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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升天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作』信息要點

第六篇　回應基督在祂天上職事裏的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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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第三頁。

前言

　本篇信息接續上篇關乎基督的祭司職任，希

伯來書所啟示基督祭司職分的三方面。基督照着

亞倫等次的祭司職分，爲着罪獻上祭物，已經一

次永遠的成就了，那是祂地上的職事。但今天在

祂天上的職事裏，祂是作爲君尊和神聖的祭司職

分，祂的工作還沒有完成。基督在祂天上職事裏

牧養、照顧羣羊，但特別來說，祂在代求。祂爲

我們代求，祂非常忙碌，祂的工作尚未完成。而

基督在祂天上職事的代求並非單獨成就，祂需要

祂身體的配合。我們需要回應基督在祂天上職事

裏的代求，使基督屬天的代求，佔有我們的禱告。 

真理要點

　基督作爲君尊和神聖的大祭司一直在爲我

們代求：來七 25『所以，那藉着祂來到神面前

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爲祂是長遠活着，爲

他們代求。』『拯救到底』的意思，是『拯救得

全備，拯救得完整，拯救得完全，拯救到極點，

拯救直到永遠』；基督作我們的大祭司，能拯救

我們到最完滿的程度，就是能在各種處境和光景

中拯救我們。基督是長遠活着，永不改變，現今

祂正為我們代求，使我們完全蒙拯救，並全然被

帶進神永遠的定旨。

　在羅馬八章，基督在神的右邊爲我們代求，

而那靈在我們靈裏爲我們代求：羅八 34『誰

能定我們的罪？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已經

復活了，現今在神的右邊，還爲我們代求。』這

節聖經說出，基督爲我們死了，復活了，現今在

諸天之上神的右邊爲我們代求。羅八 26『況且，

那靈也照樣幫同擔負我們的輭弱；我們本不曉得

當怎樣禱告，只是那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

爲我們代求。』這裏的輭弱特別指着在禱告事上

的輭弱，基督作為那靈，幫同擔負我們的輭弱。

一端祂是那靈在我們裏面，可能是爲我們發起代

求；一端祂是主基督在神的右邊，可能是爲我們

完成代求。羅八 27『那鑒察人心的，曉得那靈的

意思，因爲祂是照着神爲聖徒代求。』那靈的心

思與我們的心思調和，鑒察的靈照着神自己爲我

們禱告，使我們得以模成祂兒子的形像。

　我們需要回應基督在祂天上職事裏的代求：

基督的代求需要我們的回應；我們應當有分於

基督代求的生活，並成爲基督天上職事之代求在

地上的反映，以代求之基督的禱告爲禱告。藉着

我們的禱告，祂就得着一條路，藉着祂的身體施

行祂的行政。
負擔應用

　一、今天在看得見的事物幕後有一場屬靈勢力

的爭戰，就是神與祂仇敵撒但之間的爭戰，我們

必須有分並靠禱告與神一同爭戰，對抗那惡者撒

但。我們也需要除去與神之間任何絕緣體，保守

在升天的地位上，使我們的禱告有權柄，對付神

的仇敵。

　二、我們需要建立代求的生活，回應基督在祂

天上職事裏的代求，特別是參加召會的禱告聚

會，為着主今日的行動禱告，使主得以綑綁那惡

者，開展祂的國度。

　三、我們需要拿起負擔，爲年輕一代代求，今

天的世代邪惡，求主得着年輕人為着祂的恢復，

完成祂的經綸。（丁仁東弟兄）

QR Code 週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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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主的羊－結常存的果子

結常存的果子，要靠家聚會
　（一九八七）這一年來，有一萬三千多人在臺

北受了浸。若是我們的家聚會作得不好，托住力

不彀，一定會有好些新人落下去。約翰十五章

十六節說，『要你們的果子常存。』主不僅要我

們結果子，還要我們的果子常存。所以，叩門訪

問，帶人信主得救，是結果子；作家聚會，就是

叫果子常存。換句話說，我們去叩門訪問，帶人

得救、受浸，是把人生下來；家聚會就是人生下

來之後的養。每個作母親的都知道，孩子生下來

之後必須養。若不養，孩子定規夭折。

　若是我們得了一萬三千多位新人，結果失去了

一萬二千多位，存活下來的並不多，聖徒們就很

容易敗興。所以我們必須努力，把這些新人一個

個『撫養』起來；這完全在於家聚會。家聚會如

何，乃是新路成功最終的一個祕訣。我們叩門，

人得救、受浸了，但這還不是結論。在叩門的事

上，我們都知道，摩門教和耶和華見證人會，都

以叩門起家。不巧的是，他們是二大異端。這二

大異端，對於主耶穌的身位都有異議，他們不承

認主耶穌是神，但他們叩門也很有果效。所以，

叩門帶人得救不是最終的結論，還要看我們所結

的果子是否常存。

　這是兩面的考驗。一面我們帶許多人得救，但

另一面這些人能否存活，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可

以說，叩門帶人得救這場戰，我們打贏了；但這

個贏還得有一個印證，一個結論。這個印證、結

論就在於家聚會，就在於這些叩得的果子活不

活，常存不常存。（結常存的果子，第三篇與主

同在、同活、同結果子）

約翰二十一章是約翰福音的完成和總結
　約翰福音有二十一章，但事實上結束於二十

章。整卷書說到基督在地上的職事，開始於祂這

神的話成為肉體，成了一個在肉體裏的人，結束

於祂這末後亞當的復活，成了賜生命的靈。因

此，二十一章應當是一篇附言。這樣說雖然是對

的，但更內在的說，二十一章乃是約翰福音的完

成和總結。沒有二十一章，約翰福音就不完全。

該章總結整卷約翰福音，給我們看見基督在天上

的職事與使徒在地上的職事一起合作，以完成神

新約的經綸。
在祂地上的職事裏

　主的牧養先是在祂地上的職事裏。主看見以色

列人如同羊，受到他們首領的攪擾；他們如同羊

困苦流離，沒有牧人。主這位神選民的牧人就禱

告，於是神告訴祂所差的這一位，要設立十二使

徒，使他們照顧神的羊。

在祂天上的職事裏

　然後，主的牧養是在祂天上的職事裏，照顧神

的召會，結果帶進祂的身體。當主在地上時，祂

是在牧養。祂復活升天之後，仍然在牧養。

 託付彼得餧養祂的小羊並牧養祂的羊
　當主在復活之後，升天之前，在祂一次的顯現

裏，託付彼得，當祂不在這裏而在諸天之上時，

要餧養祂的小羊，並牧養祂的羊。牧養含示餧養，

但牧養所包含的比餧養更多。牧養乃是給羣羊周

全、柔細的照顧。

把使徒的職事與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併

　這是把使徒的職事與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併，以

照顧神的羊羣，就是召會，結果帶進基督的身體。

使徒保羅關於牧養的話－長老牧養神的召會

　保羅在行傳二十章二十八節告訴以弗所的長

老：『聖靈立你們作全羣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

己謹慎，也為全羣謹慎，牧養神的召會，就是祂

用自己的血所買來的。』保羅雖然很緊急的要回

耶路撒冷，但在他的行程中，他打發人叫以弗所

的長老到他那裏去；然後向他們說了一篇很長的

話，記在行傳二十章。

以牧養的路來傳福音並復興召會
　盼望我們都禱告說，『主，我要得着復興。從

今天起，我要作一個牧人。我要去餧養人，牧養

人，把人聚成一羣。』在約翰十章和二十一章，

主用三個辭說到牧養的事：『餧養』、『牧養』、

『成為一羣』。祂說，『餧養我的小羊，』又說，

『牧養我的羊。』祂也說，『我另外有羊，不是

屬於這圈的；我必須領他們來，他們也要聽我的

聲音，並且要成為一羣，歸一個牧人了。』另外

的羊就是外邦的信徒，他們要與猶太信徒聯結在

一起，成為一羣。主用『羣』作為名詞，我也喜

歡將這辭用作動詞（意指使羊成為一羣）。我們

該學習餧養人，牧養人，並使人成為一羣。眾召

會都必須學習如何使人成為一羣，好叫他們能調

和在一起。在聚集成羣的氣氛中，人就被主征服、

勸服，得着主的滋養和挑旺。所有鄰近的召會該

成為一羣，好得着牧養，並被挑旺。（牧養主的

羊，第五篇使徒的職事與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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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生命讀經導讀(十四 )爭戰—關於供物的律例

壹、本週進度：民數記生命讀經第三九至四一篇，民數記第二八至二九章

貳、信息導讀：
　本週我們接着來看民數記第二十八章至二十九

章，說到關於供物的律例。

所獻的供物乃是神的食物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說，

獻給我的供物，就是獻給我作怡爽香氣之火祭的

食物，你們要按日期獻給我。』（民二八 2。）

在這節神說到祂的食物。神要摩西囑咐百姓顧到

神的食物，按時向祂獻上食物。你聽過神要喫東

西嗎？我們喫自己的食物時，需要記得神也想要

有食物，我們需要豫備一些東西給祂喫。

　神的食物包括祂子民向祂獻上的供物，這些供

物豫表基督的不同方面，基督乃是舊約一切供物

的實際和頂替。（來十 5 ～ 9。）

要按日期獻給神

　神的食物要『按日期』（民二八 2 下）獻給祂。

我們將看見，每日、每週、每月並每年，神都需

要喫。祂想要每日、每週、每月並每年都有所享

受。神每年的食物與每年的節期有關。

　基督是神每日的食物，（3 ～ 8，）每週的食物，

（9，）每月的食物，（11 ～ 15，）和每年的食物。

（16 ～二九 38。）因此，神的食物與神子民每日、

每週、每月和每年的生活有關。

燔祭伴有素祭

　燔祭是全然並完全焚燒為着神的滿足，卻伴有

素祭（民二八 5。），其中一大部分是為着祭司。

這指明當我們事奉神，向祂獻上基督作祂的食物

時，神就將祂食物的一份與我們分享。

　首先，我們享受基督作神賜給我們的一位。我

們經歷了基督，就將祂獻給神作祂的食物，然後

神就將我們所獻給祂的基督的一份，與我們分

享。這樣，我們就與神彼此同享包羅萬有的基督。

燔祭包括贖罪祭

　神雖然與罪無關，事奉的人卻是有罪的，需要

蒙救贖，纔有資格事奉神。因此，每月朔的燔祭

必須包括一隻公山羊作贖罪祭。（民二八 15。）

（摘自民數記生命讀經第四十至四十一篇。）

參、復習問題：
　一、為何神稱供物為神的食物 ? 又特別說到要

按日期獻上？有何屬靈涵意？又該如何應用？

　二、所獻上的供物中，與燔祭同獻的有素祭和

贖罪祭？有何屬靈涵意？又該如何應用？ 

恢復本經文生命讀經 上網登錄

　　   －初信成全－

　今年四月初的時候，在弟兄姊妹的鼓勵下參加

了這一期的初信成全。感謝主，在三～四月時有

一些弟兄受浸，於是我與這些弟兄們就一起來到

初信成全班，進入生命課程。從第一週到第七週

的課程，每一週對我而言都是全新的領受，就像

是活過來一樣。

　在初信成全課程當中，我們一起操練我們的

靈，運用我們的靈。不論是呼求主、禱告和禱讀

的操練，使我對基督有更多的享受。在小組操練

中，聽見弟兄們的分享，以及弟兄們的榜樣，也

幫助我得着餧養和供應。過去覺得這些雖是最基

本的原則，如今卻是我們享受主最實際的方式。

　我很摸着在第二週講課的弟兄題到，禱告是屬

靈的呼吸，讀經是喫飯。我們剛初生的嬰孩需要

屬靈的呼吸，也需要純淨的話奶來供應我們。在

第七週課程的經節，希伯來書第十章二十五節

說，『不可放棄我們自己的聚集。』在每一次的

初信成全聚會當中，主就堅固我們，使我們這些

初信的小羊都能彀在愛裏得着成全，建造基督的

身體。（701 區　陳威朋弟兄）

操練運用靈　得着餧養和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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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犧牲，與全體奉獻為着身體的事奉（三）

夏季結晶讀經訓練負擔交通

　　  　　　－交通－

　感謝主，帶領祂的眾召會進入結晶讀經，藉冬

夏季訓練一年兩次打開祂話語的豐富，使我們扎

實的被聖經各卷書中的真理所構成。以下是要來

夏季結晶讀經訓練一點負擔的交通：

　一、建造召會需要真理：『要產生召會，

使召會存在，並且建造召會，我們必須陳明那滿

了基督、滿了那靈、也滿了生命的扎實、活的真

理。神實行祂經綸的路，乃是使用祂的聖經。…

今天我們在這裏是為着主的恢復。長期來說，我

們確實必須幫助主恢復裏的聖徒進入拔尖的屬靈

教育。』（長老訓練第三冊，第十章）這些話說

明一件事，無論召會或個人的往前都需要扎實的

真理根基，一面我們需要積極實行生養教建以帶

進召會的擴增，一面也需裝備真理受到屬靈教

育。為此李弟兄於 1974 年開始，在安那翰每年

冬夏季生命讀經訓練，帶領眾聖徒一卷卷進入聖

經的豐富。1995 年完成新舊約生命讀經後，又

開始結晶讀經，使聖徒扎實的被聖經的真理所構

成。1980 年起台島眾召會也跟隨職事，開始各地

的冬夏季錄影訓練，以迄於今。

　二、結晶讀經訓練豫備新婦並保守眾召

會同心合意：結晶讀經的目的是將各卷書中的

真理要點，以全本聖經的角度拼出一幅完整的圖

畫，而啟示出神經綸內在素質的觀點。藉着弟兄

們的勞苦，全球眾召會逐年在職事話語的健康教

訓中得餧養，不僅使主恢復的聖徒們在內裏的構

成上得着造就，不易受教訓之風的影響而偏離，

並藉屬天的異象保守眾召會同心合意往前。新婦

的豫備是藉着話中之水的洗滌，當我們不斷在神

經綸善美的教訓上得着餧養，新婦就更多的被建

造起來。為着主新鮮、應時的向祂的恢復說話，

我們感謝主！ 
　三、以西結書結晶讀經訓練該有的豫備：
這次的夏季訓練信息，全召會將進入以西結書的

第二部分，從三十七至四十八章。在前次以西結

書結晶讀經訓練裏，主為我們開啟了以西結書一

章裏神榮耀的異象，啟示這位聖別的神在祂的榮

耀裏。在二、三章裏啟示喫書卷—喫並消化神的

話。接着在三十三至三十六章裏啟示神藉着生命

而有的恢復，給我們新心和新靈，又將祂自己的

靈放在我們裏面。但我們仍需要以西結書三十七

章，啟示神的靈如何進入祂的百姓裏面，為要點

活他們，使他們能成為團體的身體，形成軍隊，

並建造成為神的居所。我們也需要以西結書四十

至四十八章神聖別建造的異象。我們需要被帶到

高山，好看見神建造的異象，使我們藉着殿，祂

的住處，作規則和榜樣，核對我們的生活、行為

和工作。願我們都在這次夏季結晶讀經訓練裏蒙

恩。（丁仁東弟兄）

　特別是在馬太福音十九章題到，看哪，有一個

人到耶穌跟前來，說，夫子，我該作甚麼善事，

纔可以得永遠的生命？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以

善問我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進入生命，就要

遵守誡命。 他對耶穌說，那些誡命？耶穌說，『不

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 

當孝敬父母，又當愛鄰舍如同自己。』那青年人

對祂說，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還缺少甚麼？ 耶穌

對他說，你若想要完全，就要去變賣你的家業，

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諸天之上，你還要來跟

從我。那青年人聽見這話，就憂憂鬱鬱的走了，

因為他有很多產業。於是耶穌對門徒說，我實在

告訴你們，財主進諸天的國是難的。我又告訴你

們，駱駝穿過鍼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 

　所以我們真是要靠着主的救恩，把那些攔阻我

們的物奉獻給祂。特別是我們的財物，我們求主

得着我們的財物和奉獻，好叫主能得着我們的

心。有一次我聽見一個見證很感動，有一個弟兄，

他真的是財主，我們都知道他很有錢，他以前都

開很好的轎車，但是他有一次因着召會有一個需

要，他就願意盡力的擺上。所以，他願放棄高級

的享受，就買了一般的車子，好叫他能彀更多把

自己財物擺在主的手中好來事奉祂。

　最後我們要學習獻上自己。我們的身體要獻上；

我們的口要獻上為主申言；奉獻我們的腳作傳福

音之人的腳蹤；奉獻我們的手，能隨時舉起虔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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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來禱告；奉獻我們的眼不看別的，望斷以及

於耶穌；奉獻我們的耳，求主每早晨喚醒我們的

耳朵，賜給我們一個受教者的舌頭。

　親愛的姊妹們，召會為着我們具體的奉獻，就

在六月十一日和十八日有兩次的奉獻聚會，願意

這樣的奉獻聚會將我們的奉獻具具體體扎實的不

僅交給主，也交給召會。在這幾件事上，盼望弟

兄姊妹，正如林後九章七節說，『各人要照心裏

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神喜愛樂意

施與的人。』我們奉獻多少，完全根據於你在主

面前的負擔，和主給你的恩典。你的恩典是這麼

多，你就奉獻這麼多。我們在主面前，不需要有

任何的比較，我們就是照着裏面的感覺，裏面的

負擔，因為神喜愛的是樂意的施與。如果你覺得

有一點的勉強，神也不會悅納我們的奉獻。

　因此盼望，第一，每一位姊妹們在要來的日子，

我們真的是花更多的時間，安靜在主面前，好好

思念祂對我們的愛，也把我們與主之間還有甚麼

攔阻我們的，還有甚麼我們需要好好的在主面前

有點交的奉獻，並且把它寫在我們的奉獻書上。

在六月四日之前，能彀先將奉獻單交到執事室。

我們根據交進來的優先順序來安排奉獻的次序。

盼望我們都到主面前禱告，不是立志，都是因着

主愛的激勵，我們願意樂意的把自己奉獻給主。

　第二，在奉獻上不要比較，奉獻也不是一種作

秀。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在那裏有財主的奉獻，

也有寡婦兩個小錢的奉獻。但主所悅納的，不是

財主的奉獻，乃是寡婦的奉獻，雖然看起來非常

少，但是她盡上她所有的一切。所以我們不需要

跟任何人來比較，我們只需要盡我們的一切擺在

主面前。我們也要求主給我們有一個單純的奉

獻，誠實的奉獻。使徒行傳也給我們看見亞拿尼

亞欺哄聖靈，他沒有把他的錢財全部交出來，他

欺騙了聖靈，結果他得着屬靈的死亡。所以親愛

的姊妹們，我們就是照着我們所有的，照着我們

所得着的恩典，我們願意把自己擺在主的面前。

　最後，當你交出你的奉獻之後，你會不會一

無所有？感謝主，你就得着萬有了。創世記在

二十二章，當亞伯拉罕把他唯一的兒子以撒獻

上。他得着甚麼？神不僅豫備了一隻羊羔來代替

了以撒，神在結束之後，就用自己向亞伯拉罕起

誓，你的後裔要像海邊的沙和天上的星。如果亞

伯拉罕不獻上他獨一所寶愛的以撒，他仍然可以

有他的以撒，他就沒有像海邊的沙，天上的星一

樣多的後裔。但是當他把以撒奉獻上去，他不僅

在復活裏得回他的以撒，他的後裔要像海邊的

沙，和天上的星，主要不知道多少倍的來祝福我

們，真是零碎換來整個。願我們抓住機會再把我

們自己奉獻給祂。

　六月十一日區負責的訓練還是在晚上，然後姊

妹的訓練六月十八日還是在下午，但是我們都

改成為奉獻聚會，十一日是從晚上六點半到九點

半。十八日則是從下午三點到六點。我們鼓勵弟

兄姊妹奉獻，鼓勵一個家一個家的奉獻，也可以

一個人一個人奉獻。（林承恩弟兄）

　　  　　－姊妹成全－

  －報告事項－
 夏季結晶讀經訓練
   　一、班別：
　　　 清晨班　時間：7/17~22, 6:30~9: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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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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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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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瓊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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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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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奉獻款項：凡報名者應為訓練擺上個人奉獻款 600 元，請註明為『結晶讀經訓練』用。

　四、訓練教材：請向各小區書報服事者繳費訂購，英文摘要及信息 MP3 中英文亦可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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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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週，「職事文摘」

　　　 第一卷第七期－召會是基督團體的同夥、聚會中的讚美。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6/11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十二課下半。

　   4. 書報「結常存果子的訓練與實行」第 7~8 篇，「民數記生命讀經」第 42~44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5:1~3
　弗 5:1   所以你們要效法神，好像蒙愛的兒女一樣；  

    弗 5:2  也要在愛裏行事為人，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作供物和祭物獻與神，成

                為馨香之氣。 

    弗 5:3  至於淫亂、並一切污穢、或是貪婪，在你們中間連題都不可，如此纔與聖徒相宜； 

    Eph 5:1  Be therefore imitators of God, as beloved children; 
    Eph 5:2  And walk in love, even as Christ also loved us and gave Himself up for us, an offering and a 

sacrifice to God for a sweet-smelling savor. 
    Eph 5:3  But fornication and all uncleanness or greediness, let it not even be named among you, as is 
                   fitting for s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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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1( 主日 ) 口賽 26:1-21 口提後 3:14-4:8  口提後 3:15
06/12( 週一 ) 口賽 27:1-13 口提後 4:9-22  口提後 4:17
06/13( 週二 ) 口賽 28:1-29 口多 1:1-4  口多 1:1
06/14( 週三 ) 口賽 29:1-24 口多 1:5-16  口多 1:9
06/15( 週四 ) 口賽 30:1-33 口多 2:1-15  口多 2:14
06/16( 週五 ) 口賽 31:1-32:20 口多 3:1-8  口多 3:5
06/17( 週六 ) 口賽 33:1-24 口多 3:9-15  口多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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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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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2( 週一 )
06/13( 週二 )
06/14( 週三 )
06/15( 週四 )
06/16( 週五 )
06/17( 週六 )

  －報告事項－
全召會奉獻聚會

時間地點：6/11（主日）18:30~21:30，6/18（主日）15:00~18:00，裕忠路會所。

服事項目 電器 場地佈置 招待 交管 兒童 整潔
大區 二大組 四、六 十一、十二 十、十六 五、九 二、七

事務服事總管：陳瑞淦弟兄、翁宏仁弟兄

　各大區年中愛筵
大區 日期 時間 地點

一 6/18 10:00 青年路會所

二 6/18 9:30 北門路會所

三 6/18 9:30 大學路會所

五 6/18 9:30 古堡街會所

六 6/18 9:30 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八 6/18 9:30 仁安路會所

大區 日期 時間 地點

十 6/18 9:30 崑山會所

十一 6/25 9:30 善化區會所

十二 6/25 9:30 佳里區會所

十三 6/25 9:30 下營會所

十四 6/25 9:30 新營會所

十五 6/18 9:30 新興路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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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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發送能迅速發送至德國年輕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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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召會奉獻水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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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聖徒前面的道路，參加訓練、求學或在職，都能穩固在召會生活中，接受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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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盈、李承恩、詹敦潔、賴一方。若有新增名單，請來電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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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區　六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6/13（二）20:00，地點：中正南路會所。

　　　　十五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6/13（二）20:00，地點：新興路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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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請於 6/17 前將報名表電子檔寄至張德慧姊妹，或上 QR-Code 報名。

      （手機：0988-969-631；email：tehui0610@gmail.com），費用：1600 元。

　高國三畢業生共同追求
日期：6/20~23，時間：8:30（二）~16:00（五），費用：800 元，報名：QR-Code。

　青少年畢業生愛筵
時間：6/24（六）11:00~14:00，地點 : 裕忠路會所中會場。報名方式：請於 6/20（二）前，在

Line 群組回覆各區報名人數，或向黃彩虹姊妹報名（手機：0982-823818），歡迎家長帶菜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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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召會以弗所書第四章背經會考 
       請各區於 6/19（一）前回報執事室各區實際應考人數，得獎試卷需繳回執事室，以便核發書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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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四十九梯次中文基本訂戶 每戶 1500 元，請於 6/22（四）前向各區書報服事者繳費。

二、新版新舊約聖經恢復本優惠 優惠期間：6/5~7/16，請向書報室登記。

　裕忠路會所停車場新建工程
一、停車場新建工程：整合籃球場及部分草坪為停車空間，部分圍牆修建為車輛單向出、入口。

二、施工時間：即日起施工，預計 7/15 完成。施工期間將暫停開放停車使用。

三、工程款項：總計 200 萬元，請聖徒為此擺上奉獻並代禱。

結婚聚會　曲成偉弟兄（1602 區）、何欣倪姊妹（604 區） 
   時間：6/17（六）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報告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