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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升天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作』信息要點

第七篇　在作爲天上真帳幕執事之基督的職事下實行召會生活

全召會奉獻聚會　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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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第七頁。

前言
　這系列信息說到與升天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作，

共八篇，頭四篇主要是從使徒行傳來看，後四篇

主要是從希伯來書來看。第六篇信息說到要回應

基督在祂天上職事裏的代求，基督的代求使我們

能蒙拯救到底。基督是我們君尊、神聖的大祭司，

也是身體的頭，為我們代求，使我們能勝過種種

反對和各種環境，而蒙保守與祂聯結，好使我們

模成神長子的形像，構成祂團體並生機的身體。

　本篇信息繼續往前，說到我們要在作為天上真

帳幕執事之基督的職事下實行召會生活。希伯來

書乃是寫給一班希伯來信徒，他們接受基督而離

開猶太教及神舊經綸的一切，往前進入神新約經

綸的實行，特別是從猶太教的作法，轉而實行召

會生活。他們在那裏實行召會生活，是在一種極

其爲難的情形當中，許多從猶太教來的反對與逼

迫，結果有相當多的人就放棄了召會生活，而回

到猶太教去。因此，他們需要從作為天上真帳幕

執事的基督，得着屬天的傳輸和供應，使他們能

在地上過屬天的生活，也就是真實的召會生活。

真理要點

　本篇分三大段落：基督這真帳幕的執事、召會

的各方面和實行召會生活所需的美德和經歷。

　升天的基督是『聖所，就是真帳幕的執
事』：基督是真帳幕（天上的帳幕）的執事，把

天（不僅指地方，也指生命的情形）供應到我們

裏面。祂供應我們屬天的生命、恩典、權柄和能

力，並維持我們在地上過屬天的生活，正如祂從

前在地上一樣。而升天基督所在的真帳幕乃是在

天上屬天的至聖所，這至聖所不只在天上，也聯

於我們的靈。基督從諸天之上，以分賜的方式，

將祂自己供給我們作食物，作我們生命的供應，

祂乃是這樣來執行神的經綸。而且凡基督這屬

天的執事所執行的，祂都作為那靈應用到我們身

上。我們所需要的供應來自基督；祂是在諸天之

上的主，也是在我們裏面的那靈。而基督作為真

帳幕的執事，乃是用新約的新遺命來祝福服事我

們這些神的子民。

　希伯來書中所啟示召會的各方面：希伯來書

中所啟示召會的各方面是獨特的，召會乃是神許

多兒子活的組合，是基督團體的同夥，是作神安

息日之基督的擴大，乃是安息日的安息。我們來

到召會就是來到新約，來到屬天的新耶路撒冷，

乃是天上的錫安山，活神的城。召會也是神那不

能震動的國，就是基督和祂的擴大。

　希伯來十三章一至十九節說到實行召會所
需的美德和經歷：這裏題起的每一件事，就如

弟兄相愛，接待客旅等等，幾乎都是爲着召會生

活，而不僅是爲着基督徒生活。我們要過真實且

穩固的召會生活，就必須持定那昨日、今日、直

到永遠是一樣的基督，不被各樣怪異的教訓帶入

歧途。我們越在靈裏享受天上的基督，就越出到

宗教的營外，跟隨受苦的耶穌。並且該藉着祂向

神獻上讚美的屬靈祭物。

負擔應用

　一、我們需常常操練靈，在靈中享受並經歷基

督這真帳幕執事，屬天的傳輸和供應，使我們在

地上過屬天的生活，就是實行真實的召會生活。

　二、我們要出到宗教的營外，跟隨受苦的耶穌，

實行神命定的路，讓基督藉着我們執行祂屬天的

職事。

　三、我們需要在擘餅聚會中更多藉着基督向神

獻上讚美的屬靈祭物。擘餅聚會，敬拜父，不是

關於我們，不是顧到我們的需要，乃是記念主，

宣告祂的死，並且敬拜父，用讚美的祭來敬拜父。

（林右庸弟兄）

QR Code 週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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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這位好牧人的生機餧養與牧養之下

　神生機的救恩就是神藉祂的生命所施的拯救。

牧養的工作就是餧養。父母生了孩子之後，必須

餧養他們，使他們得以存活。在神人的生活裏，

我們首先藉着重生從神而生。然後我們就在基督

這位好牧人的餧養和牧養之下。我們出生之後，

就需要餧養，好在生命上長進。牧養和餧養乃是

神人生活的一部分；神人就是信徒。 
　我們一旦生到神的國裏，成為神的兒女，成為

神人，就需要得餧養。我們不該認為每一個神人

都已長大成人。神人開始他們屬靈的生命時乃是

嬰孩。但無論我們屬靈成熟的程度如何，我們都

需要基督生機的餧養和牧養。

壹　基督是好牧人

　約翰福音是生命的福音，向我們揭示基督不僅

是生命，（十一25，十四6，）使祂作我們的生命，

叫我們藉祂從神得重生；基督也是好牧人，（十

10 下～ 11）餧養並牧養我們這些祂的羊群。

 
貳　神的兒女需要基督的餧養和牧養

　神的兒女在屬靈的出生之後，作為纔生的嬰

孩，需要基督的餧養和牧養，正如祂囑咐祂的第

一個使徒彼得，要照顧信徒，就是祂的小羊和

羊，餧養並牧養他們。（約二一 15 ～ 17。） 

參　牧養包括餧養

　牧養包括餧養，特別是照顧纔生者，而為着餧

養纔生者，奶是最好的；（彼前二 2；）使徒保

羅將自己比作這樣一個乳母。（帖前二 7。）

肆　使神人在神聖生命中長大

　餧養和牧養，都是為使神人在神的神聖生命中

長大，以致日日得救。（彼前二 2 下。）我們需

要神生機的救恩，使我們日日得救。彼前二章二

節說，纔生的嬰孩切慕神話中的奶，使他們得以

長大，以致得救，就是日日得救。我們需要從發

脾氣、批評別人、錯待別人、甚至說謊這類事上，

得着拯救。我們需要每日的救恩，救我們脫離這

樣罪惡的行為。藉着從主話中的奶得餧養，我們

就能蒙拯救。這樣，我們就能長大，以致日日得

救。

伍　牧人的餧養，是為使信徒在神聖生命
    中成熟

　牧人的餧養，不僅是為使信徒長大，以致日日

得救，也是為使他們在神聖生命中達到成熟；這

是神人所需要的，使他們在基督的身體中得着建

造。（來五 14。）在我們中間，有些人太強，有

些人又太弱；結果就沒有建造。我們之所以沒有

建造，是因為我們沒有過神人的生活。神人的生

活會使我們適合於建造在基督的身體裏。這種生

活是我們從話奶得餧養，叫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長

大以致得救而有的結果。

陸　保養和顧惜

　基督是身體的頭，保養顧惜我們。（弗五

29。）基督的牧養包括保養和顧惜；保養是餧養

我們，顧惜是安慰、撫慰我們，以柔愛養育我們，

並以親切的照料維護我們。這一切都是幫助我們

在神聖生命中長大，使我們可以在其中長大成人

並成熟。（西一 28，弗四 13。）顧惜人會使他

們快樂。在召會生活中，有時候我們必須使人在

主裏快樂。

柒　基督的餧養，最終是與那靈有關的；
    那靈完全是為着基督的身體

　信徒在神聖生命中的長大，是藉着神話語的餧

養，而神的話也就是神的靈；（弗六 17；）信徒

在基督身體裏功用的顯明，也是藉着那靈。（林

前十二 11。）因此，基督的餧養，最終是與那靈

有關的；那靈完全是為着基督的身體，（弗四4，）

以完成神永遠經綸的終極目標。凡我們在牧養並

餧養別人時所作的，都與那靈有關。 

捌　長老們的責任，以及活力排主體的
    功用

　基督這樣的餧養和牧養，應當是長老們對眾召

會的責任，（彼前五 2，徒二十 28，）也是我們

今日活力排主體的功用。長老的責任乃是餧養並

牧養聖徒，而今日活力排主體的功用也是餧養和

牧養。餧養和牧養要花時間，也需要忍耐。我們

必須有忍耐有恆心，來實行活力排。我們不該期

望有快的結果。快的結果來得快，去得也快。我

們必須花時間餧養並牧養別人。我們眾人都需要

在基督生機的餧養和牧養之下，並與祂是一，來

餧養並牧養別人。（取材自『神人的生活』第二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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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生命讀經導讀(十五 )爭戰—關於許願的律例和戰勝米甸人

壹、本週進度：民數記生命讀經第四二至四四篇，民數記第三○至三一章

貳、信息導讀：
　本週我們接着來看民數記第三十章至三十一

章，說到關於許願的律例和戰勝米甸人。

關於許願的律例
　在關於供物作神食物的律例之後，接着有關於

許願的律例。（民三十。）

第一，向神許願乃是我們自願的
　向神獻供物是我們的本份，我們的責任；向神

許願乃是我們自願的。神要我們作的，比我們盡

責履行祂的要求更多。祂想要我們作一件額外的

事－向祂許願。在民數記六章拿細耳人的願，就

是特別一種願的例子。

第二，向神許願使我們能為神使用
　按照召會歷史，所有為神使用來完成神新約職

事的人，都是自動向神許願的人。神使用我們到

甚麼程度，在於我們的許願。我們所許的願越高，

主越能使用我們。

　我盼望在主的恢復中，有許多青年被摸着、受

激勵來向神許願。主的恢復需要那些向神許願的

青年。我們都需要向主許某種願。

戰勝米甸人
　在三十一章，我們看到以色列人需要戰勝麻煩

的米甸人。這仇敵必須被擊敗。否則，神的子民

要進入美地的時候，米甸人在他們背後，會引起

重大的麻煩。這仇敵必須被擊敗。所以，神吩咐

摩西要毀滅米甸人。

第一，米甸人表徵肉體情慾的污穢
　按豫表，米甸人表徵肉體情慾的污穢。米甸

人生出巴蘭，他使以色列人陷入淫亂和拜偶像

的網羅。（民二二 7，三一 16。）米甸人使以色

列人陷入淫亂和拜偶像的網羅，觸犯以色列到極

點，結果使以色列損失了兩萬多人。神沒有忘記

這事，祂吩咐摩西要在米甸人身上報以色列人的

仇。

第二，同心合意乃是勝過米甸人的因素
　本章描繪神百姓中間同心合意的美麗圖畫。每

一件事都照耶和華藉摩西所賜的吩咐而行，百姓

當中沒有人發表任何意見，或題出任何建議。這

同心合意是導致以色列人勝過米甸人的因素。

（摘自民數記生命讀經第四十二至四十四篇。）

參、復習問題：

　一、向神獻供物和向神許願有何不同？為何我

們需要神許願？該如何經歷並應用？

　二、神為何吩咐摩西要毀滅米甸人？如何能勝

過米甸人？該如何經歷並應用？

恢復本經文生命讀經 上網登錄

 －禱研背講－

國殤節特會信息分享－認識生命與召會

　信息第一篇說到生命是召會的內容，召會是生

命的結果。我很摸着三一神作三部分人的生命，

不單是為着我們的享受，更是為着完成神永遠的

定旨，就是要使祂揀選並救贖的人，在生命和性

情上與祂一樣，作祂團體的彰顯。為着完成這個

永遠的定旨，三一神來作生命分賜到我們裏面！

何等寶貝這個生命乃是一個『活』的生命，且要

在我們裏面漸漸長大，使我們將祂活出來。

　當我們認識生命的意義之後，我們需要看見神

的生命在人裏面是有難處的。我們不認識出於我

們自己的觀念都是黑暗的、我們是假冒的、我們

是悖逆的和我們寶貝我們天然的幹才。還有我們

的心思、情感、意志，這些都成了基督生命的難

處。怎麼辦呢？我們需要經歷十字架的破碎，讓

這些難處被對付並被除掉，使基督的生命在我們

裏面不受限制。我們需要在環境中，認識主的恩

典，經歷主的大能，將主活出來。

　我摸着第三篇，我們一切的事奉必須是由神發

起。在聖經中，亞伯、挪亞、亞伯拉罕、摩西和

大衛都是我們的榜樣。他們的事奉乃是出於神，

由神所發起的。神悅納我們要事奉祂的心，但出

於我們自己的主張祂並不悅納。我們要和保羅在

行傳二十二章中一樣，問主說：『主阿！我當作

甚麼？』凡事需要先尋求神的旨意，因我們事奉

的基本原則乃是一切必須是神發起的！（603 區

　張德慧姊妹）



             2017.06.18 4

　　  　　－初信成全－

　我在今年一月五日得救的。因為有主的愛和恩

典，所以很喜樂。我很喜歡來到召會過召會生活，

我也會把兩個小孩帶來，讓她們也能感受到召會

喜樂的氣氛和享受主的愛。

　因為我是初信者，所以就參加初信成全班，為

了能專心上完每一堂課，所以就把我的兩個小孩

安排到兒童主日聚會，可是她們都跟着我，也不

肯進去聚會，每次都弄得我心情很差。但只要我

一進到初信成全班的聚會裏，聽一聽弟兄們在上

面講課，然後跟着讀一讀主的話，我的心情就會

馬上好起來。這個是姊妹可以作見證的，因為我

們兩個都坐在一起，她說：『你的心情轉換得這

麼快，一下子就變得這麼喜樂。』對呀，讀主的

話享受主，就是會讓人變得很喜樂。

　我真正摸着主是在上完初信成全的第一堂課。

第一堂課是教我們如何禱告，如何呼求主名，我

回家就練習，很認真，很誠懇的，一聲聲的呼求

主名五分鐘。奇妙的事情發生了，我就一直哭，

在靈裏一直認罪，一個接一個的認，比如自己平

常沒有用足彀的愛心和耐心對待孩子，還有在海

的對岸，有我年邁的母親，我很多年沒有回去看

她了，感覺自己很是不孝等等，就這樣一個罪接

着一個罪認。雖然那是我第一次摸着主，可是

我很清楚地感覺到主真的很愛我，祂也要我去愛

身邊的每一個人。主愛我們，我們也要更愛主！

（901 區　楊銪醇姊妹）

　

　感謝主雖然我僅參加兩次，但學習禱讀經文及

呼求主名，將神的話充滿我們靈裏，讓自己疲憊

的身心獲得滿滿的力量。往後透過奉獻自己傳福

音，把主耶穌的恩典送給每一個人，讓每個人都

能平安喜樂。（901 區　李崇偉弟兄）

　

　感謝主讓我在初信成全的聚會再次的被餧養。

我所摸着的一段是約壹二章二十七節：『你們從

祂所領受的膏油塗抹，住在你們裏面，並不需要

人教導你們，乃有祂的膏油塗抹，在凡事上教導

你們；』這是神的素質一層一層地塗抹在我們裏

面，一層一層的更新和變化，就像油漆塗一遍可

能還看得到顏色，需要一層一層地塗抹，需要到

第十遍或一百遍時就深深的印塗，被更新！願主

帶領讓我藉着讀經、禱告、呼求主，使我有更多

的浸透，住在主裏面！（405 區　連婉君姊妹）

聖靈光照並認罪　生命洗滌得更新

　　  　　－奉獻聚會－

趁主坐席抓住機會　倒出香膏討祂喜悅

　已過主日晚上，眾聖徒聚集在裕忠路會所中會

場及大會場，個人或以家為單位，將自己，自己

的兒女、未得救的家、時間、體力、財物，甚至

眼、耳、口、雙手與雙腳一一點交給主。如同馬

利亞打破玉瓶，用香膏膏主，屋子滿了香氣。主

實在配得我們將上好奉獻給祂，為祂花費。

　看見當我們得救愛主之後，就必須將自己奉獻

給祂。我們一生中，至少必須有一次，確定的將

自己奉獻給主與召會，這樣的奉獻纔是扎實的。

我們都必須過這個關。我們若從來沒有確定的將

自己奉獻給主，現在就必須這樣作。我們必須

到主面前去告訴祂：『主，我已經被你所買。你

用你的寶血買了我，我已經蒙你救贖。主，我是

你的。我屬於你，所以我將自己交給你。因為我

愛你，我將自己奉獻給你。』我們許多人以前也

許這樣作過，但如果從我們上次將自己奉獻給主

到如今，已經事隔多年，我們就必須再奉獻；我

們必須更新我們的奉獻。我們將自己奉獻給主以

後，主就會有立場在我們裏面運行並作工。

　六月十八日下午將還有一場奉獻聚會，開放給

所有的聖徒。願我們眾人都抓住機會，將自己投

身在召會奉獻的水流中。（文字組）

宣讀奉獻心願單

召會按手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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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受浸聚會蒙恩分享

　已過主日，在大學路會所舉行全召會國小六年

級受浸聚會。在受浸聚會之前三週，有家長和服

事者陪讀救恩信

息。聚會當天不

僅 負 責 弟 兄 陪

談，家長深受感

動，還有福音家

長一同來見證自己孩子的受浸。會中更有受浸孩

子第一次申言，說出對父母的感謝，分享追求信

息時所得的亮光和對受浸的渴慕等等。孩子們在

第一次的擘餅聚會中，也慢慢學習釋放靈，讚美

主敬拜父，向主有新鮮的讚美。

　末了，父老勉勵這些國小畢業生，不僅要認識

神，在地上受最好的教育，性格受操練。更要時

時餧養靈，生活中操練靈，在聚會中釋放靈。此

次約有五十位聖徒（含兒童）參加，在眾人的祝

福下，當天共有十三位小學生受浸歸入主名。

家長蒙恩見證

　我在高中就受浸了，但受浸時不認識主，也不

認識主的話。我離開召會生活十幾年了，直到去

年纔恢復聚會。

　最近為了大女兒要參加兒童受浸聚會，我每晚

都帶着女兒禱讀經節。雖然忙完一天很疲累，但

一禱讀就覺得內心被主的愛充滿，讀着讀着，女

兒也越來越喜歡我們一起讀經節的夜晚。

　對於是否要讓女兒這麼小就受浸，我本來猶豫

不決。但看看最近的社會亂象後，我的心更加堅

定。我和先生說，我要讓孩子在召會裏長大並受

成全。想不到尚未得救的先生竟然也同意。

　女兒告訴我，她和同伴之間有二派小團體吵架

的情形。雖然她心裏很不希望這樣，但是因着害

怕被排擠，於是她也跟着大家一起討厭同學、罵

同學。我不知道應該怎麼教她纔是對的，我只

能和她一起禱

告。 羅 七 18，

『我知道住在

我 裏 面， 就 是

我 肉 體 之 中，

並沒有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

不得我。』禱告後，我藉由主的話告訴孩子，每

個人都知道不能吵架或謾罵別人，也都清楚那些

是不對的行為。然而，即使知道自己不對，也不

會去悔改，是因爲『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

來由不得我。』所以，想要改變現況，需要藉由

禱告求告主耶穌。後來女兒放學回家時告訴我，

她和同學說不想再跟另一群同學吵架了，我們和

他們和好，好嗎？沒多久，那些同學跑來拍拍她

的肩膀說『好啦！』於是他們又開心一起玩了。

　感謝主，以前讀主的話只讀到表面的字義，後

來漸漸明白要用靈去碰着主的話，讚美這位又真

又活的神是可信靠的！（204區　黃鄭安妤姊妹）

兒童受浸申言

　我接觸神是因為媽媽帶我來到召會，我很感謝

媽媽帶領我，讓主進到我裏面。雖然到了召會，

但是我不知道如何用靈去禱讀。以前我認為讀經

就是像朗讀，唸一唸就過去了。後來我纔知道，

原來每一句經節都是主耶穌在對我們說話！這幾

天讀經時，我看到有一句經節『我來了，是要叫

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句中的我指的是

主，羊是指人。經節的意思是『主來了，不僅要

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我特別喜歡這句

經節。（204 區　黄品璇姊妹）

  　－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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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864 -827,190 567,847 0 0 591,521 
本月收入 1,332,367 472,500 220,860 415,500 30,000 2,471,227 
本月支出 1,876,824 877,996 51,195 415,500 30,000 3,251,515 
本月結存 306,407 -1,232,686 737,512 0 0 -188,767 

2017 年 5 月份財務奉獻收支概況

1. 本月個人奉獻包計 89 包。    
2. 海外開展奉獻累計 2,748,574 元，目標達成率 5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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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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週，「職事文摘」

　　　 第一卷第七期－憑着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賽程。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6/18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十三課上半。

　   4. 書報「結常存果子的訓練與實行」第 9~10 篇，「民數記生命讀經」第 45~47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5:4~6
　弗 5:4   還有淫辭、妄語、或是粗鄙的戲言，都不相宜，寧可說感謝的話。 

    弗 5:5   因為你們曉得這事，知道凡是淫亂的，或是污穢的，或是貪婪的，（就是拜偶像的，）

                在基督和神的國裏，都得不到基業。  

    弗 5:6   不要讓人用虛空的話欺騙你們，因這些事，神的忿怒正臨到那悖逆之子。 

    Eph 5:4   And obscenity and foolish talking or sly, filthy jesting, which are not becoming, but rather
                    the giving of thanks. 
    Eph 5:5   For this you realize, knowing that every fornicator or unclean person or greedy person (who 
                    is an idolater) has no inheritance in the kingdom of Christ and of God. 
    Eph 5:6   Let no one deceive you with vain words, for because of these things the wrath of God is
                    coming upon the sons of disobe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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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8( 主日 ) 口賽 34:1-17 口門 1:1-11  口門 1:6
06/19( 週一 ) 口賽 35:1-10 口門 1:12-25  口門 1:12
06/20( 週二 ) 口賽 36:1-22 口來 1:1-2  口來 1:2
06/21( 週三 ) 口賽 37:1-38 口來 1:3-5  口來 1:3
06/22( 週四 ) 口賽 38:1-39:8 口來 1:6-14  口來 1:9
06/23( 週五 ) 口賽 40:1-31 口來 2:1-9  口來 2:9
06/24( 週六 ) 口賽 41:1-29 口來 2:10-18  口來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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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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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9( 週一 )
06/20( 週二 )
06/21( 週三 )
06/22( 週四 )
06/23( 週五 )
06/24( 週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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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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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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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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羊（受浸新人）和新生考上大學能入住台南大專弟兄姊妹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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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大區年中愛筵
   十一大區　時間：6/25（主日）9:30，地點：善化區會所。

　 十二大區　時間：6/25（主日）9:30，地點：佳里區會所。

　 十三大區　時間：6/25（主日）9:30，地點：下營區會所。

　 十四大區　時間：6/25（主日）9:30，地點：新營區會所。

　大區　十二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6/20（二）20:00，地點：佳里區會所。

　暑期兒童品格園　日期：7/1~2，報到時間：7/1（六）8:30~9:00，地點：各場次場地。

　高國三畢業生共同追求　日期：6/20~23，地點：裕忠路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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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聚會　長青服事者交通　　時間：6/27（二），地點：裕忠路會所長老室。

　　　　　　長青聖徒集中聚會　時間：6/28（三），地點：裕忠路會所中型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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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訓練　預計日期：12/21~2018/1/2，欲報名者，請與吳豐吉弟兄（epaphraswu0126@gmail.
                        com）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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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至 7/16，請向書報室登記。

　　新舊約聖經恢復本（皮面金邊 25 開，2500 元；皮面金邊拉鍊 25 開，2800 元。）

　　 新舊約聖經恢復本（簡體字皮面金邊 25 開，1600 元；簡體字皮面金邊拉鍊 25 開，2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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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全召會奉獻聚會

時間：6/18（主日）15:00~18:00，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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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