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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國殤節特會－認識生命與召會』信息要點

第四篇　召會的性質

夏季結晶讀經錄影訓練　 假日班：7/23,7/29~30,14:55~20: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白天班：7/24~29, 7/31~8/5, 9:00~11: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夜間班：請詳閱週訊第七頁報告事項。　

前言
　這次特會的總題是『認識生命與召會』。頭

三篇信息是講到生命。從這篇信息開始要講到召

會。第一件事我們要認識關於召會的，就是召會

的性質。召會的情形可以是積極的或是消極的，

但是召會的性質永遠是積極的。召會的情形天

天、年年都會改變，然而召會的性質永遠不改變。

　林前一章二節裏，有五個與召會性質有關寶貝

的事：第一，神的召會；第二，在哥林多的召會；

第三，屬於基督耶穌的召會；第四，由得聖別並

呼求主名的人所構成；第五，與在各處呼求主名

的人有交通。這五件事，與召會的性質有關。

真理要點

　召會是神聖的，『基督的』，『復活的』，屬

天的：地方召會必須是神的召會，有神的神聖性

質（彼後一 4）。每一個地方召會必須是基督的

召會（羅十六 16）；基督是召會的性質，召會也

必須只有一種元素 — 基督的元素；在召會裏，

除了基督的元素以外，不該有別的元素（西三

10 ～ 11）。召會是在基督的復活裏並憑着復活

的基督造成的新造；因此，召會是『復活的』（加

六 15，林後五 17）。召會是屬天的，主要的意

思是，召會乃是在神的權柄之下（太二八 18）。

　召會是神與人的調和（弗三 16 ～ 21）：神與

人的調和是聖經裏旣深且中心的真理（約十四

20）。我們必須抓牢召會的原則—召會乃是神與

人調在一起。神獨一的定旨是要將祂自己與我們

調和，好使祂成爲我們的生命、性情和內容，我

們成爲祂團體的彰顯（約十五 4 ～ 5）。 
　基督的身體是基督的擴大，就是那神與人調和

者的擴大（弗一 22 ～ 23，四 16）：在福音書裏，

神與人調和產生元首；在使徒行傳裏，神與人調

和的擴大產生基督的身體。在以弗所四章四至六

節，四個人位—身體、那靈、主和父神，都活躍

的調和在一起；父具體化身在子裏，子實化爲那

靈，那靈與信徒調和。這調和乃是基督身體的構

成。三一神與蒙祂揀選的人，在他們的人性裏相

調和，這調和就是基督身體真正的一（約十七

21 ～ 23）。

　爲着召會生活，我們需要看見調和的靈—神聖

的靈調着我們人得了重生的靈—這個異象（林前

六 17，羅八 4）：神與人的聯結乃是神靈與人靈

二靈的聯結（林前二 11 ～ 16）；這二靈的聯結

乃是聖經中極深的奧祕。神經綸的中心點乃是調

和的靈，就是神靈與人靈的調和；神所要作或完

成的一切，都與這中心點有關（弗三 9，5）。

負擔應用

　一、我們的全人需要和神調在一起。神在基督

裏，基督在聖靈裏，聖靈在我們裏面，三而一的

神就在我們裏面。神若沒有和人調和，祂沒有殿，

也沒有家，神也不能成爲一個家。

　二、我們需要在每一件事上，以主作我們的頭，

這一件事在試驗我們，給我們看見我們是甚麼光

景，在甚麼地方。我們必須在一切事上，接受主

作我們的元首和權柄。 
　三、爲着召會生活，我們需要看見調和的靈－

神聖的靈調着我們人得了重生的靈－這個異象。

神經綸的中心點乃是調和的靈。在我們個人的日

常生活中，以及我們的召會生活裏，我們都需要

經歷這個調和，也一直不斷的活在這個調和裏。

                              （申鉉相弟兄）

QR Code 週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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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路成功的關鍵（一）

　從前我們浸了一百個人，不一定留下五個。這

是因為沒有家聚會的餧養、托住。現在我們有家

聚會了，這個家聚會就是新受浸者的一個保障；

人一受了浸，我們就當馬上安排家聚會。家聚會

一開始，這個新受浸者就有一個保障，一個遮護。

現代美國醫學很進步，以早產兒來說，若是有

嬰孩早產，甚至早到只有三四個月大，只要能生

出來，都還能長大。因為一生出來就進到保溫箱

（incubator）去；這個嬰孩在保溫箱裏就能存活。

我們的家聚會就是保溫箱。 
　有個小男孩出生時，像隻小青蛙一樣，躺在玻

璃箱裏，叫人看了都覺得需要操練信心，因為不

知道他要怎樣長大。然而，他今天已是學校裏的

一名足球員，長得又高又壯。這沒有甚麼別的原

因，只因他生下來之後，照顧得法。這就是我們

所說的家聚會。家聚會就是人得救受浸後的養和

教。我們帶人得救後，一定要養他、教他；特別

是在屬靈方面，教就是養。我們越教人真理，真

理裏面的豐富就越能供應人、餧養人。

關乎家聚會的幾點指引

　關於家聚會，我們可以歸結出四項應當注意的

要點。
看見老路扼殺信徒盡功用

　第一，絕對不要把老舊的作法，帶到家聚會裏

來，因為這會扼殺信徒盡功用。我們到新受浸的

人家去帶家聚會，無論是唱詩、禱告、讀經或交

通，都不能用老舊的作法。這點盼望我們眾人觀

念都要轉。或許有人會問，甚麼是老路？老路就

是聚會中的一切，都是由帶聚會的人包辦，選詩

是帶聚會的人，領唱是帶聚會的人，禱告是帶聚

會的人，讀經是帶聚會的人，就連講道也是帶聚

會的人；甚至到聚會末了，也是帶聚會的人分享。

所以，老路就是帶聚會的人把一切都包辦了。結

果人受浸後，到召會聚會裏來，甚麼都不敢動，

只是坐在位子上，因為帶聚會的人作了一切。這

就是老路、老辦法，扼殺了信徒的功用。 
　在老路中容易產生聖品階級，組織也會不知不

覺的出現；一有組織，就一定有控制。這樣，就

叫那些新受浸的人無法盡功用。初蒙恩的新人，

原本很活潑，但一到聚會裏，就活潑不起來，因

為老路的作法叫他不能動；所以，等於把他殺死

了。慢慢的，他會失去屬靈的知覺，只知道一個

基督徒，應該愛主、追求主、按時聚會；所以即

使他來聚會，也不會有任何感覺，好像被麻醉的

人，雖然也呼吸，也活着，卻沒有知覺。 

看見老路喪盡信徒生機功能

　第二，要看見老路喪盡信徒生機功能。我們要

知道，若是一直在這樣的老聚會裏，半年後，我

們麻藥打多了，就會醒不過來。以那位作了十幾

年的長老為例，他十幾年沒有帶一個人歸主，卻

完全沒有醒悟，沒有感覺，實在是一件很嚴重的

事。在約翰福音裏主耶穌說，不結果子的枝子，

祂要把它剪去。（約十五 2。）這是很可怕的。

或許有人會問，剪掉是甚麼意思？剪掉總不是好

事，比方你是葡萄樹上的一根枝子，一被剪掉，

最低限度，葡萄樹上一切的豐富，就與你無關了。

被剪掉，不要說會不會沉淪，最起碼就不能享受

主的豐富；這是很確定的。 
　按理說，享受主應該有豐富的結果，怎麼會有

一位弟兄，作了十四、五年長老，沒有帶一個人

歸主，卻一點也沒有感覺。這就是被麻醉了，並

且麻醉到一種昏迷的狀態；雖然是活的，也會呼

吸，卻是沒有一點感覺。這是件嚴肅的事。老聚

會會殺死、並麻醉基督身體上的肢體；所以，我

們不能再走老路，再照着老聚會的作法，一定要

絕對的放棄。 

幫助新人建立正確家聚會

　第三，要幫助新人建立正確的家聚會。這包括

三個要點，就是怎樣教導人真理，怎樣餧養人長

大，怎樣帶領人認識召會。在新路這個新作法裏，

正確的帶領家聚會乃是重要的關鍵。目前帶進新

人並沒有問題，會有許多孩子生下來；但問題是

孩子生下來後怎麼養。首先，不能把老辦法帶到

新聚會裏。根據這個原則，我們就得研究怎樣在

家聚會裏題詩、讀經、禱告，好除掉老舊的作法，

不統辦聚會事宜。總不要讓人受浸後，一來到聚

會中，就受帶聚會者的影響，失去正常盡功用的

操練。（待續） （結常存的果子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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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生命讀經導讀(二 )四活物與鷹翅、人手和牛腿

壹、本週進度：以西結書生命讀經第四至六篇，以西結書一章5~11節。

貳、信息導讀：

　本週我們接着來看以西結書第一章五到十一

節，說到四活物與鷹翅、人手和牛腿。

四活物
　我們越經歷神作吹動的風、覆庇的雲、焚燒的

火和光耀的金銀合金，我們就越被神聖的生命點

活，成為四活物。

　並且，四活物各有四個臉。我們若看見人有四

個臉，定會受到驚嚇，但這正是我們所該是的。

我們都需要有四個臉。四活物是基督團體的彰

顯。他們彰顯四方面的基督－人、獅子、牛和鷹。

這是基督的生活團體的彰顯。身為基督徒，我們

該是活物，是團體的實體，彰顯基督，正如祂在

地上的時候一樣。祂在地上的時候，在人、獅、

牛、和鷹這四方面生活。今天我們該是這樣一位

基督團體的彰顯。

鷹翅

　在聖經裏，鷹翅表徵應用在我們身上之神的力

量。在林後十二章九節下半保羅能說，『所以我

極其喜歡誇我的輭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在我們對主的經歷中，基督的能力會覆庇我們，

像鷹的翅膀覆庇被遮蓋的人。由此我們能看見，

鷹的翅膀表徵應用在我們身上之主耶穌的力量和

恩典。

人手
　人的手，指明正確、正常的基督徒該一直作恰

如人所當作的事。雖然我們的為人並勞苦，是靠

着神的恩典和能力，但我們在生活中必須非常有

人性，以人性的方式與神合作，盡我們人的本分。

這就是受平衡。人手在鷹翅底下，指明我們作每

件事都該在神的恩典和遮蓋之下，倚靠主並彰顯

祂。
牛腿

　腿表徵行動。牛犢的腿是直的，表徵活物的行

動不是憑人的聰明，不是彎曲的，乃是在神聖的

恩典裏，是正直、坦率、忠信並真誠的。牛犢的

腿也是分蹄、分瓣的，表徵活物在行事為人上能

分辨在神眼中甚麼是對的，甚麼是錯的；甚麼是

潔淨的，甚麼是不潔淨的。活物的腿燦爛如明亮

的銅，表徵他們的行事為人被主試驗、察驗而照

耀，給人亮光並試驗他們的行事為人。

　牛犢表徵新鮮、活潑、活躍。活物的行事為人

滿有活力，滿有生命、新鮮、新樣，像小牛犢一

樣。（摘自以西結書生命讀經第五至六篇。）

參、復習問題：
一、四活物有幾個臉，其中的屬靈意義為何？

二、鷹翅、人手和牛腿的屬靈意義的經歷為何？

恢復本經文生命讀經 上網登錄

民數記第二學程讀完的聖徒名單

　本學程讀完的聖徒，總共有 76 位。( 社區 47 位，青職 27 位，大專 2 位。) 其中有三個大區超過十

位聖徒讀完。( 七、十一、十四大區。) 戴冠璋、陳姷庈、戴李美玉、郭冠群、王許慧貞、林王麗美、

張勳章、畢劉素瑜、翁張蘊慈、楊清籐、蔡雅棼、張張祝、李蕭雅方、林彥余、賴慧娟、徐彩華、

張德慧、紀心蘋、陳致均、陳丁淑卿、劉蘇麗玉、劉古文金、楊幼秋、張劉樂嫻、楊萬生、楊榮蘊智、

許博舜、李文芹、周秀春、魏王貴枝、唐雅馨、劉維仁、張士毓、張蔡明秀、歐文吉、潘聖良、王秋薇、

洪何瑞芳、陳姜俐妘、詹吳佳娉、何龍子美、趙陳似錦、陳江敦、陳齊慧芬、江寶珠、蘇宥青、羅

雅柔、劉家佑、楊翊函、彭雅筠、林麗君、鐘志強、鄭平恩、繆碩耘、陳黃冠雯、王華森、沈黃淑芳、

林李淑玲、張方宗霞、邱俊傑、趙麗敏、黃秀娟、林倩如、朱玟蒓、李張金盒、陳素雲、李宏銘、

李林靜宜、蔡謝春桃、張育維、黃建富、葉姿均、朱王秀蓮、徐百合、林周素鑾。

　自上週開始進入以西結書生命讀經的追求，請弟兄姊妹們，照着每週三篇的進度，一同進入生命

讀經的豐富。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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餧養新人使我活過來
　感謝主！今天能站在這裏為主作見證，實在是

主的憐憫和恩典。謝謝弟兄姊妹對我弟兄一路的

扶持和代禱。安息聚會過後，我一直停留在傷痛

中，口裏雖沒有抱怨，心中卻滿了委屈。

　路加福音一章 78 ～ 79 節：『因我們神憐憫的

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 要照亮坐

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

上。』神是信實的，祂實在愛我，差派兩位新人

來到我身邊，陪她們讀經，參加初信成全。那時

我裏面是膽怯的，我跟主說，一個心裏滿了苦水

的人如何餧養新人？主說：『生命在祂裏面，這

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裏，黑暗未曾勝過

光。』美其名是我陪着她們，但在內心深處，明

白是主的愛，藉着新人，再次把我從灰燼中撿起

來。

　感謝主！兩位姊妹清心愛主，姊妹得救後，每

天堅定持續的讀聖經，再忙也不間斷。另一位姊

妹則是對主的話有胃口，渴慕追求真理，報名參

加聖經研讀。我們聚會時，一起操練時時轉向

靈，用主的話來禱告。陪她們讀聖經叫我整個人

儆醒起來，題醒自己不可鬆懶。感謝主！主藉着

兩位新人，恢復我對主的享受，對人的負擔和禱

告。餧養新人使我活過來，叫我的靈新鮮活潑起

來。看見她們兩位因着享受神，渴慕主的話，

餧養新人及新人見證

在屬靈上因神的增長而長大，心中滿了敬拜和讚

美！現在的我可以宣告，『我魂尊主為大，我靈

曾以神我的救主為樂。』讚美主！（802 區　徐

陳淑芬姊妹）

雖耶穌的事蹟未曾聞過，但在我心坎
有新的感受，莫名的平安像股暖流

　我會得救是看到女兒的轉變！主讓她的生活是

充滿平安及喜樂的，於是我也想讓主成為我生命

的活水泉源。

　其實我已經渴慕主耶穌基督很久了，但都沒有

勇氣去追求，信主的這件事我徘徊了 53 年之久。

直到今年 4 月底去了羅馬，住上一個月，並隨女

兒過召會生活，參加主日聚會、禱告聚會、以及

米蘭特會，讓我發現召會生活是如此甜美豐富；

聖經更是吸引我，雖然主耶穌的事蹟未曾聞過，

但在我的心坎已經有新的感受，莫名的平安像股

暖流－我想主已經在米蘭幫我豫備好了，等我很

久了，於是下定決心受浸，就在五月十四日米蘭

特會結束那天受浸，這是送給自己母親節最珍貴

的生命禮物。 
　 回台灣後，參加初信成全聚會及讀聖經、生命

課程、晨興聖言，每天與主禱告交通，享受主的

話，真正成為神家的兒女。這就是我信的故事。

（802 區　陳美惠姊妹）

　以前總認為真理是真理，生活是生活，真理和

生活好像兩條平行線，兩者之間在我身上好像沒

有交集。尤其當我分享完真理後，如釋重負，剛

剛講的好像已經跟我沒有關係了。生活依然故

我，靠自己的努力想要達到訓練的標準。

　在訓練中心，教師和輔訓也常常題醒勸勉，我

們所說的應該成為我們所是的，不要過兩套的生

活，上課一套，生活又是另一套。在基督的身體

這堂課的備課中，我被林前十二章身體的啟示這

幅圖畫抓住，十五節『倘若腳說，我不是手，所

以不屬於身體，牠不能就因此不屬於身體。』

十七節『全身是眼，聽覺在那裏？若全身是聽覺，

嗅覺在那裏？』十八節『如今神照着自己的意思，

把肢體俱各安置在身體上了。』二十三節『身上

肢體我們以為比較不體面的，就給它加上更豐盈

的體面…。』這都說出肢體的不可缺。主來光照

我，當我剛強的時候，常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不能體恤別人的輭弱；輭弱的時候，就想要躲起

來，覺得沒有我也沒差別。這些都說出我還是個

人主義，於是我裏面開始對身體滿了感覺，眼不

能沒有手，頭不能沒有腳，一個最小的肢體都有

牠的功用，改變了我裏面對同伴的態度。

　在鄉鎮開展，雖然有時同伴會有點抱怨，但我

就學習不定罪同伴，而供應基督給同伴，『不體

面的，就給他加上更豐盈的體面。』這樣的開展

真是經歷在身體裏彼此的扶持，真是滿了喜樂。

　這是這個訓練生活的寫照，越訓練越覺得需要

身體，願意再奉獻自己，在身體裏，為着身體，

並顧到身體，好把主帶回來！（陳信綸弟兄）

 在身體裏，為着身體，並顧到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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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生命讀經信息的負擔

生命讀經不是取代聖經，乃是帶人進入聖經　

　在已過十年中，我們中間已經完全證明，最有益的著作和刊物，乃是生命讀經的信息和恢復譯本

的註解。我寫這些東西不是為着學術研究，讓人得着學位，乃是為着供應生命、釋放真理、並解開

聖經的各卷。…主的恢復只為着恢復將經過種種過程的三一神分賜到我們裏面；而活的基督、那靈、

生命與召會乃是主恢復的重要內容。沒有別的地方可以找出其他書籍，論到基督、那靈、生命與召

會的恢復，是這麼豐富，這麼光照人，這麼滋養人。既然這是真實的情況和光景，我覺得除了使用

生命讀經以外，別無選擇，因為這是帶領人進入聖經上好的路。

需要在主話上有紮實的根基

　…我有把握的說，凡是好好讀過五百篇生命讀經信息的人，必會成為優秀的信徒。你們牧養眾地

方召會的長老，曉得多數聖徒的真正情況。如果你所在地的一位聖徒不是那麼『正確』，而他願意

從明天早晨開始讀生命讀經信息，我信只要讀到五百篇，他必會成為另一個人。…如果你願意從明

天早晨開始，天天研讀生命讀經，甚至只過五十天，你就會不一樣了。

建立在主話上花工夫的習慣

　我們應該幫助眾聖徒建立一種實行或習慣，每天至少花半個小時在主的話上。你可以早晨花十分

鐘，晚上花十分鐘，就寢前再花十分鐘。我們都需要建立這樣一種習慣，每天至少花半個小時進入

主的話。上好的路是囑咐眾聖徒照着他們的選擇，研讀新約的一卷書。他們該天天不斷的進入這卷

書。有些聖徒也許定意研讀羅馬書或希伯來書。他們該天天研讀，或者每天三次，每次十分鐘，或

者一次半個小時。我們該囑咐他們天天禱讀這卷書的兩節或三節。然後他們必須研讀附帶的信息。

一切的經文，我們都有信息。聖徒們不需要禱讀生命讀經的信息，但必須禱讀經文，好得着幫助，

進入這幾節經文所傳輸的真理。他們也需要註解和生命讀經信息的幫助，以進入真理。聖徒們需要

天天這樣作，來進入真理。這樣研讀聖經一年以後，聖徒們在家庭生活、個人生活和召會生活中，

必會有紮實的改變。
需要適當的食物

　你們許多領頭的人，在已過五年從來沒有鼓勵聖徒們用生命讀經來進入真理。你們把進入生命讀

經的事，完全留給他們。你們似乎不在意這是一件生死攸關的事。這條進入真理的路，無人過問，

好像無父、無母、無人養育的孤兒。情況一直如此，在有些地方召會中，你們的難處全是由於這件

事。…不要試圖用別的方法解決問題，那些都不管用。惟一管用的方法乃是使用適當的食物餧養你

的家人。

　所有在家裏作母親的，都囑咐小孩子要喫得適當。正確的母親每餐飯都囑咐孩子要喫得飽，喫得

適當。照樣，你們應該囑咐聖徒們要有適當的食物。你們會看出他們健康或者不健康。我們必須曉

得，牧養召會就是照顧一個大家庭，其中有許多年輕、年長和中年人。我們必須適當的餧養他們，

我們必須考慮甚麼是最滋養、最能醫治人和殺菌的食物。我們必須作選擇。

　請不要以為我在『賣瓜』。我請求你們忘掉這種來自魔鬼的思想。我不是在賣瓜，我乃是將神聖

的真理服事給神的子民。因此，你們領頭的弟兄要竭盡所能，在所在地激起一種氣氛，在眾聖徒裏

面製造追求主真理的飢渴。要告訴他們，真理是在獨一的聖經裏面，而引導他們進入聖經，最好的

幫助就是恢復譯本帶着註解並所有的生命讀經。當然，我們不該實行律法的事。我們不該使這些事

成為律法，要求眾聖徒去作。然而，眾聖徒如果真愛主的恢復，就必須一直從健康的食物得餧養，

使自己剛強。喫適當、規律的食物，結果就使自己剛強，也使主得着剛強的見證。（長老訓練第三冊，

第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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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下半年台南市召會真理追求進度表二○一七年下半年台南市召會真理追求進度表 

日期 晨興聖言 生命讀經 背誦聖經 

6月 26日 國殤節第一篇 民 45~47 弗五 7~9 

7月 03日 第二篇 民 48~50 弗五 10~12 

7月 10日 第三篇 民 51~53 弗五 13~15 

7月 17日 第四篇 結 1~3 弗五 16~18 

7月 24日 第五篇 結 4~6 弗五 19~21 

7月 31日 夏季訓練第一篇 結 7~9 弗五 22~24 

8月 07日 第二篇 結 10~12 弗五 25~27 

8月 14日 第三篇 結 13~15 弗五 28~30 

8月 21日 第四篇 結 16~18 弗五 31~33 

8月 28日 第五篇 結 19~21 弗六 1~3 

9月 04日 第六篇 結 22~24 弗六 4~6 

9月 11日 第七篇 結 25~27 弗六 7~9 

9月 18日 第八篇 帖前 1~2 弗六 10~12 

9月 25日 第九篇 帖前 3~4 弗六 13~15 

10月 02日 第十篇 帖前 5~6 弗六 16~18 

10月 09日 第十一篇 帖前 7~8 弗六 19~21 

10月 16日 第十二篇 帖前 9~10 弗六 22~24 

10月 23日 長老訓練第一篇 帖前 11~12 帖前一 1~3 

10月 30日 第二篇 帖前 13~14 帖前一 4~6 

11月 06日 第三篇 帖前 15~16 帖前一 7~9 

11月 13日 第四篇 帖前 17~18 帖前一 10~二 2 

11月 20日 第五篇 帖前 19~20 帖前二 3~5 

11月 27日 第六篇 帖前 21~22 帖前二 6~8 

12月 04日 第七篇 帖前 23~24 帖前二 9~11 

12月 11日 第八篇 帖後 1~2 帖前二 12~14 

12月 18日 感恩節第一篇 帖後 3~4 帖前二 15~17 

12月 25日 第二篇 帖後 5~6 帖前二 18~20 

1月 01日 第三篇 帖後 7 帖前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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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夏季結晶讀經訓練
   　 班別： 假日班　時間：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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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服事項目 電器 場地佈置 招待 交管 兒童 整潔 / 飯食

大區 三大組 八、九、十五 一、三 十三、十四 訓練學員 十、十六

  假日班事務服事表　總管：李可安弟兄（0935-565-982）、陳王永江弟兄（0912-123-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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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407 -1,232,686 737,512 0 0 -188,767 
本月收入 2,143,769 568,677 150,400 177,300 259,133 3,299,279 
本月支出 1,462,187 874,548 121,384 177,300 259,133 2,894,552 
本月結存 987,989 -1,538,557 766,528 0 0 215,960 

2017 年 6 月份財務奉獻收支概況

1. 本月個人奉獻包計 114 包。    
2. 海外開展奉獻累計 2,925,874 元，目標達成率 58.52%。    

區負責訓練，姊妹成全負擔交通

帶着學習
　長老幫助一位弟兄或姊妹接受負擔之後，馬上

就要帶着他學習。你要實際的作給他看，他看

了，領會了就要他作，你在旁邊來改正，帶着他

學，這就是長老們應該作的事。這樣作好像是作

慢工，但是慢慢的你會看見那個後果。過了半年，

一個弟兄給你成全了，再過一個時期，又一個弟

兄被你成全了，五年前不過是你們三五個人在這

裏這樣作，五年後變成三五十個人這樣作了，這

個後果是豐滿的。

帶領接受負擔

　長老們不光要幫助弟兄姊妹解決難處，還得具

體確定的帶領他，從神手裏接受負擔。…他已經

被你成全到了一個地步，應該接受一個負擔，在

這裏你就要幫助他…，這是需要長期和主有交通

的。你需要一面和他多有接觸，多有交通，能摸

着他的心情，知道他在主面前的感覺；同時你也

得常常為他禱告，摸主的感覺，領會主的心意。

就在這裏，慢慢的、很自然的，你就能幫助他接

受一個負擔。（長老治會，第十二篇。）

交通是長進和事奉的根基

　真實屬靈的人，都持續的在靈裏，享有神同在

的感覺，那就是生命、平安和自由。因此，他們

在經歷上，就感到滿足而剛強。乃是一個這樣一

直有神同在，並活在與神交通裏的人，神和神的

生命纔能不斷流到他裏面，組織在他裏面；也必

須是這樣的人，纔能隨時隨地流露神的生命，將

神的生命分給別人。這樣的流出生命，和分給生

命，纔是事奉主者真實的工作。（交通與神人調

和，第三篇。）

註：區負責訓練及姊妹成全報名請參閱週訊第八

    頁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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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國殤節特會晨興聖言「認識生命與召會」第 5 週，「職事文摘」第一卷第八期－神子民的一、

             脫離個人主義，活出身體見證、與人相聯而在身體裏事奉。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7/23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十六課上。

　   4. 書報「結常存果子的訓練與實行」第 19~20 篇，「以西結書生命讀經」第 4~6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5:19~21
　弗 5:19　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對說，從心中向主歌唱、頌詠， 

    弗 5:20　凡事要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裏，時常感謝神與父， 

    弗 5:21　憑着敬畏基督，彼此服從：

    Eph 5:19  Speaking to one another in psalms and hymns and spiritual songs, singing and psalming 
                     with your heart to the Lord, 
    Eph 5:20  Giving thanks at all times for all things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o our God
                     and Father, 
    Eph 5:21  Being subject to one another in the fear of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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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3( 主日 ) 口耶 3:1-25 口來 13:1-7  口來 13:5
07/24( 週一 ) 口耶 4:1-31 口來 13:8-12  口來 13:8
07/25( 週二 ) 口耶 5:1-31 口來 13:13-15  口來 13:15
07/26( 週三 ) 口耶 6:1-30 口來 13:16-25  口來 13:20
07/27( 週四 ) 口耶 7:1-34 口雅 1:1-8  口雅 1:5
07/28( 週五 ) 口耶 8:1-22 口雅 1:9-18  口雅 1:18
07/29( 週六 ) 口耶 9:1-26 口雅 1:19-27  口雅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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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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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4( 週一 )
07/25( 週二 )
07/26( 週三 )
07/27( 週四 )
07/28( 週五 )
07/29( 週六 )

  －報告事項－

　區負責訓練及姊妹成全
　區負責訓練　時間：9~12 月，每月第二個主日 19:30~21: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姊妹成全　　時間：9~12 月，每月第三個主日 15:30~17: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報名方式：通啟請上召會網站下載，並於 8/27（主日）前都報名：

　一、各大區以活力組（三至四人）為單位，每活力組指派一人為聯絡人，並需確定每週複

　　　習時間。

    二、請填寫報名回條，交由大區負責弟兄簽名推薦，並以電子檔（Excel）彙整寄至執事室。

　三、報名截止日期：8/27（主日）。

　裕忠照顧區事奉特會
　時間：8/6（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會後備有愛筵，請各家帶菜。

　聖徒來訪

　南京召會 30 位聖徒　 時間：8/13~15，接待大區：十一大區。

　韓國光洲召會大專生　時間：8/13~16，接待大區：十二大區。

　杭州召會 71 位聖徒　 時間：8/14~15，接待大區：十三、十四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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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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校園工作開展及當地十個聖徒的家相調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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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影訓練：聖徒抓住機會，參加各班別的結晶訓練，進入主今時代職事的說話裏。

　真理追求：全召會追求生命讀經，被真理構成，目標5年讀5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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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暑假期間家訪新生；受浸新人和新生能入住台南大專弟兄姊妹之家；。

    青少年：暑期國高中生共同追求和期初特會報名，青少年能贖回光陰，並過正常的召會生活。

　兒童：參加兒童品格園的福音兒童及福音家長能持續參加兒童排，持續被接觸餧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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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台南青職聖徒事奉相調聚會

時間：8/5（六）9:00~12:00，地點：大學路會所（大學路 18 巷 3 號）。請鼓勵各區青職聖徒與

服事家同來相調。

　暑期國高中生共同追求
時間：7/29（六）8:30~21:30，（報到時間 8:30），地點：裕忠路會所 B201 室。內容：舊約、

新約研經分享與相調，請攜帶紙本恢復本聖經、紙本詩歌本。費用：200 元 / 人，請在報到時繳費。

　台南畢業青少年聖徒相調
　相調時間：8/19（六）9:30~8/20（主日）21:00，報到地點：裕忠路會所美地大樓一樓大廳。

    報名對象：應屆高三畢業生、歷屆畢業青少年、大專生。費用：300 元 / 人，QR Code 報名

　青少年期初特會
一、時間：8/18（五）7:00（出發）~8/19（六）午餐後回程。

二、報名對象：呼召校園或是社區中的核心之青少年；有心願服事青少年的聖徒。

三、地點：溪頭、彰化一會所。

四、費用：1000 元 / 人（7/29 完成繳費，優惠價 900 元 / 人）。8/18 中餐自理。

五、截止日期：8/6。此次青少年人數限制 70 人，額滿為止。報名方式：掃描 QR Code
　　或向報名窗口（蔡濱如姊妹 0953-757-801）報名。

書報文字網頁服事交通
　時間：8/13（主日）15:30~17: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敬請有心願服事聖徒前來參加。

　結婚聚會　
  張思源弟兄（702 區，張懷德弟兄之子），黃彩虹姊妹（511 區）

　時間：8/5（六）15: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羅廣勇弟兄（302 區），鄧聆靈姊妹（107 區）

　 時間：8/12（六）15: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全召會真理追求進度　全召會進入以西結書生命讀經，每週三篇，請參閱週訊第六頁進度表。

　裕忠路會所停車場新建工程財務交通
裕忠路會所停車場新建工程款總計 200 萬元，目前奉獻款已達 741,200 元，尚須 1,258,800 元，

請聖徒繼續擺上奉獻並代禱。

書報
晨興聖言－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三）、（四），職事文摘第二卷第一期，基本訂戶電子版兌換，

已發至各小區。為配合夏季訓練，自 7/31 起全召會將追求晨興聖言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