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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升天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作』信息要點

第三篇　使徒保羅與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作，
牧養人以建造基督身體的榜樣 

全召會姊妹成全　    　　　　時間：5/21（主日）15:30 ～ 17: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壯年班展覽暨日間追求班結訓　時間：6/10（六）19:30 ～ 21: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前言

　上一篇論到基督在祂天上的職事裏一直在牧

養召會，我們需要在牧養上與祂合作，這樣，地

上會有一個大復興，將主帶回來。牧養信徒，主

要是使他們在神聖生命裏長大，並且以牧養的路

來傳福音並復興召會。本篇題到保羅是信徒的榜

樣，他在靈裏活基督，並供應基督作那靈，為着

建造基督的身體。他以基督為一切，作他的生活、

榜樣、目標和祕訣；他生活裏的每一件事，也都

是在身體裏，為着身體。由於保羅如此活基督，

就以此餧養了他屬靈的兒女，使聖徒成了效法使

徒的人。在召會裏，人比甚麼都要緊；人就是方

法，人就是主的工作；我們所是的，就是我們所

作的。在召會生活的實行和一切的事奉配搭中，

我們需要跟隨使徒的榜樣，注意生命過於工作。

真理要點

　主向保羅顯現，選定他作執事和見證人，將他

所看見祂的事，和祂將要顯現給他的事，見證出

來。他憑着靈活着，憑着靈而行，為着那靈撒種

並供應那靈，作一個在他靈裏生活、事奉的屬靈

人。保羅在新約的職事，就是在那靈的職事，義

的職事並和好的職事裏，被神注入，將神照耀出

來。他生活並作每一件事，都是在身體裏，藉着

身體，並為着身體。

　保羅自己活基督，不僅傳福音，也活福音；使

徒們盡職傳福音，不僅憑着言語，也憑着在聖靈

裏，並在他們信心確據裏的生活。而帖撒羅尼迦

的聖徒成了效法使徒的人，這引導他們跟從主，

以主為榜樣，因而使他們成了所有信徒的榜樣。

這表明在使徒將福音注入初信者裏面時，使徒的

行事為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神首先試驗並驗中使徒，然後把福音託付他

們；因此，他們的講說、他們福音的傳揚，不

是出於自己，要討人喜歡，乃是出於神，要討神

喜歡；神一直察驗、察看並試驗他們的心。使徒

也沒有尋求從人來的榮耀，使徒雖然是基督的使

徒，卻不維護自己的權柄和尊嚴，主耶穌在地上

時放棄了祂的尊嚴，使徒保羅也寧可不用他的權

利。在勸勉信徒上，使徒看自己是父親，要叫他

們行事為人配得過神，而有一種生活行動，使他

們能進入神的國，並被引進神的榮耀，帶進神榮

耀的指望，敬拜並享受神的範圍。

負擔應用

　牧養人最好的路，就是給他們正確的榜樣；顧

惜人，如同乳母顧惜自己的孩子，使人覺得愉快；

餧養人，是以包羅萬有的基督供應他們。我們當

以保羅為榜樣，為聖徒的緣故，願意花上自己。

召會在四月份的福音節期，各小區都動起來廣傳

福音，接觸了許多的對象。而全召會統計三週內

就受浸了 104 位，也取得很多的名單可後續再聯

絡，但願主把生產和乳養的福多多賜給我們，七

倍加強的向我們輸供，能繼續與基督天上的職事

合作，來牧養、顧惜、餧養他們，並堅定持續地

傳揚國度的福音，教導神聖的真理。（謝錫賢弟

兄）

QR Code 週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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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發光的星，過新路的生活

叩門乃是活基督的生活
　一個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就是活基督的生活。每

天早晨起來，先和主有接觸；到了上班的地方，

就在那裏活基督。我們若在上班時活基督，上司

和同事觀察到，受了感動，就給我們機會叩他們

的心門。等我們下了班，還應當去叩門，從近一

點的地方叩起， 等到近處都叩過了，就到遠一點

的地方去，如行傳一章八節所說，『你們…要在

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

我的見證人。』

不要把自己賣給世界，服事主最榮耀
　啟示錄十八章十二至十三節說到大巴比倫販賣

各種東西，如象牙、珍珠、寶石等， 最末了一項

是賣人口，也就是人把自己賣了。我們不要為了

升遷、加薪，把自己賣了。

　說到飲食，我絕對鼓勵弟兄姊妹要喫得營養；

說到教育兒女，我們也一定要供他們上大學。這

些錢都是該花的。至於其他的花費，就應該有所

考量。

　弟兄姊妹，我們都必須看見這個。不要把我們

寶貴的時間、體力，賣給地上的職業，自己累到

一個地步，回家就像死了一樣。這樣，我們就算

住好房、開名車，也沒甚麼意思。在財物的使用

上，我實在能見證，除了顧到兒女之外，大部分

我都奉獻給主，用在主身上。然而，主一點沒有

虧待我，反倒給我充足的供應。我也相信弟兄姊

妹若是為着主，主不會虧負你們，最起碼你們會

在自己的後代身上看見主的祝福。我們把寶貴的

時間和體力賣給世界，實在是不值得。我們這麼

作，結果就使我們不能過一個正常的生活來榮耀

神。這不僅是虧損，更是大錯。

敬畏主和主的話
　詩歌三百五十五首第一節說，『當人棄絕地的

賄賂，前來為神而活，他所得的無限富有，口舌

難以述說。』第三節說，『起來！將這交易算看：

零碎換來整個—萬事、萬物、加上萬人，竟都歸

你得着。當你屬祂，萬有屬你，並且祂你合一；

你還得享無限生命，權益有何能比！』

　希伯來十一章二十六節告訴我們，摩西算為基

督受的凌辱， 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兩相比較之

下，摩西把整個埃及都放棄了。（24~25。）馬

太十六章二十六節也說，『人若賺得全世界，卻

賠上自己的魂生命，有甚麼益處？人還拿甚麼換

自己的魂生命？』主的話在我們耳中，也在我們

心中；這些都不是空說。二十七節說，『因為人

子要在祂父的榮耀裏，同着眾天使來臨，那時祂

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我們應該敬畏主和

主的話，這些話將來必定會應驗。我們不能只喜

歡『神愛世人』這類的話。主的話還告訴我們，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魂生命，是不值

得的。

活基督、傳福音、講真理、和人聚會， 

就是星的發光與照耀
　然而，使者要如何發光呢？在馬太五章十四

節，主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光。』從前我讀

到這裏的時候，就問說，『世上的光到底是怎麼

發光？』等我出來為主說話，還是不懂到底要如

何發光。十六節說，『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

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就榮耀你們在諸

天之上的父。』我就根據這節說，我們的好行為

就是我們的發光。不過，甚麼是我們的好行為

呢？慢慢的，等我聖經讀透了，我纔知道在神眼

中的好行為，第一是活基督，第二是傳福音，第

三是對人講真理，第四是和人聚會。 這纔是神眼

中的好行為。

　請想想看，我們若是沒有作這四件事，我們不

活基督，不傳福音，不對人講真理， 也不和人聚

會，縱使我們是正人君子，仁義禮智信、忠孝悌

廉恥統統都有，這些也不是在神面前的好行為。

惟有這四件事：活基督，傳福音帶人得救，對人

講真理，和人聚會，纔是星的發光和照耀。

　十六節所說的好行為，乃是叫神得榮耀。叫神

得榮耀意思就是叫神得發表。因此，我們的好行

為應該是神的發表。對我們來說，那是我們的發

光；對神來說，那是神得榮耀。甚麼事能叫神得

發表？今天我們走新路，實行活基督、傳福音、

講真理、和人聚會這四件事，就能叫神從我們身

上彰顯出去。當神從我們身上彰顯出來，就是我

們的發光；對神來說，也就是祂得着榮耀。這就

是新路。（結常存果子的訓練與實行第十篇，作

發光的星，帶領聖徒作活人，過新路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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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生命讀經導讀(十一 )行程—為水爭閙與譭謗神和摩西

壹、本週進度：民數記生命讀經第三○至三二篇，民數記第二○至二一章。

貳、信息導讀：
　本週我們接着來看民數記第二十和二十一章，

說到以色列人進一步的失敗－為水爭閙與譭謗神

和摩西。
為水爭閙

　在二十章二至十三節，我們看見百姓為水爭

閙。神沒有對百姓動怒，而吩咐摩西拿着杖在會

眾眼前，並吩咐磐石發出水來，給會眾和他們的

牲畜喝。但摩西卻動怒，沒有在神聖別的性情上

正確代表神；他擊打磐石兩下，沒有遵守神在祂

經綸裏的話。

　磐石豫表釘死並復活的基督，從磐石流出的水

豫表那靈。基督既已被釘十字架，那靈也既已賜

下，基督就不需要再被釘了，就是不需要再次擊

打磐石，使活水流出。我們只需要『拿着杖』，

並『吩咐磐石』。

　『拿着杖』就是在基督的死裏與祂聯合，並將

基督的死應用在我們自己身上和我們的處境中。

『吩咐磐石』，就是向基督這被擊打的磐石直接

說話，求祂基於那靈已經賜下的這個事實，將生

命的靈賜給我們。我們若將基督的死應用在自己

身上，並在信心裏求基督賜給我們那靈，就會得

着活的靈，作為生命全備的供應。（腓一 19。）

譭謗神和摩西
　

在民數記二十和二十一章都說到百姓爭閙。在

二十章，以色列人是為水爭閙，這爭閙是合理的，

這是因着百姓口渴。在二十一章，以色列人再次

爭閙，但這次他們的爭閙不合理，這是因着他們

煩急。所以，神對他們不高興，就懲罰了他們。

　耶和華打發火蛇進入百姓中間，蛇就咬他們，

以致以色列中死了許多人。百姓就向摩西悔改，

求他禱告神，叫這些蛇離開他們。於是摩西為百

姓禱告。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製造一條火蛇，掛

在桿上；凡被咬的，一看這蛇，就必得活。

　銅表徵審判。銅蛇是主耶穌的豫表；祂在罪之

肉體的樣式裏被釘十字架，作我們的代替和頂

替，使我們能『望』（信入）祂而得永遠的生命。

（摘自民數記生命讀經第二九至三一篇。）

叁、複習問題：
　在民數記二十及二十一章，百姓爭閙原因為

    何？摩西和神的反應為何？

恢復本經文生命讀經 英文生命讀經

 民數記第一學程讀完的聖徒名單

陳姷庈、戴李美玉、汪吳彩月、郭冠群、張勳章、王旭錦、王許慧貞、畢劉素瑜、翁張蘊慈、汪予

恩、蔡雅棼、張張祝、李蕭雅方、林彥余、賴慧娟、徐彩華、張德慧、劉紀屏、鍾莊惠婷、陳丁淑卿、

楊萬生、楊榮蘊智、劉蘇麗玉、劉古文金、楊幼秋、張劉樂嫻、許博舜、周秀春、李文芹、孟昭恩、

唐雅馨、魏王貴枝、張士毓、張蔡明秀、沈士慈、歐文吉、王秋薇、潘聖良、洪何瑞芳、陳姜俐妘、

張幼銘、詹吳佳娉、林芍佑、何龍子美、趙陳似錦、陳江敦、陳齊慧芬、蘇宥青、羅雅柔、劉家佑、

楊翊函、彭雅筠、林麗君、鄭平恩、鐘志強、李民、李陳新惠、陳韋字、陳黃冠雯、繆碩耘、王華森、

沈黃淑芳、張力夫、王健行、王呂慈娓、黃秀娟、陳素雲、邱俊傑、趙麗敏、李張金盒、蔡謝春桃、

朱玟蒓、李宏銘、李林靜宜、張育維、黃建富、葉姿均、林暉智、林右庸、朱王秀蓮、徐百合、林

周素鑾、連晉仁 (共 83 位)。

　親愛的媽媽，現在的目光常露出慈愛，回轉如

嬰孩，看似人生的盡頭，卻是神奇妙作為的起頭。

　母親聰慧有生意頭腦，無受過正式教育，也不

太會書寫，但她不受影響，因為她思路清晰都記

入腦袋，也因着父親的疼愛，她掌管一切（家人、

權、錢），讓我們很痛苦。不順其意會破口大罵

或打父親，讓人甚為恐懼。她被世俗的一切，特

別是偶像、錢財所綑綁。

　母親常道：『廟裏偶像說我會活到二百歲，妳

的耶穌有辦法嗎？』就在她說完二週後發生車

禍，腦部是最為嚴重並發出病危通知。那段日子

弟兄姊妹的代禱與扶持，如同雲彩圍繞，母親從

被判定為植物人，而今她能說話，不需氣切或鼻

胃管進食，主所豫備的，是最適合她的。記憶上

她損傷了，但靈裏被神充滿，聽着她呼求主耶穌，

也會說感謝主，無比欣慰。若有人在基督裏，他

就是新造，舊事已過。

　父親雖歷經感染，反覆出院住院，也因弟兄姊

妹禱告、探望，以主話供應，纏裹父親肉體的傷

處，於四月二十二日與我母親一同受浸，享受洋

溢之義的恩賜，藉着耶穌基督一人，全家浸潤在

豐富生命的恩典中。（801 區　謝鄧金燕姊妹）

人的盡頭，神的起頭－夫婦一同受浸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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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期中特會－神悅納人的禧年 

　本次大專期中特會，於四月二十九～三十日，

在南投舉辦，共有學生 136 位、服事者 16 位一

同有分。特會總題為『神悅納人的禧年』。

　禧年乃『一切應心、萬事如意』，此非指外在

的福利順遂，禧年的實際乃是基督，而禧年的生

活即在任何環境中，只以神為我們的享受。弟兄

姊妹從信息得着了光照和開啟，以下是他們的分

享見證：

得着基督經歷禧年的實際

　感謝主!讓我因着遇到學姊而接觸主受浸得救，

在這次活動中，我經歷到何謂禧年的實際 !
　　　　　　　　　　　（成大　陳鈺婷姊妹）

享受基督這產業，從捆綁中轉向主

　舊約中應許的禧年，即為使原先失去的產業重

新歸回，使賣身為奴者也得着自由；到了新約，

路加福音四章十八節，主藉着宣揚恩典的禧年，

開始祂的職事，亦即恩典時代就是禧年的時代。

　那麼在經歷上，為何還會受壓並被綑綁呢？因

為沒有活出禧年的實際。我們享受主不彀，在許

多事上還是會受綑綁，所以需要不斷地來到主面

前，喫祂並享受祂。需要從人事物的攪擾中出來，

轉向主，活出禧年的實際。（南台　邱瑋文弟兄）

享受主恩言而過狂喜的生活

　新約時代，禧年是基督作我們的恩典，是藉着

祂的恩言分賜到我們裏面，給我們享受的年代；

新約的禧年乃是我們得救的狂喜年代。我們必須

天天享受主耶穌作為我們的禧年，祂就是禧年的

應驗 ! 我們得着了祂，就有神作我們的產業，並

且使我們脫離罪和撒但的轄制，而有真正的自由

與安息。只有當這一位包羅萬有的基督給我們得

着了，給我們享受了，我們纔可能一切應心，萬

事如意；不是外面的人事物，乃是裏面的基督，

能叫我們安穩無憂地面對各樣的環境。（南大　

陳冠霖弟兄）

　從前不是很明白這個禧年對基督徒有甚麼意

義，現在知道，只要是得救的人，就在這禧年的

時代，是基督作為恩典，藉着祂的恩言，就是祂

的話，分賜到我們裏面，給我們享受。

　弟兄問到我們有沒有讀書報讀到狂喜呢？被神

的話充滿的喜悅就是接受主耶穌在我們裏面作真

正的禧年。（南大　傅韻倫姊妹）

憑基督活，讓主充滿以面對各樣環境

　當我面對學校考試、報告時，心思常被綑綁而

煩惱憂慮，經過這場特會，我知道我需要再次來

到主面前，學習憑基督活着，活在禧年的實際裏。 
　　　　　　　　　　　（南台　翁俊翔弟兄）

　禧年的秘訣不是憑藉外面的人事物，乃是裏面

的基督能叫我們安穩無憂地面對各樣的環境。不

管面對怎樣的環境，都要轉到靈中，主必親自成

為我的安息，作我的禧年！（成大　康信恩姊妹）

只以神唯獨一的享受

　禧年的生活並非指外在舒適順利的環境，乃是

在任何環境中，單單只以神為我的享受。常常我

會抱怨着主所量給我的環境一點也不『佳美』，

而且還思念着能如某些外邦人一樣，有着屬世的

亨通。

　然而當我回到靈裏伏在主面前，我纔看見神常

與我同在，我領悟到，祂要把我作到一個地步，

只要神，不為着別的，直到有一天我也能這樣宣

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

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成大　姚烜鈞弟

兄）

大專期中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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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我活在新約，可以天天享受禧年的生

活，只要願意，每一個人都能得自由，歸回自己

的產業。當我們得着了祂，就有真正的自由和安

息。每天都過禧年的生活。（南台　陳筑鈞姊妹）

過召會生活，享受禧年

　環境越為難，越要抓住主。為甚麼我們過得不

喜樂，就是因為沒有基督，當我們享受了基督，

就會有真正的安息，能以面對各樣的環境。

  弟兄也勉勵我們，無論何往，一定要過召會生

活，且要學着與當地聖徒配搭服事，保守在禧年

生活的實際裏。（長榮　陳彥清姊妹）

　感謝主！參加這次特會，覺得能與大家一同旅

行、聚會，乃是經歷禧年。 （南大　陳昱智弟兄）

過禧年生活之榜樣

　腓立比書一章，說到保羅是個過禧年生活的榜

樣。保羅雖然在監獄裏，但他藉耶穌基督之靈全

備的供應，活基督，顯大基督。因主已經擔負我

們所有的責任，使我們能享受祂，經歷祂。不是

沒有環境，乃是滿有基督，滿有供應，並且滿有

喜樂，使我們的生活就是禧年的生活。（南台　

陳心姊妹）

　　       －召會生活－

外面環境看似為難，仍要揀選召會生活

　我對幼幼排一直很有負擔，生老大、老二，我

都很積極的帶孩子參加幼幼排並過召會生活。生

老三，我經歷甚麼叫酒用盡了。我一直很期待在

麻豆也能有幼幼排，可以藉此接觸更多的家。

　主興起了一位姊妹對我的兩個孩子有負擔，她

想來我家講故事給孩子聽，我們家就從一個媽媽

兩個孩子，繁增為十個媽媽十一個孩子，也間接

開了十一大區的幼幼排。在排中我們一同追求主

的話，一同禱告，一同作同伴，一同牧養孩子們。

媽媽們每次聚會都從 10:30 ～ 15:00 纔依依不捨

的回家。之前因有母親的協助，我只需要豫備話

語供應、簡單的食物和接送姊妹。二月開始，母

親無法協助我，所有的家務、孩子的情形，壓得

我喘不過氣來，還有長期的睡眠不足。到三月份，

配搭的同伴去上班，我整個身體搆不上，全身虛

弱，疲累，記憶力減退，常忘了爐上的火還在燒。

我忙到沒時間看醫生。於是主興起姊妹，拉着我

去看醫生，我累到全身虛弱無力只能煮簡單的水

餃，就有姊妹煮補品給我喝，讓我恢復原氣。

　我的體力和心力真的搆不上了，我跟主說，我

不想開幼幼排了，我好累，我冰箱裏也沒有可以

愛筵的食物。雖然如此，我仍開始整理家裏，開

始為着幼幼排禱告。沒想到接連兩週來了五個福

音媽媽，而我們也很享受。福音媽媽們也都感謝

我們豫備豐富的聚會，這段看似山窮水盡的路，

主帶領一位姊妹為我們豫備一頓豐富的食物；也

帶領一位姊妹來配搭，這都是我沒想到的。

　因着積極帶孩子過召會生活，老大慢慢的長大

了，我也常在到底要揀選召會生活，還是孩子的

課業為難中。當福音開展的時候，福音的火一直

的燒着我，我迫切的想和弟兄姊妹一起去開展，

但孩子的功課未完成，我很掙扎該揀選開展，還

是陪孩子。後來我想若不能出去，下樓和弟兄姊

妹們禱告也好。

　主就興起兒子跟我說，媽媽，你下去禱告，我

照顧妹妹們。正當我要下去禱告時，禱告聲就停

了，我就回來。兒子看到我說，媽媽你不是要下

去禱告嗎？我說弟兄姊妹禱告完了。兒子就說，

媽媽，我陪你禱告，他馬上跪下來，我就跟他跪

下一起為晚上開展的弟兄姊妹禱告。後來有姊妹

知道我們那晚的經歷，她跟我說，謝謝你和你兒

子為我們禱告，那晚我們很順利的得着一個名

單。感謝主愛我，加強我要揀選召會生活，我不

是要培養孩子走康莊大道，乃是要培養孩子成為

得勝者，揀選召會生活。

　『我在此築起奉獻的祭壇，求賜炭火將我鍛

煉，主，你揀選我是因恩憐，我揀選你是為償

願。』　　　　　　　（1301區　王莊珍瑛姊妹）

幼幼排相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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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春季國際長老暨負責弟兄訓練晨興聖言「與升天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作」第 4 週，「職事文摘」

　　　 第一卷第七期－復活升天的基督－使徒見證的中心點，為着基督的擴增憑生命的路結果子。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5/21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十一課上半。

　  4. 書報「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聖靈裏的生活與職責」第 22 篇，「民數記生命讀經」第

          30~32 篇。下週將追求中文基本訂戶「結常存果子的訓練與實行」一書。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4:25~27
　弗 4:25    所以你們既已脫去謊言，各人就要與鄰舍說實話，因為我們是互相為肢體。 

    弗 4:26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弗 4:27    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Eph 4:25  Therefore having put off the lie, speak truth each one with his neighbor, for we are members
                     one of another. 
    Eph 4:26  Be angry, yet do not sin; do not let the sun go down on your indignation, 
    Eph 4:27  Neither give place to the de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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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1( 主日 ) 口賽 2:1-22 口帖前 5:12-28  口帖前 5:16
05/22( 週一 ) 口賽 3:1-26 口帖後 1:1-12  口帖後 1:12
05/23( 週二 ) 口賽 4:1-6 口帖後 2:1-17  口帖後 2:8
05/24( 週三 ) 口賽 5:1-30 口帖後 3:1-18  口帖後 3:5
05/25( 週四 ) 口賽 6:1-13 口提前 1:1-2  口提前 1:2
05/26( 週五 ) 口賽 7:1-25 口提前 1:3-4  口提前 1:3
05/27( 週六 ) 口賽 8:1-22 口提前 1:5-14  口提前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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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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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2( 週一 )
05/23( 週二 )
05/24( 週三 )
05/25( 週四 )
05/26( 週五 )
05/27( 週六 )

  －報告事項－
　全召會姊妹成全 　

時間：5/21（主日）15:30~17:30，地點：裕忠路會所。由青年照顧區配搭服事，一大區：招待，

五、八大區：會前場地佈置，十五大區：會後整潔。

　壯年班展覽暨日間追求班結訓
　   時間：6/10（六）19:30~21: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請聖徒分別時間參加。

服事項目 電器 場地佈置 招待 交管 兒童 整潔
大區 二大組 六 十一、十二 十、十六 五、九 二

事務服事總管：陳瑞淦弟兄、翁宏仁弟兄

　長青聖徒
　 長青服事者交通　   時間：5/23（二）9:30，地點：裕忠路會所長老室。

　 長青聖徒聚會　　   時間：5/24（三）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會後備有愛筵。

　台南市召會返鄉大專聖徒集中主日相調
時間：5/28（主日）9:30~11:20，地點：大學路會所二樓，參加對象：返鄉大專、青職、台南

大專及有負擔之社區聖徒。

　高國三畢業生共同追求
日期：6/20~23，時間：8:30（二）~16:00（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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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榜樣及詩歌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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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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能持續出外接觸人傳福音，餧養新人家聚會。福音

　　　　　　 節期受浸新人能有聖徒接續後續配搭、牧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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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及姊妹成全：在主前有具體點交的奉獻，並寫下奉獻內容，願意將自己交給主與召會。

　負責弟兄年度事奉交通：負責弟兄在主面前尋求並交通召會下半年往前方向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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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福音行動，所得着的平安之子，受浸的新人能持續接受餧養，同過召會生活。

    青少年：1.高國中畢業聖徒渴慕參加6/20～23共同追求，新約速讀乙遍。報名人數目標35人。

　　　　　2.高三畢業聖徒及小排常客在大學階段裏，繼續享受主的救恩，在召會生活中被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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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青少年暑假特會

一、日期：7/7（五）~7/9（主日），地點：南投中興會所。

二、報名對象：國高中生、家長、青少年服事者、中學教職員及關心青少年工作之聖徒。

三、報名方式：以小區為單位填寫報名表，拍照 LINE 至青少年特會群組，或填寫電子檔寄

　　至張德慧姊妹（手機：0988-969-631；email：tehui0610@gmail.com）。截止日：6/17。

四、費用：1600 元（6/10 前完成報名，優惠價 1500 元）；匯款帳號：中華郵政，戶名：張德慧，

　    帳號：0031421-0300414（匯款完成請電話或 e-mail 通知確認繳費成功）。

五、服事總管：李騏宇弟兄 0934-024-132，林郁翔弟兄 0917-24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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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召會台語福音集中收割聚會　
 時間：6/24（六）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會後備有愛筵，請聖徒廣邀福音朋友參加。

聖徒來訪
　竹北召會　　　　  　　　　時間：5/27~28，接待：青年照顧區。

　台東召會　　　　  　　　　時間：5/27~29，接待：永康照顧區。

　桃園市召會　　　　　　　　時間：5/27~29，接待：七、九大區。

　台北 27、42 會所　 　　　　時間：5/27~28，接待：大專組。

    壯年班訓練學員　　　　　　時間：6/10~11，接待：三、四大區。

　新北市召會汐止區主日相調　時間：5/28，地點：裕忠路會所、大學路會所和古堡街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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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聖經研讀班
時間：第一週 7/16（主日）19:00~7/21（五）12:00；第二週 8/6（主日）19:00~8/11（五）

12:00，地點：中部相調中心。費用：每人每週 4500 元；報名兩週者，每人 8000 元，請於 6/7（三）

前向執事室賴錦富弟兄報名繳費。

書報　第四十九梯次中文基本訂戶、晨興聖言暨職事文摘基本訂戶徵求
　每戶均豫繳 1500 元，請於 6/22（四）前向各區書報服事者登記並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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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