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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升天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作』信息要點

第四篇　在升天基督天上的職事之下繁殖那復活的基督

壯年班展覽暨日間追求班結業聚會　時間：6/10（六）19: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全召會奉獻聚會　時間：6/11（主日）18:30~21:30，6/18（主日）15:00~18:00，地點：裕忠路會所。
各大區年中愛筵　敬請聖徒邀約新人及久未謀面聖徒參加各大區年中愛筵，請參閱第四頁。

前言
　本篇信息是專專說到使徒行傳，使徒行傳是很

特別的一卷書，啟示基督天上的職事。這卷書裏

所著重的，關於基督天上的職事乃是說到繁殖。

在這裏，我們看見一個過渡，使徒行傳乃是從基

督地上的職事過渡到祂天上的職事。恢復本對這

卷書所列的主題：復活的基督在升天裏，憑着那

靈，藉着門徒，為着產生眾召會－神的國－的繁

殖。這可以說是整卷使徒行傳的結晶。還有一個

點，關於行傳這卷書，是沒有結束的。原因乃是，

復活的基督並沒有停止行動。阿利路亞！

　這篇綱目，有四個大點。第一大點說到基督在

祂升天裏的身位。後面的幾個大點，就是看到我

們怎樣合作，在全地繁殖這位復活的基督。關於

我們的合作有五個關鍵辭。這就是使徒行傳給我

們看見的，主如何在祂的身體裏興起一班見證

人，他們是憑着那靈在身體裏，在水流中並在生

命裏行動。
真理要點

　耶穌的成為肉體，使祂成為一個人；祂的人性

生活，使祂有資格作人的救主；祂的釘十字架，

為人成就了完全的救贖；祂的復活，稱義了祂救

贖的工作；祂的高舉，使祂就職為管治的元首，

能以作救主。主是神，祂一直是主（路一 43）；

但主是人，祂是在復活裏將祂的人性帶進神裏面

以後，纔在升天裏被立為主。祂是神所差並所

膏的一位，生下來就是基督（二 11，太一 16，

十六 16，約一 41）；但連這樣的一位，也是在

祂的升天裏，纔正式被立為神的基督。

　我們要與升天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作，以繁殖那

復活的基督，就需要：

　一、在那靈裏的行動。現今在我們裏面有氣，

在我們身上有颳過的風。我們裏面有三一神作我

們的生命，外面有同一位三一神作我們的權柄而

行動。

　二、在身體裏的行動。使徒行傳乃是記載一班

人，在身體裏、藉着身體並為着身體而行動並作

工。

　三、在神聖水流裏的行動。使徒行傳這卷書我

們看見一道神聖的水流，一道唯一的流；只有一

道水流，只有一個流。

　四、在憑着一班見證人的行動。主在升天裏完

成祂在諸天之上的職事，乃是藉着這些在祂復活

生命裏，帶着祂升天能力和權柄的見證人，將祂

自己擴展出去，作為神國的發展，從耶路撒冷開

始，直到地極。

　五、在生命裏的行動。我們與升天基督天上的

職事合作，以繁殖復活的基督，乃是在生命裏的

行動，為着福音的擴展。

負擔應用

　正確的傳福音，不是由差會所組織起來的一個

運動，而是在基督天上職事之下生命裏的行動。

基督是頭，執行祂作頭的權柄，在各處推動祂的

門徒。他們也很儆醒，回應祂天上的職事。盼望

在主恢復裏的傳福音也能如此：在生命裏得勝的

行動，在基督的元首權柄之下，與祂天上的職事

配合。

　奉獻將身體獻上，作主的見證人，憑着那靈在

身體裏，在水流中並在生命裏，每週福音出訪至

少一次，成為我們的生活，堅定持續，直到主來，

願主恩待我們。（俞勇弟兄）

QR Code 週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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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下一切事奉神

　現今在神的兒女中有一個現象，以為事奉神乃

是優待神。今天我要問你們，你是否看見寶座上

發光的榮臉？除非我們真是看見神在寶座上的榮

耀，我們就不能撇棄一切。想想世界是多麼可

愛，瑪門（指錢財）又是何等寶貝；人對於財物

都是頂有興趣，誰都不能丟棄。但如果一個人看

見過祂的榮耀，就會像保羅一樣，感覺甚麼都變

成糞土，惟有祂是寶貝。

　有人以為捐一點錢就是優待神，那裏知道神若

肯接受我們的奉獻，乃是因為祂的憐憫。我認識

兩位年輕弟兄，他們在社會上有一點地位，所以

他們很驕傲，以為來事奉神是很優待神。我曾聽

見他們說，『像我這樣的人，本來在社會上很可

以有地位的，但今天來事奉神了。』我聽了就對

他們說，『你錯了，召會這兩千年歷史中，不知

有多少事奉神的人，是比你更好的人；他們因着

認識那受膏者的寶貴和榮耀，從來不以為事奉神

是委屈，倒感謝神的大憐憫，肯賜下火來，收納

自己這樣一個罪人的事奉。你這瞎眼的人哪，豈

不知那一天將到，你所以為優待的這一位，要在

榮耀裏被歡呼為神的基督麼！請你先想清楚，是

誰優待誰。』

　我們就是跪着、爬着、俯伏到神的面前，也要

求祂讓我們能事奉祂。祂若肯收納我們的奉獻，

乃是祂憐憫我們，恩待了我們。奉獻是我們蒙了

祂的恩，是神優待我們，肯收留我們。

　我們的奉獻表示我們對主的估價有多少。我們

越寶貝主，就越將我們所有的奉獻給主。你們個

個都有你們寶貝的東西，但交出來，不只是寶貝

交出來，乃是把你的一切都交出來。已往召會懼

怕太過，所以最多只敢叫你將寶貝獻上。今天召

會不該怕，要敢對人說，你要將一切都獻上。當

你不認識主時，你只把寶貝交給主；當你認識主

的榮耀時，你要對主說，『我把已往的寶貝、今

天的寶貝都奉獻給你；不只這些，連我將來的一

切都奉獻給你，求你悅納。』你不給出去，裏頭

就覺得悶氣，非這樣作不舒服。我們的奉獻表示

我們對主的估價，表示我們到底為着祂肯出多少

的代價。在猶大眼中，主只值三十兩，就是奴僕

的價值。對今天的世人來說，祂是奴僕，人頂多

肯出三十元買祂。你出多少呢？

　容我說一個故事：戰亂以後，弟兄姊妹生活都

很艱難。那時，有一位弟兄向一位姊妹求婚，說

好要訂婚。這位弟兄就來找我說，『我要結婚了。

我一生一世沒有求過人，現在求你幫助我結婚。』

他需要的數目相當大，我問他說，『現在各方面

都很艱難，你想這數目會不會太多呢？』他回答

說，『按我想，還是花得太少了。』但已經比別

的弟兄多了七、八倍。他想了半天，鄭重回答我

說，『我想，沒有一件東西，對於她會是太過

的。』我覺得無話可說，就把他所要求的給他。

但是過了二個月，我勸他把所有的賣掉，奉獻給

神。感謝神，他聽了我的話，都賣掉了。

　許多時候，我覺得就是把我的一切，把我一生

所有的，甚至把我的命、我的血都放在祭壇上奉

獻給神，都還覺得不彀。正如那位弟兄所以為

的，當他愛他的未婚妻的時候，他覺得沒有一件

東西，對於她會是太過的。當我們真是寶貴祂的

時候，就沒有甚麼東西對於祂會太過，會太貴；

就是把我們所有最珍愛的寶貝，都奉獻在祂的身

上，我們也不覺得有甚麼羞愧。祂值得我們這樣

全然的奉獻。我們對祂的估價，是否遠超過這一

切？

　你奉獻也許是流着淚奉獻。你的眼淚也許都還

沒有擦乾，但你的心中充滿喜樂。最深的喜樂乃

是帶着眼淚的喜樂。那時你會覺得：我只慚愧給

祂不彀多、不彀好；沒有一件東西給祂是不值得

的。我們不是湊熱鬧跟着人作，實在是看見神恩

待我們，願意收納我們的奉獻。這個叫作在復活

裏認識祂，就是這個叫當初的召會有那樣的奉

獻。

　所以我們盼望在這些日子，許多弟兄姊妹要學

習衝上來，來到主面前對主說，『這不過是我的

一點，求你降下火來收納。』你想你能在祂面前

事奉祂，是你優待祂呢，還是祂優待你呢？一切

認識神的人，都得臥在塵土中，都得五體投地的，

巴不得把所有的一切獻給神，並且敬拜感謝祂。

我們蒙了神的大愛和憐憫，能彀事奉祂，這是我

們應當感謝祂，不是我們優待祂；是祂肯接受我

們的奉獻，不是我們肯給；事奉神是我們的榮耀，

是無比的榮耀！（主恢復中成熟的帶領，第九篇

撇下一切事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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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生命讀經導讀(十二 )爭戰—巴勒的惡意和巴蘭用詩歌申言

壹、本週進度：民數記生命讀經第三三至三五篇，民數記第二二至二四章。
貳、信息導讀：
　本週我們接着來看民數記第二十二和二十四

章，說到巴勒的惡意和巴蘭用詩歌申言。

巴勒的惡意
　在前一章裏，以色列人與亞拉得王、亞摩利王

和巴珊王爭戰，並戰勝他們。這時，仇敵改變了

抵擋以色列人的方式。摩押王巴勒與米甸人聯

合，打發他們的長老去引誘巴蘭來，為他們咒詛

以色列人。然而，耶和華不容他與他們同去。

　巴勒又差遣臣僕，比先前的更多、更尊貴，以

引誘巴蘭。神讓巴蘭去，巴蘭就去了。但神因着

巴蘭去，就向他發怒；耶和華的使者站在路上敵

擋他，用他所騎的驢向他說話。最後，巴蘭知道

去是錯的，但耶和華的使者容他去，吩咐他只要

說耶和華的使者對他所說的話。

　我們有很多時候，知道作某一件事不是出於主

的，卻仍尋求主在這事上的帶領。雖然我們知道

事情是錯的，卻要問主我們該不該作。這就引到

自欺。在民數記二十二章，巴蘭實際上就是自欺。

巴蘭用詩歌申言
　第一首歌啟示以色列人是聖別的。『這是獨居

的民，不將自己算在萬民中。』（民二三 9。）

第二首歌啟示以色列人是完全的。『祂在雅各中

未見罪孽；在以色列中未見禍患。』（民二三

21。）

　神的觀點與我們的觀點不同。我們若看見這

點，每當我們說到聖徒的缺欠時，我們就會謹慎。

按照我們的觀點，某位聖徒可能有許多缺欠，但

按照神的觀點，這位聖徒是完全的。

　第三首歌啟示以色列人是美麗的。『雅各阿，

你的帳棚何等華美，以色列阿，你的居所何等華

麗！』（民二四 5。）

　第四首歌啟示基督乃是星和權杖，祂是帶着包

羅萬有之能力和權柄的全能者。（民二四 17。）

這位基督要擊碎摩押的角，就是巴勒的一個國

家，並要毀壞哄嚷之子。（摘自民數記生命讀經

第三十二至三十五篇。）

叁、複習問題：
　一、巴蘭為何想去咒詛以色列人？是否與神的

　　　心意相同？我們又該如何經歷並應用？

　二、在巴蘭的申言中，在神的眼中，以色列人

　　　是如何的？我們又該如何經歷並應用？ 

恢復本經文生命讀經 上網登計

　　      －受浸新人－

101 毛齊武、毛謝素玉、李百揚、謝宏杰、張漢隆、

陳俊憲 102陳大鴻、莊碧桃、鄭立松、林時、吳福星、

吳胤霆 107 陳浚豪、吳宗憲、吳惠琴 201 羅偉權 202
黃陳金柳、溫子儀、阮重權 203 黃茂銓 204 林啟賢、

黃淳妍 211 董品汎、黃謹瑜 301 徐曼菱 302 林采纁、

賈林瑤玉、盧漢鍊、薛永雲、薛高明婉、薛定旻 303
林鴻儒、鄧如玲 305 呂建慧 401 張吉勝、黃怡菁、施

嘉竹、鄭絢仁 402 張佑旭、張陳禎芳 404 王建勛、江

秉柔、吳素蘭 405 陳妍蓓、余明展 501 吳明叡 502 劉

嘉玲 503 梁秀娟、徐承毅、王琨、杜永吉 511 鄭緯衫

602 陳惠貞、李正忠 604 姜玉珠、謝雅棋 701 謝碩偉、

鐘晨恩、呂欣融、楊濟瑋 702 蘇章耀、林盈霖、何昕

宸 703李真 711史提多 801莊迎昕、鄧耀貴、羅梓瑜、

鄧黃美枝、林沛瑩、陳永慶 802 廖鈺馨、周麗華、周

梁有 902 曾惠玉、蔡永成、龔熾寶 1001 賴雅伶、李

蜀華、歐小紅、林德華 1002 邱兡勛 1003 李麗華 1101

何春、鄭米秦、王美麗 1102 陳黃裁、康智豪 1103 楊

宗憲1104余紳睿、蘇冠瑜、陳吳笑、林再發、陳國賓、

陳進福、湯世傑、王怡潔、冉懋國、王泰程、戴王書、

劉彩妤 1201 郭馨怡、郭馨玫、郭馨慧、郭珮甄、曾

水祥、曾駿宇、曾品潔、郭佳儀、李美真、李舜邦、

黃怡玲、陳瀅緁、方明郎、蘇名暌、黃玉盆、林翊涵

1301 黃啟敏、林家興 1302 李壬印、李胡美娟 1303 蔡

寶釵、賴翊蓁1401陳怡璇、楊詠婷、陳昆隆、沈煌恩、

廖謙睿、林怡君、黃宗義、吳田全、李進成、戴義朝、

蔡嘉源 1402 張婷珊、查竣騰、胡家齊 1404 徐英傑、

魏隆輝、林乾元、林德信 1502 王鴻貞、魏立璟、劉

旻安、劉政豪、吳曾招治、鄭鈞澤 1601 高鈺寧、曾

于溱、楊雪伶、陳芸蓁、林永哲、林佳潔、陳家忠、

陳宣文、陳萬和、許玟涵 1602 何俊寬、洪偉欽、謝

孝顯、趙宛儀、林輝鴻、邱王詩雅、曾品慈、呂韋辰、

李俊霖、陳書翰、鍾芳松 (截至 5/21，共 168位新人 )。

我們都是神家裏的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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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中愛筵－數算恩典展覽基督負擔交通

　在今年的開始，召會訂定了往前的目標為：『點

燃福音熱火，交出接受成全』。主讓我們看見，

當我們得救時，神不只給我們一個新生命，也給

我們一個新職業，就是傳福音。所以一面我們享

受召會生活，一面我們還須擔負傳福音的使命。

因此我們每個人都要領受傳福音的託付，而向主

禱告：願召會被福音的火所焚燒，這福音的火先

點你我，先點召會！

　已過半年，聖徒們週週堅定持續的出訪，月月

積極實行小排福音饗筵，使福音的架構作到我們

的生活裏。四月份接續在大專福音節期之後，更

有為期三週的社區福音節期。當我們願意把自己

交出來，在活力組的配搭裏前去探訪人，就經歷

被經綸的靈充溢，放膽傳講福音，帶人得救，嘗

到無比的喜樂。無論兒童公園福音、青少年火車

站前發放福音單張、手語聖徒馬路福音的傳揚以

及活力組社區的叩訪；個個被福音的熱火焚燒，

聖徒們的腳蹤遍及各處，實在佳美！這實在是與

基督天上的職事配合，摸着父神愛和赦免的心，

與救主基督牧養和尋找的靈，如同福音書所啓示

的一般。

　這次社區福音節期，聖徒共有 1119 位走出去

叩門訪人。各區的福音聚會共有 362 位福音朋友

參加，其中有 104 位受浸。到了五月七日眾人一

同歡樂，因為在安定成立了 1104 區，開始了擘

餅聚會；主的名在安定區被高舉，阿利路亞！這

是我們在身體裏，同心合意配搭開展所産生的甜

美果實，願這福音的火繼續焚燒，燒遍整個居人

之地！

　除了訪人傳福音，我們還需要把自己擺在召會

中，接受恩賜者的成全，使我們的生命得以長大，

恩賜得以發展。因為召會是藉着所有受成全的肢

體建造起來的。所以每位聖徒都要接受成全並得

裝備，在申言、傳福音、牧養新人、教導真理的

事上得着造就，而成為活而盡功用的肢體。如此

召會生活的實行被加強並拔高，基督的身體也纔

能全面被建造起來。  
　感謝主！已過半年主帶領聖徒有分於弟兄和姊

妹分開時段的成全訓練；以活力組的方式一同參

訓，並在生活中一同複習。有訓並有練，實在蒙

恩！此外，對於新得救的聖徒，召會也豫備一期

八週，有系列、有進程的初信成全。盼望也藉着

乳母繼續的餧養，每個新人都能成為常存的果

子，作召會生活明亮的見證。

　為了展覽這半年我們所蒙的恩典，六月時全召

會各區將有【年中愛筵】。我們要邀請新人一起

見證展覽，數算主恩。除了向主獻上感謝和讚美，

更向主有更新的奉獻。此外，我們都要前去廣邀

久未謀面的聖徒回家，享受父家的豐富，安家召

會得着真正的滿足與安息！（戴冠璋弟兄）

　　　　  －姊妹成全－

第四篇　犧牲，與全體奉獻為着身體的事奉（一）

　今天姊妹成全的聚會，算是我們這一系列信息

的最後一次。下個月我們將有全召會的奉獻聚

會。所以在這個總結的負擔裏面，實在盼望姊妹

們都能看見主的恢復就是要恢復人人事奉。在召

會中，不該是由少數人專特的來事奉。真實主的

恢復是身體的恢復，是身體一起來事奉。每一個

肢體都該盡功用事奉神。但是要作一個事奉神的

人，我們每一位信徒都要學習過奉獻的關。今天

你願意更多的把自己擺在召會中來事奉，你就必

須奉獻你的時間，你的體力和你的生活。如果沒

有奉獻，你是沒有辦法把自己擺出來的。所以我

們今天要在身體裏事奉主，我們一定需要過一個

奉獻的關。所以倪弟兄說，『不管我們的職業和

身分是甚麼，我們都是，我們也都可以作一個事

奉神的人。』

　講到事奉神，他說，『將自己獻給神，不是為

神作工，乃是讓神作工。凡不能讓神作工的，就

不能為神作工。』親愛的姊妹們，當我們有心願

意來服事主、來事奉神的時候，第一件我們該作

的事，還不是我們為祂作甚麼。我們覺得事奉主，

就是為祂得些人來獻給祂，並不是這樣。事奉主

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我們這一個人完全的獻上

給神。為甚麼呢？你先把你自己獻上給祂，神就

得着你的允許，神就能在你身上作工。只有一個

肯讓神在他身上作工的人，他纔能真正為神來作

工。

　所以在以弗所書第二章第十節，那裏說得很

好，『我們原是神的傑作。』我們是神的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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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製作的結果。外面的材料是死的，人要怎麼

製作，完全在乎人。但問題在於我們是活祭，我

們是活的，活的材料。所以主需要你我的允許，

祂纔能在我們身上作祂所要作的事。那我們怎麼

能允許祂呢？就是藉着我們的奉獻。我們奉獻的

越多，我們越給祂有地位，我們越給祂有通路，

主就在我們身上能作祂要在我們身上所作的。在

神計畫裏的救贖一書中，李弟兄這麼說，『我們

將自己獻給祂，就是同意祂，讓祂在我們裏面，

在我們身上隨意工作。』所以真實的奉獻，就是

『同意』！

　親愛的姊妹們，我們都渴望能彀有一種的能

力，我們都渴望有一種的恩賜，我們都渴望有一

種的職分，能彀來服事祂。但是，我們需要先作

一件事，就是『阿們』，同意，獻上自己，讓主

在我們身上隨意的來作。他繼續說，『主的生命

在我們裏面，正在等候我們給祂機會。只要我們

願意將自己交給主，同意祂在我們裏面作祂所要

作的，祂的生命就立刻在我們裏面運行。』祂的

生命沒有辦法運行工作，是因為我們在那裏拒

絕，是因為我們的抵擋。但甚麼時候當我們把自

己交給祂，我們『阿們』祂的時候，親愛的姊妹

們，神的生命是要立刻在我們身上運行，把我們

作成祂的傑作。

　記得我第一次奉獻的時候，是我國二的時候， 

參加了一個全召會奉獻聚會。在聚會中，我就被

眾聖徒奉獻，和他們對主的愛所摸着，我裏面非

常非常的感動。然而我不知道甚麼叫奉獻，也不

知道怎麼奉獻。所以我第一個奉獻書，是我母親

幫我寫的，只寫了一句話，『願我父親所事奉的

神，也成為我所事奉的神。』你看這話應驗了

嗎？這話果然應驗。好像是我母親幫我寫的，但

是我很清楚的記得，當我自己在那裏奉獻，宣讀

我的奉獻書的時候，我真覺得這句話就是我自己

寫的。我們只要肯願意在主面前奉獻，主都能保

守我們的奉獻。

　第二次的奉獻，是在我考上大學的時候，那是

我第一次參加全臺灣的大專特會。那次遇到一件

事情，我差點半途就要溜回家去。但是後來主藉

着我的同伴，要我再參加晚上那一場最後一場的

聚會。那一場聚會我就被主摸着了。那一場聚會

講甚麼呢？那一場聚會就講，我們需要把我們的

口奉獻給主。我們要學習在每一個聚會中為主說

話。而那一天，我就站起來，把我的口奉獻給主。

後來我真的是經歷，當我到了大學來讀書的時

候，許多時候來參加聚會時裏面真是空空的，你

要我講甚麼呢？但是很奇妙，每次聚到一半，聖

靈就開始運行了。當我在那裏說，『阿們，阿們』

的時候，裏面就好像有一個東西想湧流出來。我

越壓抑那個東西，我就越發抖。直到我站起來講

完了，裏面覺得舒暢無比。我就發現，因着我的

奉獻，在每次的聚會中，裏面就有一股推動我的

力量，叫我一次一次願意在召會中，學習來為主

說話。（待續）

　　  　　－姊妹成全－

  －報告事項－
 夏季結晶讀經訓練
   一、假日班　時間：7/22~23, 7/29~30, 14:55~20: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二、白天班　時間：7/24~29, 7/31~8/5, 9:00~11:00， 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三、夜間班
大區 地點 時間 總管 日期

一 青年路會所 20:00~21:30 李永茂、王瓊霞 7/24~7/28, 7/31~8/5, 8/7
二 北門路會所 19:30~21:30 林益生 7/24~7/28, 7/31~8/5

三、四、七、九 裕忠路會所 19:30~21:30 柯昇佑、吳志鴻 7/24~7/28, 7/31~8/5
八 仁安路會所 19:40~21:30 徐祥瑋 7/24~7/28, 7/31~8/5, 8/7
十 崑山會所 19:30~21:30 潘聖良 7/24~7/28, 7/31~8/5, 8/7

十二 佳里區會所 19:30~21:30 陳韋字、林秉斌 7/24~7/28, 7/31~8/5
十四 新營區會所 19:30~21:10 林進貴 7/24~7/28, 7/31~8/5
十六 鹽行會所 19:30~21:30 蔡登南 7/24~7/28, 7/31~8/5, 8/7

四、報名：請於 6/22（四）前將 excel 格式報名表電子檔寄至 likoan@agt.chinalife.com.tw 。
五、奉獻款項：凡報名者應為訓練擺上個人奉獻新臺幣 600 元，即日起請投入奉獻箱內，並註明    

        為『結晶讀經訓練』用。

六、訓練教材：請向各小區書報服事者繳費訂購。( 請按教材訂購單登記繳回書報室 )

七、訓練總管：李可安弟兄 0935-565982、陳王永江弟兄 0932-87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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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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週，「職事文摘」

　　　 第一卷第七期－基督作大祭司－供應、代求、拯救到底，回到靈裏對基督有深刻的經歷。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5/28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十一課下半。

　   4. 書報「結常存果子的訓練與實行」第 1~2 篇，「民數記生命讀經」第 33~35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4:28~30
　弗 4:28    偷竊的不要再偷，倒要勞力，親手作正經事，好有所分給需要的人。  

    弗 4:29    敗壞的話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按需要說建造人的好話，好將恩典供給聽見的人。 

    弗 4:30    並且不要叫神的聖靈憂愁，你們原是在祂裏面受了印記，直到得贖的日子。 

    Eph 4:28  He who steals should steal no more, but rather should labor, working with his own hands in
                    that which is respectable, that he may have something to share with him who has need. 
    Eph 4:29  Let no corrupt word proceed out of your mouth, but only that which is good for building
                    up, according to the need, that it may give grace to those who hear. 
    Eph 4:30  And do not grieve the Holy Spirit of God, in whom you were sealed unto the day of
                    rede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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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8( 主日 ) 口賽 9:1-21 口提前 1:15-20  口帖前 1:15
05/29( 週一 ) 口賽 10:1-34 口提前 2:1-7  口帖後 2:5
05/30( 週二 ) 口賽 11:1-12:6 口提前 2:8-15  口帖後 2:8
05/31( 週三 ) 口賽 13:1-22 口提前 3:1-13  口帖後 3:1
06/01( 週四 ) 口賽 14:1-15 口提前 3:14-4:5  口提前 3:15
06/02( 週五 ) 口賽 14:16-32 口提前 4:6-16  口提前 4:12
06/03( 週六 ) 口賽 15:1-16:14 口提前 5:1-25  口提前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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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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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9( 週一 )
05/30( 週二 )
05/31( 週三 )
06/01( 週四 )
06/02( 週五 )
06/03( 週六 )

  －報告事項－
　壯年班展覽暨日間追求班結業聚會

時間：6/10（六）改至 19: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參加對象：1. 所有參加過壯年班訓

練之聖徒。2. 所有參加過日間追求班之聖徒。3. 凡有渴慕前來享受聚會者。※ 請所有參加過

壯年班訓練聖徒，於當日 18:00 前帶菜至大會場愛筵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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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

2017 年 4 月份財務奉獻收支概況
    科目 / 項目 經常費開支 全時間服事 福音工作 海外開展 其他代轉 本月總計

上月結存 618,605 -677,796 400,287 0 0 341,096 
本月收入 1,534,731 762,900 201,450 451,900 138,356 3,089,337 
本月支出 1,302,472 912,294 33,890 451,900 138,356 2,838,912 
本月結存 850,864 -827,190 567,847 0 0 591,521 

1. 本月個人奉獻包計 130 包。      
2. 海外開展奉獻累計 2,333,074 元，目標達成率 4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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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
　法國：1.巴黎召會興起更多聖徒起來牧養；擴大聖徒晨興網，興起本地聖徒有晨晨復興的生活。

       　　 2.史特拉斯堡聖徒被加強得穩固，興起金燈臺。

    德國：1.法蘭克福，興起牧者餧養新人（包括中東移民）及校園工作開展。

                 2.興起各地聖徒移民至德國開展，並參加七月二日～八月四日在安那翰舉行的移民訓練。
　台南市召會
    週週出訪：建立福家架構、養成生養習慣－聖徒出外傳福音，餧養新人；受浸新人持續接受牧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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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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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召會奉獻聚會：聖徒個人或家庭奉獻，過奉獻的關，走奉獻的路，過奉獻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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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七月初高三指考代禱名單：楊宣綸、洪笙峰、劉奕宏、許新晨、陳琦恩、吳又新、

                      曾子嘉、李愛佳。若有增加的代禱名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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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全召會日間追求班專題交通及結業預演
　 時間：6/8（四）9:00~11: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歡迎聖徒參加（不限有否報名日間班）。

　全召會奉獻聚會
一、時間：6/11（主日）18:30~21:30，6/18（主日）15:00~18:00。

二、地點：裕忠路會所。

三、奉獻方式：個人或家。

四、報名：請將奉獻單（紙本或電子檔）交至或寄至執事室余周慧雯姊妹，以便安排奉獻順位。

　　　　  細節請詳見奉獻單上說明，奉獻單請上召會網站下載。截止日：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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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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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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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於 5/28（主日）前向盧品臻姊妹報名 0982-326-252，e-mail：crystalsisi51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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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壯年班訓練學員　時間：6/10~11，接待：三、四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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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負責訓練及姊妹成全信息合輯　每本 25 元，請各區向執事室余周慧雯姊妹登記並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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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