改變不

了他，他還是只願意去他的公會聚會。你以為自

己遇到一位尋求的基督徒，其實是撒但在消耗你

的時間。這樣叩門無法有效的找到平安之子。你

若要多得平安之子，就要多叩幾家門。叩的家越

多越好，不要怕被人拒絕。

需要作豫算和統計人數

　人都有惰性，若沒有一個目標逼着我們，繫着

我們，拖着我們，我們不太肯賣力。有個目標一

逼、一繫、一拖，我們就賣力了，一賣力就會成

功。經過許多禱告和研究，我們感覺為着召會的

擴增，非作豫算不可；豫算就是我們的目標。若

是時間要到了，卻發現還沒有達到目標，就要有

不喫、不喝、不睡的精神，禁食禱告，把自己拚

上去，直到目標達成。

　統計並呈報人數是為着題醒，逼着我們不要給

自己開後門，不要鬆懈。召會中出去叩門的小組，

都得回報成果。這件事需要盯，一不盯就會鬆。…

一九七四年以前，我們出版的文字不多，因為沒

有定期出版的壓力，一九七四年生命讀經訓練開

始後，夏季和冬季都有訓練，對我就成了限制，

逼着我必須按時供應話語並出版書刊。我們今天

實行新路要使召會得擴增，也必須有目標、有豫

算，纔能讓主在我們中間有路往前。（結常存果

子的訓練與實行　第四篇人人盡功用叩門訪人並

教導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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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生命讀經導讀(九 )背叛 (更嚴重的失敗 )與神的表白

壹、本週進度：民數記生命讀經第二四至二六篇，民數記第十六至十七章。

貳、信息導讀：
　在民數記第十一至十四章，說到以色列人的失

敗。本週我們接着來看民數記第十六章，說到背

叛乃是更嚴重的失敗。

背叛的因由
　 可 拉、 大 坍、 亞 比 蘭 和 安， 還 有 會 眾 的

二百五十個首領，他們都是從會中被選為有名望

的人。在三節，這些背叛者指控摩西和亞倫說，

『你們太過分了！全會眾個個既都是聖別的，耶

和華也在他們中間，你們為甚麼高抬自己，超過

耶和華的會眾？』這顯示這次背叛的根源或因

素，乃是爭權。
摩西的反應

　『摩西聽見這話，就俯伏在地。』（民十六 4。）

摩西雖然謙卑的俯伏在地上，卻沒有放棄神所賜

他作神代表權柄的地位。他責備可拉一夥的人，

並吩咐他們各拿香爐到耶和華面前。

神的審判
　首先，可拉、大坍、亞比蘭，同着妻子、兒子

和小孩，並一切屬他們的人和財物，都被地吞下

去，活活的下到陰間。（28 ～ 33。）接着，有

火從耶和華出來，燒滅了獻香的那二百五十人。

（35。）這是神審判的第二面。

　我們也許以為經過這兩重審判，所有的以色列

人都會安靜且服從。然而，他們的光景卻不是這

樣。百姓仍向摩西和亞倫發怨言。神就告訴摩西，

祂要在轉眼之間滅絶會眾。祂在忿怒之下，打發

疫病殺滅他們。摩西、亞倫俯伏在地。亞倫從祭

壇取火放在他的香爐中，擺上香，很快的拿到會

眾那裏，站在死人活人中間，為他們遮罪。疫病

就止住了；然而，已經有一萬四千七百人被擊殺。

這是神從背叛的人裏面所行的審判。

神的表白
　在十七章，神進一步在積極一面表白祂的代表

權柄，就是亞倫和摩西。神在審判之後，吩咐將

十二根杖放在見證櫃前。在豫表裏，杖表徵權柄。

然而屬利未族系亞倫的杖發了芽，生了花苞，開

了花，結了熟杏。（民十七 8。）所以亞倫的杖

發芽乃是個表白，指明亞倫蒙神悅納，在神所賜

的祭司職任上有權柄。（摘自民數記生命讀經第

二三至二五篇。）

叁、複習問題：

　 一、背叛的根源為何？背叛者的結果如何？

　二、面對背叛者，摩西有何反應？神又如何為

　　　摩西和亞倫表白，其意義為何？ 

恢復本經文生命讀經 英文生命讀經

　　     －小排福饗宴－

 得到真自由

詩歌：補充本 838 首－我已得到真正自由
一、讓我滿懷喜樂告訴你，朋友，我已得到真正自由，痛苦、壓制、憂愁全都不留，就在我信主之後。

　    祂不是信條，要我來遵守，也非誡命對我只要求；祂是神兒子，人心靈拯救，愛和生命從祂湧流，

        祂來解開深牢中苦惱罪囚，出死入生帶我行走。 

二、我今在蔚藍天空展翅遨遊，耶穌是我真正自由，日復一日在這無邊享受，我心說：『有祂就彀！』

　　朋友，這樣一位何處能有，祂愛你，已等得好長久，願否趁祂胸懷向你敞露，前來向祂完全倚投，

　　當你進入神兒女榮耀自由，你心就不會不歌謳。 

經節　約壹 5：19　我們曉得我們是屬神的，而整個世界都臥在那惡者裏面。

信息選讀
這世界臥在那惡者手下

　人生在世不過數十寒暑，卻為了生存汲汲營營，總想在這繁華的世界，為自己掙得一切。人為此

付出了相當的代價，甚至賠上了自己的生命。聖經說，『整個世界都臥在那惡者裏面。』（約壹五

19），意即世界所有的人事物都被動的留在那惡者的勢力範圍內，在他的操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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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惡者』就是聖經裏所說的魔鬼撒但，他原是神所創造的天使長，卻因着驕傲而背叛神，並帶

着眾多的天使跟隨他，還誘騙人跟他一起墮落，使得這個原本被神所創造的美好地球，因着他的背

叛而敗壞了。

　今天整個世界都被撒但系統化，形成一個反對神的世界系統，為要霸佔人並奴役人。這世界就好

像一個病人被動的躺在手術檯上，完全在外科醫生的控制之下。為甚麼人毫無知覺？因為魔鬼不直

接現身在人前，而是帶着美好世界的面具。魔鬼若現身沒有人會愛他，但是每個人都愛世界。今天

世人都好像在為着自己的生活努力，殊不知都已經作了魔鬼的俘虜，而在他的權下受轄制、被捉弄。

經濟越發展，工作壓力越大，痛苦指數也越高；享樂越放肆，人心越空虛，犯罪率也越增加；以致

人只重謀生、金錢、享樂，便不知不覺為此耗盡了生命。

以色列人受埃及法老奴役的歷史
　在聖經舊約的出埃及記裏，詳細記載了以色列人受埃及法老奴役的歷史。以色列人原是生在迦南

地，但因着饑荒，被迫下到埃及。埃及是一個滿了世上宴樂、物質供應、和肉體享受的地方。因着

以色列人需要維持生計，他們就落在埃及的暴虐下，為世界所奴役。由此可見，人被奴役主要是由

於需要維持生計，並且渴望有更好的生活；而這個需要，就被那詭詐的魔鬼撒但所利用，來轄制並

奴役人。在出埃及一章，法老用巧計對待以色列人，派督工轄制他們，加重擔苦害他們。埃及人嚴

嚴的使以色列人作工，這指明以色列人沒有自由，沒有權利，也沒有安息，他們因作苦工覺得命苦。

最後，法老還設法殺害以色列人的性命。

　今天屬世的人為求生計，也同樣的在撒但的暴虐之下。他們被迫隨從潮流，以致沒有自由作正確

的選擇，至終就被奴役而死亡。許多人無論是富足或是貧窮，都是金錢的奴隸。他們努力工作賺錢，

然後縱情於世界的宴樂，很快便把他們所有的揮霍淨盡。這是古時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的光景，也是

今日世人的情形。
神豫備拯救者，將人從世界裏救出來

　神聽見也看見以色列人的哀歎和苦情。所以，神為他們豫備了拯救者，就是摩西。神訓練摩西去

與法老交涉，要讓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到曠野去事奉神。祂吩咐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進入神為他們所

豫備的迦南美地，在那裏建立神的國度。

　因着法老頑強的反抗，神在埃及地降了十次災禍，迫使法老答應讓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到了紅

海邊，法老又反悔了，並帶着軍兵追趕以色列人。這時神要摩西舉杖向海伸手，海水就分開，以色

列人得以下到海中經過乾地。等到以色列人都過了紅海，埃及的軍兵下到海中追趕，神就吩咐摩西

向海伸手，叫水回流，埃及的戰車、馬兵就都淹沒在海中了。這時以色列人終於脫離埃及法老的暴虐，

從奴役中得着釋放！
主耶穌廢除了那掌死權的魔鬼

　在舊約，神豫備了摩西來拯救祂的百姓，脫離埃及法老的暴虐與奴役。在新約，神乃是差遣祂的

兒子耶穌基督，就是祂自己親自來拯救人脫離撒但的捆綁與奴役。希伯來二章十四節說，『祂也照

樣親自有分於血肉之體，為要藉着死，廢除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這裏的『廢除』，原文也可

譯作『使之歸於無有，使之失效』。魔鬼引誘人墮落之後，基督照着神的應許來成為肉體，並在十

字架上藉着肉體的受死，廢除在人肉體裏的魔鬼。這就是說，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經將撒但廢除、取消、

歸於無有，使他沒有能力了！

　或許有人會問：『既然魔鬼已被廢除，為何今日還有黑暗的權勢，他還如此猖狂？』我們不該相

信這樣的謊言。照着聖經的話，魔鬼已經被廢除了。這是一個完成的事實，記載在聖言中，並遺贈

給我們。我們應該憑信接受神的救恩，並且羞辱撒但。趕走撒但最好的方法就是告訴他：『撒但，

你已經被擊敗、被廢除了！』所以，我們只要轉向基督，接受祂的生命進到我們裏面，我們就蒙拯

救脫離撒但這黑暗權勢的奴役與轄制，而進入神光明的國度，得着真正的釋放與自由。（職事文摘

第一卷第七期，第 136 ～ 142 頁）

　　     －小排福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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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慕受成全，被真理構成

　　       　－家書－

我所親愛、所想念在臺南召會的聖徒們：

　時光在祂豐厚的恩典中飛逝，不知不覺回到法

國巴黎已兩個月。這段期間主的行動是強的！主

的說話是豐富的！我們的禱告和讚美也比以前更

加添！

　巴黎召會經過多年的豫備與等候，終於在二○

一七年開始了系列性的真理生命成全課程。已

過，早已有晨興聖言作為每日追求與享受的材

料，聖徒們也享受了一些；但整體而言，實在缺

乏基本真理生命的根基，以致在對主的經歷上仍

舊客觀。如今，眾聖徒同心合意渴慕受成全，並

以教育的方式一步一步往上去。今年我們為弟兄

姊妹設計了七次的週末真理特會。每次三堂課，

每堂課有三段的實行－信息供應，追求與分享，

全體展覽。到如今已經過了兩個週末的特會，眾

聖徒反應甚佳，不僅報名人數眾多（約八十位左

右），且分享迴應熱烈。外地的召會亦有聖徒來

參加，甚至也有一些真理的尋求者聞風而來。感

謝主，在這真理特會中，聖徒們的交通洋溢出對

真理的渴慕、珍賞與享受。

　每年四月下旬，是法語世界的年度大特會，而

今年特會是在四月二十二、二十三日舉行。配搭

話語服事的林子安弟兄提前幾天來到，特特在特

會前先訪問召會。我們有兩位弟兄陪伴同行，先

訪問在史特拉斯堡的聖徒，有愛筵與相調聚會。

當晚約有二十位聖徒（來自七個以上的國家）一

同參與，看見主真是傾倒祝福。在已過的半年中，

祂賜下許多的新人，我們看見在史特拉斯堡金燈

臺見證的設立指日可待。第二站是慕尼黑，我們

從午後二時到晚上九時，陸續來的與會者近二十

人。在自由的關切與交通中，珍賞他們對主在德

國行動的強烈負擔，為此深受感動。其實，此地

大多數為學生，有的剛畢業，正尋求工作與居留

的身份，但仍然為着召會生活傾倒全人。

　此次在巴黎的法語特會，又見主的祝福。總計

參加人數為三百三十七人，其中直接有分特會者

約兩百九十人，來自十一個國家。聚會的主題是

主今日行動的方向。弟兄們的交通深入淺出，並

將真理異象應用於實際的生活中，使眾人蒙光

照。看見為着生機身體的建造，必須是滿了靈的

活石，滿了生命感覺的肢體，方能被建造，且這

建造乃是從家庭生活開始。並且，為着召會生活

能有國度的實際，甚至發展成為神國的實現，就

需要操練運用馬太十六章所題的三把鑰匙—否認

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喪失魂生命—來關閉陰

間的門，開啟國度的門。因着眾人被帶到光中，

因此分享踴躍。並且此次特會有許多真理的尋求

者來參加，反應熱烈，甚至上臺分享。願主真是

繼續開他們的眼睛，能認識神經綸的異象，認識

時代的職事，並能投身在基督身體的建造中。

　另外值得一題的乃是，特會中弟兄們同心合

意的向法語世界中的眾聖徒交通當前全球眾召

會一個極重要的負擔－人人要被真理構成，好成

為神聖真理的推廣者。為此，我們盼望跟隨眾召

會的腳蹤，在法語世界的眾聖徒能共同建立勤讀

主話，享受恢復本聖經與職事書報的日常生活，

甚至成了我們的習慣。我們盼望在要來的十年，

眾聖徒能彀把生命讀經追求過一遍。但願聖徒們

的渴慕增加，屬靈胃口增加，而認真走上這被真

理構成的路，能成為優秀的基督徒，同被建造。

這追求生活的建立從五月一日開始，先進入約翰

福音和羅馬書生命讀經，當然還有每日的讀經進

度。求主祝福法語世界的眾召會，但願我們都能

在主恢復中成為書香世家。

　寬興夫婦在此的陪伴是我們的祝福，他們奔

波、牧養，甚至陪多人晨興，並幫忙修繕、整理

房舍。感謝主，他們的生活成為眾聖徒的榜樣。

此外，得知臺南召會近兩個月不斷有人受浸，謝

謝主賜下生產之福！但願主持續的以乳養之福祝

福你們。感謝主，我們雖在不同的地方，卻在一

個身體中一同蒙福！

　耑此順頌　主恩同在

　　　　　　　　　基督的家奴

　　　　　　　　　你們的弟兄 　   
陳洵弟兄

　　　　　　　　　　　　　　　　於巴黎寄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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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春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晨興聖言「與升天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作」第 2 週，「職事文摘」

　　　 第一卷第七期－享受基督的牧養，正確的福音傳揚與牧養的實行。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5/7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十課上半。

　  4. 書報「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聖靈裏的生活與職責」第 16~18 篇，「民數記生命讀經」第

          24~26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4:19~21
　弗 4:19    他們感覺既然喪盡，就任憑自己放蕩，以致貪行種種的污穢。 

    弗 4:20    但你們並不是這樣學了基督； 

    弗 4:21    如果你們真是聽過祂，並在祂裏面，照着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受過教導， 

    Eph 4:19  Who, being past feeling, have given themselves over to lasciviousness to work all  
                     uncleanness in greediness.
    Eph 4:20  But you did not so learn Christ, 
    Eph 4:21  If indeed you have heard Him and have been taught in Him as the reality is in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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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7( 主日 ) 口傳 10:1-11:10 口西 2:1-7  口西 2:2-3
05/08( 週一 ) 口傳 12:1-14 口西 2:8-15  口西 2:11
05/09( 週二 ) 口歌 1:1-8 口西 2:16-23  口西 2:19
05/10( 週三 ) 口歌 1:9-17 口西 3:1-4  口西 3:1
05/11( 週四 ) 口歌 2:1-17 口西 3:5-15  口西 3:8
05/12( 週五 ) 口歌 3:1-11 口西 3:16-25  口西 3:23
05/13( 週六 ) 口歌 4:1-8 口西 4:1-18  口西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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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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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8( 週一 )
05/09( 週二 )
05/10( 週三 )
05/11( 週四 )
05/12( 週五 )
05/13( 週六 )

　　       －福音節期

傳福音成生活，結果子享節期 

　『傳福音報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

美！』（羅十 15）四月份全召會社區福音節期，

不論是兒童公園福音，青少年火車站前高唱詩

歌，手語聖徒傳揚馬路福音，社區聖徒活力組

禱告爭戰；眾聖徒紛紛響應，出外傳福音，帶

人得救。此次福音出訪達 1119 人，各區福音聚

會有 362 位福音朋友參加。福音期間共有 104
位受浸，其中 46 位是青年人。願主祝福眾人所

接觸的福音朋友能持續得餧養，受浸的新人能

成為常存的果子，安家在召會中。（文字組）

註：因篇幅有限，蒙恩見證將陸續刊登。

  －報告事項－
　區負責訓練 　

時間：5/14（主日）19:30~21:30，地點：裕忠路會所。由裕忠照顧區配搭服事，三大區：招待，

四大區：會前場地佈置，七大區：交管，九大區：會後整潔。

　社區福音節期　時間：5/14~20，加強各大區出外訪人傳福音，並邀至 5/20 福音收割聚會。

　大區　一大區集中禱告　　時間：5/9（二）20:00，地點：青年路會所。

        九大區集中禱告　　時間：5/9（二）20:00，地點：歸仁區會所。

　　　　十四大區集中禱告　時間：5/9（二）20:00，地點：鹽水區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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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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福音節期暨全召會福音收割聚會：5/14~20各大區出外傳福音，並邀約至5/20福音收割聚會。

　週週出訪：建立福家架構、養成生養習慣－聖徒能持續出外接觸人傳福音，餧養新人家聚會。福音

　　　　　　 節期受浸新人能成為常存的果子，穩固在召會生活中。

　月月福饗宴：小排月月傳福音，人人盡功用作見證，邀約福音朋友參加。

　安定開展：全時間訓練學員配搭，聖徒同心合意，受浸20人，恢復3個家，正式有擘餅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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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3期中福音行動，得平安之子，結常存果子，受浸目標1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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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嬿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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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張宇新、鄧家

恩、蔡宥錚、定張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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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遺漏名單，請

來電執事室告知。

兒童：暑期兒童品格園的豫備與招生，目標500位兒童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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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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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全召會青職聖徒主日集中聚會
　 時間：5/21（主日）9:30~11: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會後愛筵相調。

  全召會青少年期中特會
　 時間：5/21（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午餐每人 60 元。服事總管：何勉琦弟兄，

　   林郁翔弟兄。會前禱告，時間：9:00，地點：中會場 B101 室，有服事的青少年及服事者參加。

　高國三畢業生共同追求
日期：6/20~23，時段：週二 8:30 至週五 16:00（接待於美地大樓），報名 QR-Code
費用：800 元。共追內容：新約聖經（經文一遍）、見證及榜樣、詩歌賞析。

註：原先第一階段追求（五月的 3 個週末）因報名人數未滿 10 人，故取消。

全召會兒童受浸聚會
日期及時間：6/11（主日）9:30~11:30，地點：大學路會所二樓，受浸對象：國小五、六年

級生。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5/28（主日），報名窗口：盧品臻姊妹 0982-326-252，e-mail：
crystalsisi515@gmail.com，主旨為「受浸聚會報名」。詳情請見召會網址受浸聚會通啟。

全時間訓練呼召聚會
台北場　時間：5/13（六）10:00~11:30（8:30 開放參觀），地點：台北市召會三會所。

高雄場　時間：5/19（五）19:30~21:00，地點：高雄市召會新盛會所。

　國殤節特會信息禱研背講成全
時間：6/2（五）9:00~6/3（六）12:00，地點：中部相調中心，報名費用：每人 800 元，車輛自理，

請於 5/17（三）前向執事室賴錦富弟兄報名繳費。

結婚聚會　張文淵弟兄（701 區）、鄭易柔（704 區）
　   時間：5/27（六）15: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服事項目 電器 場地佈置 招待 交管 兒童 整潔 受浸
大區 一大組 五、七 十三、十四 八、十五 一、四 二、三 六、九

事務服事總管：連志宏弟兄、林益生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