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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國殤節特會－認識生命與召會』信息要點

第五篇　站在召會獨一的立場上，受基督身體的限制，
在同心合意裏有身體的感覺

夏季結晶讀經錄影訓練　 請鼓勵聖徒參加假日班、白天班及夜間班錄影訓練，請參閱第五頁。

前言
　前一篇說到召會的性質，乃是神聖的、復活的、

屬天的，是出於基督的純產物，是神人的調和。

我們需要儆醒並忠信的保守召會的性質，讓神人

的調和在我們裏面運行變化，如此纔有召會的實

際。本篇則進一步論到召會的實行。召會是基督

的身體，為了保守一而不分裂，作基督身體一的

見證。在實行上：首先，我們必須站在召會獨一

的立場，就是一個城一個召會，在此地方立場上

建造神的召會。其次基督身體上的肢體，站在一

的真正立場上，必須受其他肢體的限制，在神所

給個人的度量裏盡功用，沒有越位或越分，纔能

有正確的配搭。此外，我們還須在同心合意裏有

身體的感覺，脫離獨立與個人主義，這樣，纔能

使基督身體一的實際得着彰顯。

真理要點
壹、我們必須站在召會獨一的立場，就是一

的真正立場上：
　早期召會生活的實行，乃是一個城一個召會，

一個城只有一個召會。在一的真正立場，就是在

神所選擇的地方上聚會，有四個特徵：第一，神

的子民總該是一 ，不該有分裂。第二，神的子民

該聚集到主這獨一的名裏，其實際乃是那靈。第

三，在新約裏神的住處，乃是在我們調和的靈裏，

我們在敬拜神的聚會裏，必須操練我們的靈。第

四，我們敬拜神時，必須應用十字架，拒絕肉體、

己和天然生命，單單憑基督來敬拜神。

貳、我們作為基督身體的肢體，站在一的真

正立場上，必須受其他肢體的限制，不越過

我們的度量：
　一、我們每一個肢體，在基督的身體裏都有自

己的一個位置，都有他所能的，有他的那一分，

來服事基督的身體。這是神所量給各人的，也是

我們所該接受的。每一個肢體都是不可少的。

　二、身體長大和發展的基本要求，是要認清我

們的度量。我們要樂意受我們度量的限制。只要

越過度量，我們就越過元首的權柄，離開了膏油

的塗抹，並且干涉了身體的等次。

　三、我們應該像保羅一樣，學習在度量之內，

在作見證及開展上學習都受神的約束；我們若照

着那靈而開展工作，就一直有某種限制。

叁、為着主在祂恢復裏，在地方一面並宇宙

一面的行動，我們必須在同心合意裏有身體

的感覺：
　一、我們應當一直考慮到身體，顧到身體，尊

重身體，並且作任何事都要對身體最有益處。

　二、在身體裏不能有獨立或個人主義，因為我

們是肢體，而肢體無法脫離身體而生活。

負擔應用
　一、求主讓我們領悟主所給個人的度量為何，

並受其他肢體的限制。一面我們不越過自己的度

量和界限；一面不輕看不埋藏從主所領受的那一

分，而竭力盡上自己的功用，這是長進與喜樂的

祕訣。

　二、求主救我們脫離獨立與個人主義。我們不

僅該倚靠神，也該倚靠弟兄姊妹。凡是單獨的基

督徒，遲早都要變得枯乾。個人主義在神眼中是

可恨的，因為身體的仇敵就是己。

　三、在活力排配搭裏，傳福音、牧養人，學習

顧到同作肢體的，滿有對身體的感覺。經歷『我

不知道的，身體裏別的肢體知道；我不能看見的，

身體裏別的肢體能看見；我不能作的，身體裏別

的肢體能作』。我們越多操練，就越真實經歷身

體的實際。（戴冠璋弟兄）

QR Code 週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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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路成功的關鍵（二）

　其次，我們給人施浸後，就要與人約家聚會。

頭一次去時，他們可能一點也不懂，所以需要教

他們怎麼聚家聚會。我們必須告訴他們，這個聚

會是他們一家的聚會，我們不過是來幫忙的。並

且告訴他們，基督徒的聚會，不外乎唱詩、讀主

的話，也就是讀聖經；也不外乎作見證、分享；

更不外乎有福音朋友來時，對他們傳點福音。要

讓他們知道，聚會裏不外乎作這些事；並且這些

事，不是所謂的負責人作的。在家聚會裏的，幾

乎都是新得救的，沒有長老，沒有執事，更沒有

帶頭的，每一個人都得盡功用，聚自己的會。我

們開頭去幫助家聚會時，最多就是和他們一起交

通，並在會中示範怎樣禱告、怎樣唱詩、怎樣讀

經等，總要盡量讓他們自己作。 

勿取代新人盡肢體生機功用
　第四，勿取代新人盡肢體生機功用。首要的，

我們當怎樣開始家聚會呢？這不需要一個太正式

的開始。比方喫完晚飯後，父母在那裏收拾整理，

安排座位，孩子知道要聚會了，就歡歡喜喜的唱

起來：『需要耶穌，需要耶穌…。』小孩一唱起

詩來，事實上就是聚會開始了，等到別人也來了，

一聽見這孩子唱詩，自然跟着一起唱，爸媽也跟

着唱，聚會就開始了。禱告也是如此，可能剛喫

過飯，整理得差不多了，作父親的就開始禱告：

『主阿，感謝你，我們都蒙了救恩，今天又能聚

在一起享受你，並且你還差遣一位弟兄來幫忙。』

這個聚會就開始了。再比方，也許飯後，既沒有

人唱詩，也沒有人禱告，但有人在那裏讀聖經創

世記第一章，『起初神創造天地，』這個聚會也

就開始了。所以家聚會不需要誰來帶，乃是在家

中聚會的人自己帶；這就給我們看見，甚麼是在

新作法裏題詩、禱告、讀經。 

　作見證也是這樣，或許飯後整理妥當後，作母

親的就對孩子們說，『孩子們，你們看，主的恩

典何等大！我們當初拜偶像，落在黑暗裏…。』

母親這樣談起來，就是作見證，這個家聚會也就

開始了，並不需要等到七點纔開始。這並不需要

倚靠甚麼人，自己家的人，就可以開始聚會，或

者作父親的說，『孩子，你選一首詩罷。』或者

作孩子的，也不必等父親喊，就自己唱起來：『自

基督來住在我心…。』在所有新人得救起頭聚會

時，我們就得這樣教導他們，如同母親生下孩子

後，教孩子喫飯一樣。相信作母親的都知道，要

教導孩子怎樣喫飯，卻不是替孩子喫。 

　此外，新人一成立家聚會，就要幫助他們欣賞

詩歌，人手一本。不僅聚會時學唱詩歌，平常在

家，作母親的洗碗時，就可以放錄音帶學着唱。

我們都知道，小孩子學唱歌、學講話都是從聽來

的。無法講話的人，都是因為他們聽不見，所以

不會唱，也不會講。若是情形許可的話，要幫助

新人在家裏多聽詩歌錄音帶，聽多了就容易唱。

開頭時，可以先唱短歌，如『需要耶穌』，『自

基督來住在我心』等。在讀主的話上，也一定要

勸他們人手一本聖經，好能天天讀主的話。 

　怎樣教他們真理，怎樣餧養他們，帶他們在生

命上長大，認識召會，好進到召會生活裏，這些

都在我們的研究之列。然而，不要在新人受浸後，

很快的就帶他們到召會的聚會裏。在召會的各種

聚會中，最有價值的是擘餅聚會，所以，我們要

帶他們有擘餅，但其餘的還需要繼續研究。 

問答
　問：我們去家聚會時，都是豫備好，禱告好，

在靈裏去的；但每當我們在聚會中停下來時，他

們也不講了。所以我們雖然很不想講，還是得要

講下去。這怎麼辦？ 

　答：總要盡力不取代新人盡功用；我們講得太

多，是不會成全人的。我們和新人約好家聚會，

第一次去的時候，就先要有一篇開場的話，讓他

們明白這個聚會是他們的聚會，並且基督徒的聚

會，不外乎禱告、讀經、唱詩、作見證，還有彼

此勸勉等。頭一次去，就是去打這個底，並作給

他們看，叫他們知道如何在聚會中禱告，在聚會

中讀經，在聚會中唱詩，並在聚會中彼此勸勉等。

鼓勵他們自己先開始聚會，不要彼此等待，或有

詩歌，或有主話，或有見證，都是可以的。 

　這就是新的聚會，沒有任何方式。所以，頭一

次去家聚會時，就要和他們說清楚，千萬不可自

己又出了頭，既唱詩，又禱告，這就回到老路，

老舊的作法裏去了。作母親的都知道，教孩子說

話時，第一個字說出來一定要準確，一不準確，

小孩學了，就很難再改；所以我們要特別注意這

點。（結常存的果子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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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生命讀經導讀(三 ) 四活物的配搭與高而可畏的輪子

壹、本週進度：以西結書生命讀經第七至九篇，以西結書一章9~21節。
貳、信息導讀：

　本週我們來看以西結書第一章九至二十一節，

說到四活物的配搭與高而可畏的輪子。

四活物的配搭
　首先，我們需要看見四活物是怎樣配搭的。每

個活物面對一個方向，分別面對北、南、東、西。

當他們面對這四個方向，兩個翅膀展開，觸及毗

連之活物的翅膀時，形成一個四方形。

　每個活物俱各直往前行。他們並不轉身，而是

有些倒退，就是往後行動。譬如，一個活物往北

行動，面對南方的活物就必須倒退，往後行動。

因此，一個直往前行，相反方向的活物退行。同

時，其他兩個活物必須旁行。無論活物往哪個方

向行動，任何一個都不需要轉身。一個只要直往

前行；一個倒退，往後行動；另外兩個旁行。這

是我們在召會生活中所需要之配搭的美麗圖畫。

高而可畏的輪子
　在十五至二十一節裏，四活物不僅是為着彰顯

主，也是為着主的行動。主乃是藉着他們在地上

行動。一個召會若是正常的，她的旁邊必定有大

輪子。現在我們要往前來看，這些高而可畏之輪

子的一些細節。

第一，輪在活物臉旁，並且像水蒼玉
　輪在活物臉旁，這指明我們若要有主的行動，

首先就必須活出主，彰顯主。我們若活出基督的

彰顯，我們就有主行動的輪子。無論輪子往那裏

去，它都帶着主顯出來的樣子。輪子若隨着你到

學校或工作的地方，它就把主的樣子帶到那裏。

別人能看見水蒼玉，就是主顯出來的樣子。

第二，四輪同一樣式，向四方直行
　四輪都是一個樣子，一個樣式。這指明在每一

個召會中，主的行動都有同一個樣式和樣子。在

每一個地方和每一個國家的輪子，必須有同一個

樣子。輪行走的時候是向四方，就是向四個方向

直行。這指明在配搭裏的行動，不需要掉轉。

第三，輪輞高而可畏，滿有眼睛
　在我們所在的地方，我們不該只有一個直徑僅

僅幾寸的小輪子。相反的，在我們所在的城裏，

該有高大的輪子，是高得令人畏懼，使人驚訝。

並且，在召會中若有高而可畏的輪子，必定有許

多眼睛。結果，你就會有眼光、遠見。（摘自以

西結書生命讀經第七至九篇。）

參、復習問題：
一、四活物是怎樣配搭的，有何屬靈的意義？

二、高而可畏的輪子有那些細節，有何屬靈的意

　　義？

恢復本經文生命讀經 上網登錄

台南市召會青職聖徒屬靈操練之獎勵方案

　　      －青職－

　『聖經說，在神百姓中間，有心中定大志的，也有心中設大謀的。（士五 15 ～ 16。）這些人為誰

立大志，為誰設大謀呢？只要是個有志氣的人，他雖然活在地上，心都是向着神的；我們應當向着神，

心中定大志，設大謀。但願所有的青年人，從今天起，都肯在心中定大志，設大謀。』（福樂的人生，

第三篇。）

　為鼓勵青職聖徒們，建立週週出訪傳揚福音，牧養新人，以及追求主話之正常基督徒的習慣。特

別設有獎勵方案，以資鼓勵。願主在台南市得着更多青職聖徒，成為定大志，設大謀的青年人，一

生一世立定志向，專一地向主活着。

項目 操練項目 操練標準 獎勵方式 

1 主日聚會 20週 
一  凡達到其中標準者，可補助參加台南市青職特會行動。

（達到其中四個項目，補助 500元。達到其中五個項目，
補助 1000元。) 

二  凡連續二次達到五個項目標準者，參加一年七次特會訓練
或青職聖徒海外開展行動，可補助 10000元。 

三  以上各項行動補助的使用期限為一年以內。 

2 福音出訪 13週 
3 送會到家 13週 

4 
區負責訓練 
姊妹成全 

3次 

5 追求生命讀經 二個學程 

6 背誦聖經 二次 90分以
上（B卷） 

 備註：一、每年從二、八月一日開始，以每半年計算乙次。
      二、主日聚會、福音出訪、送會到家的操練記錄以召會點名系統裏的記錄為準。



             2017.07.30 4  　 －夏季訓練－

愛主到極點，過申言的生活以建造召會

　今年夏季訓練以西結書結晶讀經訓練（二），

在加州安那翰舉行，此次台南市召會有將近三十

位聖徒報名參訓，弟兄們安排了當地召會訪問相

調，加上訓練共兩週滿滿的行程，其中滿了諸多

的蒙恩與神聖話語的光照！

　初從北加的舊金山，一路南下，後至核桃市召

會接待。途中風景多種面貌，讚嘆神的創造。我

們造訪了加州眾召會，享受各地聖徒熱情接待，

看見在基督裏的新造纔是最美的圖畫；並且車程

中有以西結書生命讀經有聲書相伴；還前往恩典

陵園，追思許多愛主睡了的聖徒…。

　其中最寶貴的，仍是在主裏與眾聖徒的聚集以

及訓練中的時代話語。以下是聖徒們的分享：

看見自己真實光景，需被點活好成為軍隊
　感謝主，讓我有機會來參加這次的訓練，回顧

上次來參加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看見主恢

復新生代已興起，並且參訓人數也比往年增加；

藉此訓練，主更新我的看見，並要我以祂的喜悅

來事奉神。

　十二篇信息每篇都非常享受，第一篇信息『枯

乾骸骨被點活，成為極大的軍隊，以及兩根木杖

接連，為着建造神的家』，說到今天聖徒受到

不同墳墓的埋葬，需要蒙拯救脫離死亡的情形；

然而，我們的主乃是死人的救主，藉着祂的說話

讓死人變為活人。所以，主的說話就帶來生命的

靈，聖徒要脫離死亡最好的路就是申言，為主說

話，說出主來，並將主供應給人；不僅救自己，

也救別人。

　再者，另一個摸着就是兩根木杖接連，說出合

一的重要，失去一，就死沉，今天大多數神的兒

女如同散在各處的骸骨，彼此失去聯結，並且

分裂。但是神喜悅祂的兒女彼此聯結，在主裏合

一，祂一直在作恢復的工作，而枯骨能成為一，

不是藉着恩賜或教訓，乃是藉着生命。今天，我

們需要走生命的路，在主裏是一，充滿生命，讓

神有機會建造祂的家。

　我深深覺得第一篇信息那靈向我說話，讓我認

識自己不僅是罪人，更是死人，需要祂開我的墳

墓，點活我，並看見需要與身體上的肢體一同被

建造，聯結成為軍隊，建造神的居所。（405 區

余正榮弟兄）

看重申言，順服主申言以點活人
　以西結書三十七章一至十四節講到枯乾骸骨的

異象，枯乾骸骨表徵未得救的罪人或退後的信徒

的光景，是死沈、脫節離散、沒有合一。

　來夏季訓練之前，我感覺我的光景就像枯乾的

骸骨一樣死沉。但神是死人的救主，當神吩咐以

西結向枯骨申言，以西結遵命，初次申言，骸骨

就聯絡一起；再申言，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

成為極大的軍隊，為神爭戰。

　當弟兄們為神說話時，那說到我裏面的話將我

點活了，如此我也越發渴慕申言，看重申言，若

是順服主在裏面的感動而申言，是會點活人，使

人得着復興的！（102 區　楊馬美珍姊妹）

天天規律享受主，得着裝備來為主申言
　在召會的聚會中申言，應驗聖經中最大的豫

言，就是建造召會。在我們裏面的基督有很多的

話要說，所以需要很多人為祂申言。而要過申言

的生活，就需愛主到極點，我們越愛主，就越有

資格為主說話。我們需要贖回光陰，花功夫被主

的聖言浸透並泡透，好得着裝備以申言。我實在

經歷主的慈愛和憐恤，每早晨都是新的。（哀三

22，23。）看見天天規律享受主的話，愛慕主話，

受成全得裝備很重要，並與區裏弟兄配搭，為主

說話，說出主，並將主說到人裏面。（1103 區　

鄭宥鑫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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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結晶讀經訓練
   　 班別： 假日班　時間：7/30, 14:55~20: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白天班　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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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8/5, 8/7
二 北門路會所 19:30~21:30 林益生 　　　7/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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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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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申言的生活，為建造基督的身體
　一路有聖徒的接待，使我感受在基督的身體

裏，彼此作肢體，有神家親人的實際。他們熱切

的心，以及在各方面柔細的關懷，是我們的榜樣。

　這次的訓練我摸着過一個申言者的生活，為着

建造基督的身體，使神得着榮耀。凡是讓神來量

過、查驗、審判、據有，不作自己的工，信神的

祝福，寶貝神的祝福，不攔阻神的祝福，要寶貝

並專注於新約福分。每早晨在與主的親密交通

中，都有深的摸着及感動，祂是隱藏的神，也是

一切祝福的源頭，叫我更多寶貝神自己，讓祂更

多流過、量過、據有，好使我能經歷祂一切豐富。

（1201 區　吳許瀞月姊妹）

神是祝福的神，那靈是祝福的實際
　第一、第二篇藉着以西結的申言，帶進神的風、

氣和靈，使枯骨被點活而成為極大的軍隊，以及

使兩根枯木連成一根為着神的聖所。所以我們要

寶貝為主申言。第三、四篇說到藉着神生命的恢

復，使人—包括以色列家和列國—都知道耶和華

是誰—祂是那我是，是復活的三一神；也是祝褔

的神和神的祝褔。神的祝褔不只是外在物質的，

也是神內在的祝褔；而一切祝褔的實際乃是那

靈—亞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穌裏臨到信入祂的

人裏面。（107 區　王珞安姊妹）

　區負責訓練及姊妹成全
　『若是我們常常活在生命的交通中，當我們遇到人時，自然能供應人；人裏面也確實能從
我們得着供應。同時，我們也要一直學習從別人得供應。總之，我們要使人得着生命的供應，
也要接受人的供應，這就是彼此有生命的交通。這不是外面道理的問題，而是裏面生命的故
事。』（召會的歷程，一○○頁。）本學期主題為『生命的交通』，將幫助眾聖徒操練活在
生命的交通中，得着交通所有的益處。

　壹　訓練時間：

　　一　區負責訓練：9/10、10/15、11/12、12/10  （19:30~21:30）

　　　　每月第二個主日（十月份因 10/8 為連續假日延後一週）。

　　二　姊妹成全：9/17、10/22、11/19、12/17 （19:30~21:30）

　　　　每月第三個主日（十月份因 10/8 為連續假日延後一週）。 
　貳　訓練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叁　報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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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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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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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以西結書結晶讀經晨興聖言（三）第 13 週，「職事文摘」第二卷第一期－審判為帶進恢復、

　　　 復興的律、講說主話。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7/30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十六課下。

　   4. 書報「以西結書生命讀經」第 7~9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5:22~24
　弗 5:22　作妻子的，要服從自己的丈夫，如同服從主； 

    弗 5:23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召會的頭；祂自己乃是身體的救主。  

    弗 5:24　召會怎樣服從基督，妻子也要照樣凡事服從丈夫。 

    Eph 5:22  Wives, be subject to your own husbands as to the Lord; 
    Eph 5:23  For a husband is head of the wife as also Christ is Head of the church, He Himself being 
                     the Savior of the Body. 
    Eph 5:24  But as the church is subject to Christ, so also let the wives be subject to their husbands in 
                     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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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0( 主日 ) 口耶 10:1-25 口雅 2:1-13  口雅 2:13
07/31( 週一 ) 口耶 11:1-12:17 口雅 2:14-26  口雅 2:26
08/01( 週二 ) 口耶 13:1-27 口雅 3:1-18  口雅 3:18
08/02( 週三 ) 口耶 14:1-22 口雅 4:1-10  口雅 4:8
08/03( 週四 ) 口耶 15:1-21 口雅 4:11-17  口雅 4:11
08/04( 週五 ) 口耶 16:1-17:27 口雅 5:1-12  口雅 5:12
08/05( 週六 ) 口耶 18:1-23 口雅 5:13-20  口雅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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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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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1( 週一 )
08/01( 週二 )
08/02( 週三 )
08/03( 週四 )
08/04( 週五 )
08/05( 週六 )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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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康照顧區事奉特會
　時間：8/13（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大區　四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8/8（二）20:00，地點：裕忠路會所 A102 室。

                   六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8/8（二）20:00，地點：中正南路會所。

　　　　九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8/8（二）20:00，地點：歸仁區會所。

　　　　十一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8/1（二）19:30，地點：新市區會所。

　第十六梯次日間追求班 
　一、時間：9/7~12/21，每週四 8:50~11:40。 
　二、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三、報名費用：每人 300 元。 
　四、報名方式：即日起請向柯楊　治姊妹或賴錦富弟兄報名並繳費。 
　五、報名截止日期：9/4（一），8/17 前報名之學員依大區考量編組，每組足額編列，之後報名

　　　者依序編入後續之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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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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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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負責訓練及姊妹成全：鼓勵各區活力組報名參加，並確定禱告復習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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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兩週成全；受浸新人和新生能入住台南大專弟兄姊妹之家。

    青少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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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南區青職特會

一、時間：9/9~10（六 ~ 日），主日下午安排相調行程，預計 18:00 前回到台南。

二、地點：中部相調中心。

三、報名對象：青職聖徒、服事者、照顧家。

四、費用：每人 1400 元。（不搭車者 1000 元；幼兒占床位及車位者 1000 元，仍需報名。）

　　           報名截止日：8/20（主日），逾期報名者需加收 100 元。

五、報名方式：填妥報名表，以大區為單位，用 excel 檔彙整，寄至 tnnchyw@gmail.com。

　　報名費以各大區為單位，交由執事室賴錦富弟兄代收；或匯至台灣銀行新營分行（004） 
　　028-00808515-9，戶名：朱玟蒓，匯款成功後，也請在上述 email 告知匯出帳戶的末五碼，

　　並附繳款人名單。（※ 繳費纔算完成報名。）通啟已隨週訊發至各小區。

六、特會總管：江典剛弟兄（0963-853142），余冠龍弟兄（0905-812769）。

　青少年期初特會
時間：8/18（五）7:00（出發）~8/19（六）午餐後回程。報名對象：校園或是社區之青少年，

有心願服事青少年的聖徒。地點：溪頭、彰化一會所。費用：每人 1000 元，8/18 中餐自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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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並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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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位聖徒　 時間：8/14~15，接待大區：十三、十四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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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子群弟兄（404 區），熊哈拿姊妹（404 區）

　 時間：8/19（六）15: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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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300 元，尚須 1,129,700 元，

請聖徒繼續擺上奉獻並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