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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國殤節特會－認識生命與召會』信息要點

第一篇　三一神作三部分人的生命，為着完成神永遠的定旨

夏季結晶讀經錄影訓練　各班別將於 7/17（一）陸續開始，請聖徒分別時間參加。

前言

　這次國殤節特會的總題是『認識生命與召會』。

這段期間主實在祝福祂的恢復，使我們在許多開

展行動上，有許多豐碩的成果。然而藉着這次的

特會，主再一次的題醒我們，祂所渴望的，不僅

是要得着外在持續的行動，而是一個內在，滿了

基督豐滿身材的度量。讓祂的生命在我們裏面有

無限的通道，好使祂在祂的恢復裏，不僅能看見

強而有力的行動，更看見祂生命的豐滿。

　我們必須成爲這一班人，在內在、素質一面認

識『生命與召會』，這二者乃是主恢復的根基，

也是這些年間主祝福祂恢復的源頭。

　這一個生命，就是基督自己，不是客觀的基

督，乃是主觀的基督，祂就是在我們靈裏的那靈；

而召會也就是基督的延續，成爲基督的擴大，作

爲祂彰顯的身體。生命與召會這不是兩件分開的

事。生命乃是召會的內涵，召會乃是生命的結果

與產品。所以，神的目標就是要得着召會，神要

達到這個目標的路就是生命的路。

　本次特會總共有六篇信息，頭三篇信息要專注

講到生命，後三篇信息要專注的講到召會。本週

信息的篇題是『三一神作三部分人的生命，爲着

完成神永遠的定旨』。生命與召會並不是兩件單

獨、獨立的事情或真理，我們必須從神永遠的定

旨這個觀點來看生命與召會。

真理要點

壹　神永遠的定旨

　神永遠的定旨就是神在已過的永遠裏，爲着將

來的永遠所定的永遠計畫。這定旨的內容就是神

要得着一個蒙祂揀選並救贖的團體人（就是召

會，也是基督的身體），將祂自己分賜到這個團

體的人裏面，使他們在生命、性情、形像、形狀、

光輝、榮耀，甚至外面的顯出上，和神一式一樣，

只是無分於神格，目的是使神得着擴大並擴展的

彰顯，並代表神！

貳　神完成祂永遠定旨的路

　神完成祂永遠定旨的路乃是三一神作三部分人

的生命，這思想貫穿整本聖經，從創世記直到啓

示錄（創一 26 ～ 27，詩三六 8 ～ 9，啓二一 1 ～

2）。首先，在創世記裏，神按祂的形像造人，

目的是要人接受祂作生命（創一 26 ～ 27）。接

着在耶利米書啟示，爲着完成祂的定旨，神要作

活水的泉源，給祂的選民喝，以滿足祂的選民，

使他們得享受（耶二 13）。這享受的目標就產生

召會作神的擴增，神的擴大，好成爲神的豐滿，

也就是祂的配偶、新婦（約三 29），使祂得着彰

顯（弗一 22 ～ 23）！

負擔應用

　一、每天劃分固定並足彀的時間禱告、讀經及

禱讀主話，被神充滿、浸透並飽和，以享受神作

活水的泉源。

　二、抓住機會參加各個班別的結晶讀經訓練，

在聚會中聽主說話並接受神強而有力的輸供。

　三、藉着建立週週固定時間接觸人、牧養人的

生活，而得着神聖生命的滋潤與滿足；如同主耶

穌在約翰福音四章，藉着向撒瑪利亞婦人傳揚福

音，解除了祂自己的乾渴。（陳良培弟兄）

QR Code 週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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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並餧養小羊

　雖然四福音都說到傳福音的事，但約翰福音的

記載最獨特。在馬太福音末了，主要門徒去傳福

音，在馬可福音、路加福音的末了，主也有同樣

的囑咐；惟獨在約翰福音，主不是囑咐門徒傳福

音，乃是要他們結果子。馬太福音是傳國度的福

音，馬可福音是向一切受造之物傳福音，路加福

音是傳赦罪的福音；而約翰福音是一卷論到生命

的福音。主要不是以宣揚或傳講的方式，而是以

釋放生命的方式。

不僅結果子產生小羊，並且要餧養小羊
　約翰寫福音書，筆法十分特別。他先在十五

章說，要前去結果子，這果子是植物的；到了

二十一章，他就說要餧養小羊。（15 ～ 17。）

這意思是，植物的變成動物的，每一個果子都變

成一隻小羊。說到結果子還很容易；但是要看顧、

餧養小羊就不容易了。照約翰的話看來，帶人得

救就是結果子，那時這個人是葡萄；等到他一得

救受浸，重生為神的兒女之後，他就變成小羊，

需要餧養纔能長大，那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今天我們都願意帶人得救；但是等到人受浸

了，我們通常會來一個『交待』，把人交待給召

會，交給長老去照顧，就了事。然而，召會最多

也只有幾位負責的長老；即使他們都是十分老練

的母親，也看顧不了那麼多孩子。所以這些孩子

就一個個夭折，或者被別人帶走了。結果我們得

了一百人，至終留下的不到五人。一次又一次，

召會的受浸聚會，帶了許多人重生，但人一受完

浸，好像就沒有了下文；原因就在於我們只願意

生孩子，卻沒有注意好好養孩子。

　他們帶了許多人得救，但受浸的越多，沒有下

文的也越多，因為沒有人負起照顧的責任。從現

在開始，召會中的每一位聖徒，都當學習作盡職

的父母，一改已往『交待』的情形；生了孩子不

是交待了就算，乃是要好好看顧、餧養。一個新

得救的人，若是你帶進來的，你就應當負責牧養

他。他既是你生的孩子，你就必須照顧、餧養他。

惟有這樣，新得救的人纔能被托住，成為常存的

果子。如果我們只帶人得救，卻不負牧養的責

任，將來主還是要和我們算賬的。 
結果子並餧養小羊，帶進召會的擴長與繁增

　當我們履行餧養、照顧小羊的義務時，我們

會發現，自己對真理不彀認識，需要更多學習、

裝備。同時我們也會覺得，自己對基督的經歷不

彀多，必須追求更深的經歷基督。這就如同作父

母的在照顧自己孩子的同時，也會發現自己的不

足，而被迫再有學習，再有操練。 
 餧養小羊，必須有真理的裝備與生命的長進
　 一個屬靈的原則，如果沒有真理，就沒有生命；

沒有生命，也沒有真理。父母要餧養孩子，必須

給他食物喫，也必須給他奶喝。同樣的，我們要

餧養小羊，就必須豫備屬靈的食物和奶水。主的

話就是生命的糧食，（六 63，）就是屬靈的奶水。

（彼前二 2。）我們若認識聖經中的真理，認識

主的話，就能給小羊許多的餧養。

　如果我們對真理的認識是豐富的，並且也有相

當生命的經歷，當我們去看望小羊時，便能就着

他的情形，供應他一點話奶。這就是餧養小羊的

正確實行。可惜我們大多數人，常常一看見小羊，

只會說，『你有沒有參加主日聚會？為甚麼不來

聚會？聚會很好，你一定要來。』一次又一次，

我們只會說這句話，把小羊都說得厭煩了，漸漸

他就不喜歡再看見我們。因為他知道，一看見我

們，我們沒有別的話，只會說，『聚會真好，請

來聚會。』這不是餧養，反而像法院的傳票，他

不僅不能得供應，並且會覺得厭煩。

　 因此，當我們看見小羊時，不要再說，『聚會

真好，請來聚會；』而要對他講說真理。真理就

是主的話。也許有人會說，『主的話有許多我讀

不懂，就是約翰福音我也讀不來。』主已經把整

本新約向我們揭示出來，成為一套生命讀經。如

果有人不明白約翰福音，請去讀一讀生命讀經，

所有的『真理』都是打開的。人只要去讀，就都

能明白其內在的意義。

　 一次過一次，我們都這樣餧養他；經過兩、三

個月，他就會長大，把生命流露出來，結果子帶

人歸主。果子結出來後，就變作他的小羊；他會

照着從我們所受的供應，同樣餧養小羊。這樣環

環相扣，我們帶他，他帶小羊，小羊帶別的小羊，

這樣的光景是何等的榮耀。這就是生命的流露，

也是生命的餧養。（真理，生命，召會，福音，

主恢復中的四大支柱，第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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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生命讀經導讀(十七 )

壹、本週進度：民數記生命讀經第四十八至五十篇，民數記第三十五章。
貳、信息導讀：
　本週我們接着來看民數記第三十五章，說到給

利未人的城與庇護城。

給利未人的城與庇護城
　利未人是為祭司體系的事物分別出來的支派，

就沒有得到美地的一分。然而，神定規要把城邑

和城邑四圍的郊野都給他們住。

四十八座城給利未人

　給利未人四十八座城，表徵墮落的天然人，藉

着利未人的服事被帶進復活裏。利未人的服事是

給祭司體系的服事，而祭司體系的目標是要把墮

落的人在復活裏帶回歸神。因此，給利未人之城

的數目，表徵利未人服事的目的。

有六座庇護城

　給利未人四十八座城，其中有六座庇護城。使

誤殺人的可以逃到那裏。

第一，庇護城豫表在基督裏我們得着庇護

　庇護城豫表包羅萬有的基督作救贖之神的具體

化身，誤犯罪的人可以逃入基督裏得庇護。神把

基督交在罪人手中，他們錯誤的把祂治死。倘若

一個罪人悔改，神會看他是誤犯罪的人而赦免

他。這樣一個人可以逃到基督裏面。但任何人若

拒絶福音，並不悔改，神會看他是故意犯罪的人，

註定要沉淪。

第二，庇護城有六座，約但河兩岸各三座。
三這數字表徵三一神作犯錯之人的庇護

　二這數字（兩組各三座城）表徵立在宇宙中的

見證，向宇宙見證並宣告，三一神住在地上人類

中間，作他們的庇護城。

第三，六座逃城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指明三一神是親近、便利的

　無論我們在那裏，三一神的化身基督是親近便

利的。因祂無所不在，我們在那裏，祂就在那裏。

第四，誤殺人的要住在庇護城中，
直到受膏的大祭司死了

　這裏的大祭司表徵基督，祂為我們的罪死了。

在基督受死以前，祂是舊約聖徒的庇護；現今

在祂受死以後，祂是我們直接的救恩。今天我

們進入基督裏的人，能確信祂已經死了，並且我

們的罪已經蒙了赦免。（摘自民數記生命讀經第

四十七至四十八篇。）

參、復習問題：

一、給利未人之城的數目有何屬靈意義？其中有

　　六座庇護城，又有何屬靈意義？

二、誤殺人的要住在庇護城中，直到受膏的大祭

　　司死了有何屬靈意義？ 

恢復本經文生命讀經 上網登錄

　  －初信餧養－

　今年三月十一日我得救了，受到邱弟兄和鄭弟

兄的邀請參加了初信餧養。在參加初信餧養的同

時，我更加地認識了這位主耶穌，也更瞭解禱告

的意義。剛開始與弟兄一起禱告的時候總是不知

道要說些甚麼，只是一味的模仿。後來接受初信

餧養的課程後，纔明白禱告是用靈與神接觸，並

吸取神自己，將想要跟主說的話大聲的說出來。

　另外，在參加初信餧養的同時，也改變了以往

崇拜其他偶像的看法，明白偶像全是假的，不是

真神，因為真神只有一位，就是耶和華。

　由於最近跟實驗室同學相處得有點不太好，產

生了一些隔閡，在實驗室已如同邊緣人一般，我

常常向主禱告，求主光照我，我把我自己交給

祂，求主帶我向前，也因為這件事，使我更加認

識了召會的弟兄們，弟兄們總是在我難過時給我

一些鼓勵，也常為我禱告。

　後來我纔明白，主雖然為我關上了大門，但

也為我打開了另一扇窗。而主的光就從這窗照

進來，這光就是讓我認識了這一羣弟兄們，感受

到召會的溫暖，深深感覺這一切都是主的豫備。

主是一位信實的大能者，『主耶穌，我願意跟隨

你。』（302 區　曹瑞昇弟兄）

主的光來照亮，弟兄們的鼓勵溫暖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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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綸的福音－人生的意義

詩歌   補充本 816 首 你為何被造

　一　你知道你為何被造？有否想過這問題？你的生存有何目的？你今活著何意義！

　　　你知道神願作你生命？祂願作你生命，祂願作你生命！

　　　你乃是祂所造的器皿，為了裝祂，將祂表明。

　二　你有靈，在你最深處，比你的心更深入；你的心裝許多事物，但你的靈仍缺如！

　　　多少年來，你虛空度日；雖然到處嘗試，總是不得滿足。

　　　你的深處豈不覺渴慕；願意敞開，嘗嘗耶穌？

讀經

　　　創 1:26　神說，我們要按著我們的形像，照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

　　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羅8:1~2 如此，現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沒有定罪了。因為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

　　耶穌裏已經釋放了我，使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

信息選讀

　人的生命是個奧祕。歷世歷代以來，學者、歷史家、哲學家一直想要瞭解人及人生存的意義。儘

管人致力窺究宇宙之堂奧，至今宇宙仍是一個奧祕。儘管許多人認為，至今宇宙以及人活在地上的

目的是個無解的謎，然而，聖經－神給人類最偉大的禮物－卻解開了這個奧祕。聖經是神對人的啟

示。牠揭示神、宇宙、人的實際，人與神之間的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對神的義務，就

如藉着創造和聖經所看見的。
人的目的

　神的話告訴我們，祂是那自有永有的一位。在已過的永遠裏，神就已經存在。到了一個時候，祂

決定要造人。神的心意是要這個人在地上，有祂的形像彰顯祂，並帶着祂的權柄代表祂。（創一

26 ～ 28。）

　人彰顯神、代表神惟一的路，是接受神作他的生命，好成為神的配偶。人被造具有接受、盛裝神

神聖生命的性能。人的一切美德，諸如愛、尊貴、良善，皆由神所創造，好叫人有神的生命，而活

出神聖的屬性。
人的被造

　人的生命是最高的受造生命，在性質上比植物的生命或動物的生命都要高超得多。不但如此，人

還是從神類造的，人是一個器皿或容器。（羅九 21，23。）我們是神的器皿，神要作我們的內容。

水瓶被造如何是為盛裝牛奶或飲料，照樣我們被造是為盛裝神。這就是為甚麼知識、財富、財物、

成就都不能叫我們得到滿足，因為我們受造是為盛裝神。

　聖經，就是神的話，把這個器皿分作三部分：靈、魂和體。（帖前五 23。）人的靈專為盛裝神，

被神充滿。這個最深的部分若未被充滿，人就永不得滿足。藉着心思，人只能思想並客觀的認識神；

但藉着靈，人就能彀接觸神，盛裝神，並享受神。

人的悲劇－人的墮落

　在人有分於生命樹之神的生命和性情之前，就被神的大仇敵撒但引誘，因而受了敗壞，落在罪中。

人的墮落是宇宙間最大的悲劇。人因為違背神的話，就落在神的定罪下，與神隔絕，被剝奪成就神

定旨的權利，並命定要在火湖裏永遠滅亡。不但如此，人因着墮落，裏面的天性也敗壞了。因此，

罪在三方面破壞人：叫人的靈死亡，叫人的心思背叛神，並叫人的身體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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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臨到人

　為此，神取了兩個步驟。首先，祂成了肉身，降世為人，名叫耶穌。祂活出完全、無罪的生活；

然後死在十字架上以拯救罪人；又從死裏復活，在復活裏改變形狀，從肉體變成那靈。故此，主成

了那靈。這個靈稱為賜生命的靈。聖經中一處重要的經節說：『末後的亞當（基督）成了賜生命的靈。』

（林前十五 45。）基督作為那靈，亦即我們能吸入之屬靈的氣，祂就得以進入門徒裏面。

　今天，神是生命之靈。（羅八 2。）作基督徒乃是接受聖靈到我們的靈裏。人好比收音機，而神的

靈好比電波。收音機裏面有個接收器，照樣，每個人裏面都有個靈，為要接受神的靈。收音機若是

關掉或是接收器壞了，電波就不能被收音機收到。今天許多人的『收音機』不能運作，因為牠的主

人沒有運用靈來『打開開關』。今天人不能接受神，因為他們裏面的接收器－人的靈－故障了。

人對神救贖及拯救的回應

　我們若要接受並享受這位奇妙者，我們必須把心轉向神，向神悔改。悔改的意義就是轉向神。為

着要接受神，我們必須先轉向祂，然後信入並接受祂。神要求『心』相信，『口』承認。聖經說，

我們『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神叫祂從死人中復活，就必得救。』（羅十 9。）

　基督徒的生活是每日且終日與主歡躍的生活。清早一醒來，就可以呼喊主，藉着在靈裏禱告讀經

來接觸神。一年既有三百六十五個早晨，我們每天都可藉着靈的復興，有新的開始。不僅我們自己

得復興，還可以與人分享所享受的主。或在家中與人面談，或在市場購物，或在工廠上班，隨時都

可如此行。願主祝福你，叫你照着神的旨意生活。（職事文摘第一卷第八期）

 －背經會考－

以弗所書第四章背經會考滿分獎勵名單
( 按小區順序列名，獎勵書券及得獎試卷隨週訊發至各區 )

A 卷 ( 默寫全文 )：書卷 100 元

黃國玲、高廖慧玲、袁蔡瑞碧、沈孟芝、於簡瑋妤、石峯銘、劉怡得、簡蔡孟娟、董博文、陳美蓉、

許高敏慧、臧台安、張廖頌美、歐吳秀珠、何建興、周至偉、周林玉菁、鄭平恩、王呂慈娓、陳如英、

李林靜宜、黃陳秋英、陳良培、王汝華、林周素鑾、陳以新、王邱麗華 ( 共 27 位 )。

B 卷 ( 填充題 )：書券 50 元

陳姷庈、連黃秀禎、王朱春美、汪吳彩月、王宇盈、郭許美桃、楊曾儷珺、林石美惠、朱秀琴、陳貴華、

柯李美頻、吳念宇、郭陳櫻枝、葉賀彬、李黃蘭君、張張祝、吳周素卿、林梨雪、邱寶玉、王何怡靜、

徐溫淑貞、林陳麗美、吳書亞、溫陳惠婉、溫銘光、凌羅傑鴻、李陳秀美、歐文吉、劉子群、繆江鳳、

林春美、陳韋杉、王文慧、李王渝茜、張方宗霞、鄭麗玫、林右庸 ( 共 37 位 )。

兒童背經：書券 50 元

蔡孟叡、陳奕光、陳奕穎 ( 共 3 位 )。

註：總應考人數 536 位，A 卷 90 分以上 29 位 ( 書券 50 元 )，B 卷 90 分以上 120 位 ( 書券 30 元 )，

　　兒童背經 5~15 節共 20 位 ( 5 節書券 10 元，10 節書券 20 元，15 節書券 30 元 )。

　西三 16『當用各樣的智慧，讓基督的話豐豐富

富的住在你們裏面，…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

被恩感歌頌神。』我們和同伴或是和小羊一起讀

經時，『禱禱讀讀』、『讀讀禱禱』，以咀嚼的

方式，將主的話當作食物喫了！鼓勵區裏聖徒，

能背 A 卷的就背 A 卷，能背 B 卷的就背 B 卷，

不然也一起抄 C 卷，再逐漸進步！這就是我們區

裏背經蒙恩的祕訣。（1103 區　張弟兄）
 人人來背經，全區總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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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國殤節特會晨興聖言「認識生命與召會」第 2 週，「職事文摘」第一卷第八期－人和兩棵樹、

　　　 讓神從我們裏面活出來的道路、如何帶人經歷基督作生命。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7/2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十四課上半。

　   4. 書報「結常存果子的訓練與實行」第 13~14 篇，「民數記生命讀經」第 48~50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5:10~12
　弗 5:10    要驗證何為主所喜悅的， 

    弗 5:11    不要有分於黑暗無果子的行為，倒要責備，

    弗 5:12    因為他們所行隱密的事，就是題起來也是可恥的。 

    Eph 5:10   Proving what is well pleasing to the Lord.  
    Eph 5:11   And do not participate in the unfruitful works of darkness, but rather even reprove them.
    Eph 5:12   For the things which are done by them in secret it is shameful even to spea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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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2( 主日 ) 口賽 49:1-13 口來 6:4-8  口來 6:4
07/03( 週一 ) 口賽 49:14-26 口來 6:9-20  口來 6:14
07/04( 週二 ) 口賽 50:1-51:23 口來 7:1-10  口來 7:7
07/05( 週三 ) 口賽 52:1-15 口來 7:11-28  口來 7:25
07/06( 週四 ) 口賽 53:1-12 口來 8:1-6  口來 8:6
07/07( 週五 ) 口賽 54:1-17 口來 8:7-13  口來 8:10
07/08( 週六 ) 口賽 55:1-13 口來 9:1-4  口來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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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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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3( 週一 )
07/04( 週二 )
07/05( 週三 )
07/06( 週四 )
07/07( 週五 )
07/08( 週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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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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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訓練教材：請向各小區書報服事者繳費，英文摘要及信息 MP3 中英文亦可登記。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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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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各地移民和當地聖徒）餧養新人（包括中東移民）及加強校園

　　　工作開展。

                 2.興起中東移民中關鍵的弟兄姊妹，一起有分於牧養以及福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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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訓練：參加的每位聖徒，都能得着主即時的說話，並將身體的豐富與聖徒分享。

　錄影訓練：請為聖徒時間得釋放，參加各班別的結晶訓練，進入主今時代職事的說話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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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特會參加的每位青少年，能認識並主觀經歷神的救恩。

　兒童：496位兒童參加品格園，其中有342位福音兒童。福音家長能藉主日下午的福音聚會，看見

               召會生活的價值，並調進召會生活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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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召會區負責弟兄事奉交通
　時間：7/16（主日）19:00~21: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由北台南照顧區配搭服事，

    十一大區：會前場地佈置，十二大區：招待，十三大區：交管，十四大區：會後整潔。

　青少年暑期特會行前通知
　 一、搭車時間：7/7（五）

　　一車 7:10 台南市政府，7:20 青年路會所。二車 7:30 裕忠路會所，8:00 麻豆交流道。

　　三車 7:30 裕忠路會所，8:10 新營交流道。四車 7:30 中華路多那之，7:45 鹽行，8:00
        麻豆交流道。註：7/7（五）午餐自理，並需多豫備一套換洗衣物。

二、必備物品：名牌套（含吊帶）、紙本詩歌和新版補充本詩歌、紙本新舊約聖經等。

        手機、平板電腦等電子用品暫由服事者保管，其餘攜帶物品請參閱行前通知單。

三、回程時間：預計 7/9（主日）18:00 抵達台南市。

四、總管：李騏宇弟兄 0934-024132；林郁翔弟兄 0917-244365
　全台路加集調

　一、時間：8/12（六）13:00~8/13（主日）中午。

　二、地點：台北市劍潭青年活動中心經國紀念堂之群英堂二樓。

　三、報名費用：6 人房 / 每人 1800 元，4 人房 / 每人 2000 元，2 人房 / 每人 2400 元，不住宿者，

　　　每人 1000 元。兒童佔床位者與成人相同，不佔床者免費。

　四、報名窗口：請向執事室賴錦富弟兄報名繳費。

安息聚會 (704 區 ) 粘國華弟兄 ( 王志宗弟兄之姊夫 ) 
　時間：7/8（六）9:30，地點：台南市立殯儀館懷恩廳。

書報　新版新舊約聖經恢復本優惠 優惠至 7/16，請向書報室登記。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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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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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