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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夏季訓練－以西結書結晶讀經 ( 二 ) 』信息要點

　第十篇　 生命的流帶着生命的供應，出於並為着神宏偉的殿

前言
　上篇信息說到在神的眼光之中，不只有事奉殿

的事奉，還有一種更好的事奉，就是事奉主。我

們事奉主所作的一切，都該是為着主的緣故，為

着祂的滿足、心願、快樂、目的、喜悅和榮耀。

求主使我們願意花時間來禱告親近神、事奉主，

享受祂作隱藏的嗎哪、發芽的杖與生命的律。本

篇『生命的流帶着生命的供應，出於並為着神宏

偉的殿』主要講到三件事：第一，就是這道從殿

裏流出來，賜生命、使百物都必生活的生命之流

有何特徵？第二，這道流要如何加增、加深？第

三，這道更深的流帶來怎樣的結果？

真理要點
　首先當我們說到這道生命的流時，我們所指

的乃是包羅萬有賜生命的靈，作三一神終極的顯

出。這道流開始於永遠裏的寶座，繼續經過基督

的成為肉體、人性生活和釘十字架，現今在復活

裏將神聖生命的一切豐富供應神的子民。這道流

不是客觀的在我們之外，乃是進到我們裏面，正

如主所應許『信入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

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這在復活裏生命水

的湧流，乃是為着建造基督的身體，並豫備基督

的新婦，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　 

　今天我們要有分於神終極的行動，就需要經歷

那出於神殿之生命的流。神終極的行動乃是祂在

人裏面的行動，用祂生命、性情、元素和素質一

切的所是將人浸透，藉此使人成爲神，而使神得

着榮耀，得着彰顯。『祂帶我回到殿門，見水從

殿的門檻下流出，往東流去；…』啟示出我們若

與主親近並多接觸祂，就有一個出口，讓活水從

召會流出來。往東流即是往神榮耀的方向流。倘

若召會中的每一個人，都尋求並顧到神的榮耀，

活水就會從召會流出來。

  水由殿的右邊流出。在聖經裏，右邊是至高的

地位、首位。生命的流該在我們裏面居首位，在

我們的生活和工作中成爲管治的因素。水流是在

祭壇的南邊往下流，說出我們需要十字架的對付

與完全的奉獻。此外，爲着生命之流的增加，我

們還需要爲主這銅人所量度。我們越讓主察驗、

試驗並審判以據有我們，我們就越受生命之恩的

湧流所約束並限制，至終消失在湧流的三一神這

可洑的河裏，被這河帶往前。

　我們享受基督作生命的流，賜生命的靈，乃是

爲使我們成爲撒種者、栽種者、澆灌者、生育者、

餧養者和建造者，有供應生命的職事，爲着神奇

妙的生機建造，就是神宏偉的殿。今天在召會生

活中，我們需要這六種人。林後三章六節『祂使

我們彀資格作新約的執事，這些執事不是屬於字

句，乃是屬於靈。…』說明新約彀資格的執事乃

是供應生命給人，爲要幫助人在生命裏長大。這

是爲着建造召會作基督生機的身體，終極完成新

耶路撒冷，以完成神永遠的經綸。

負擔應用
　一、在召會生活中所需要的，不是屬人的辦法

來解決問題，乃是讓主這生命的流加深。這需要

我們更多禱告，不僅個人有每天定時禱告，每週

也能參加禱告聚會。在我們的聚會及事奉中，生

命的流帶着生命的供應，好叫更多的生命能吞滅

死亡。

　二、我們需要週週傳揚福音，作撒種者、栽種

者、澆灌者、生育者；我們也需要作餧養者、建

造者。陪初信聖徒晨晚興、家聚會，並鼓勵他們

參加召會『初信成全班』，使我們不斷以基督作

屬靈的食物，從祂得滋養，也能餧養別人。

（王訓誠弟兄）

QR Code 週訊下載

全召會區負責訓練　　　時間：10/15（主日）19:30 ～ 21: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全召會姊妹成全　　　　時間：10/22（主日）15:30 ～ 17: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二○一八國際華語特會　時間：2/16~18，地點：台北南港展覽館，報名請詳見第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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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聚會的內容－關乎基督徒聚會的幾點交通

聚會的因素—靈、話、禱、讀
　說到聚會的一面，往往新人歡歡喜喜的前來聚

會，結果大家都忘了本分，以致新人不得飽足，

悵然而歸。簡單的說，就是經常聚會的人準備不

彀，所以聚會供應不彀，豐富不彀。所謂豐富，

不是大聲喊叫，或大聲唱詩，而是聚會中有滿了

份量的禱告，帶着亮光的禱告，帶着生命的禱告，

帶着真理的禱告，帶着經歷的禱告，帶着供應的

禱告。

　聚會要有內容，但這內容，不能有一個固定、

呆板的程序。然而，聚會雖然沒有那種一定的程

序，卻也是有其過程，有其一定的因素。聚會的

因素，不外乎靈、話、禱、讀。靈，就是神的靈

和我們的靈；話，是神的話，也就是聖經；禱告，

帶着讚美；讀神的話，也帶着禱告；這四者就是

我們聚會內容的成分。

操練禱告，共同背負聚會責任
　除了長老以外，每個人都當負起聚會的重責大

任，操練禱告，讓聚會的內容滿了靈，滿了話，

滿了禱告，滿了讀、說神的話。我們的禱告一定

要有內容，有生命的內容，有亮光的內容，有真

理的內容，有經歷的內容，還要有供應的內容。

聚會內容應充實，供應上好生命
　若是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把新人

帶到聚會裏，卻只叫他們看一個熱鬧的場面，從

內容說，那就是百分之百的失敗。當然，他們都

是初得救的人，也許不會有太多屬靈的感覺，反

正看看會所也不錯，人數這麼多，大家都很興奮，

也都喜氣洋洋，實在是難得。這也的確是真的，

在這世界上，去那裏找這麼一個溫馨的場合。然

而，認識主的人就知道，我們在作甚麼？在那

個聚會裏，除了唱詩歌，我們到底有甚麼內容給

人？沒有。我們不過給人看熱鬧罷了。

　這個熱鬧或許不錯，所以有許多人願意再來。

可是，人再來兩次，就不會再來了。為甚麼？因

為沒有內容。人要有內容的東西，我們該給人內

容。甚麼內容？不外乎真理、亮光、生命、見證。

所以從現在起，我們都得操練這個，到一家一家

去作家聚會，不是僅僅把生命課程一題一題，或

者一課一課教他們，更是要和他們多有交通。藉

着交通，將生命種在他們裏頭；每次去，都給他

們一點生命的供應。這是沒有止境的，完全是綜

合的、多面的。

　我們去作家聚會時，要有會前三分鐘的談話，

和會後五分鐘的談話；這三、五分鐘是很重要的。

我們必須把要供應給他們的，豫先準備好，以便

在談話時，在字裏行間把主的豐富種到他們裏

面，把主的生命供應給他們。這是我們每個人都

必須要學的功課。此外，我們還得會用生命課程。

聚會內容不充實，是我們目前最大的漏洞。我們

必須盡力、盡速補上這缺漏。

聚會不應鬧趣，失去限度
　聚會鬧趣是犯大錯。我們的眼睛要開啟，感覺

要敏銳。人一聚在一起，往往容易失了限度。喜

樂是應當的；不只應當喜樂，還應當歡唱。然而，

歡唱裏不該有一點鬧趣的味道，不該輕率。凡能

叫人笑，並且帶着鬧趣的味道的，都該完全避免。

我們聚在一起，乃為敬拜神，記念主。我們一面

傳真理，供應生命，叫人來到聚會中，看見鮮活

的情形；但另一面，也要叫人起敬，覺得這裏有

神，因為我們乃是在神面前，在主面前。

　千萬不要輕看初得救的人，因為每一個神所創

造的人，他裏面都有敬拜神的渴望，都有敬拜神

的感覺。人來聚會，是為要尋求神。這是人的基

本觀念。因此，我們聚會不是為鬧趣，而是要敬

拜神，記念主，供應人生命。

加強家聚會的訓練與作法
　我們從前給人施浸後，不能把人留下，就是因

為沒有家聚會，不會作家聚會。現在我們花了許

多力氣和時間，操練作這一個，是盼望我們眾人，

都能在所在地，藉着家聚會，把人穩固在召會生

活中，使他們能在生命上長大。

　熱鬧是一時的，興奮是短暫的，我們要持久的

餧養人，像母親在家作飯，一天數次持久的餧養

孩子，把他們從一歲養到二十歲，乃是一件不容

易的事。然而，我們作家聚會，就是要從這個眼

光來看；我們自己先得有生命上的充實，真理上

的裝備，以及用法上的學習不可。生命的充實，

真理的裝備，家聚會課程的用法、作法等操練，

三者必須兼顧。我們必須實際的親身去體驗，到

家聚會去，看看怎樣作，怎樣實行。不要同一本

生命課程，或同一本聖經，在別人手裏，又豐富、

又活潑、又新鮮、又明亮，但一到我們手裏，就

不靈光。眾人都帶聖經，但別人帶聖經，是活的、

是明亮的；我們帶聖經，卻是死的、呆板的、暗

洞洞的。這說出我們的確需要訓練。（結常存的

果子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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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撒羅尼迦前書生命讀經導讀(四)在三一神裏的召會

壹、本週進度：生命讀經第七至八篇，帖撒羅尼迦前書一章 1節。
貳、信息導讀：

　帖前一章一節與帖後一章一節都說，召會是在

父神和主耶穌基督裏的。我要請你們仔細思考這

句話：『在父神和主耶穌基督裏…的召會。』假

如保羅寫得稍微簡單一點，只說『在神和基督裏

的召會』可以嗎？

神與三一神的區別
　關於神聖名稱第一件基本的事，就是對父的名

的啟示。認識神乃是大事，但認識父是更大的事。

創世記一章一節說『起初神創造天地。』我們在

這一節裏看不見經過過程的神，也就是說，我們

看不見父、子、靈。但是新約卻有三一神完滿的

啟示。

在三一神裏是生機的，也是在生命裏的
　比如，說我們是屬於某一個人的，這是一回事；

但說我們是在那個人裏面，就完全是另一回事。

對我們人來說，我們可能屬於一個人，但我們不

可能真在那個人裏面。召會能在三一神裏只有一

條路，就是生機的、並出於生命的路。我們對生

命的路瞭解得不彀，但是神卻非常瞭解。不僅如

此，只有神能以生命的方式來作事。神以生機、

生命的方式，使召會能在三一神裏面。

在父神…裏
　父神有一個確定的旨意，就是要產生眾子。召

會在父神裏，含示召會乃是在神的定旨、計畫、

揀選和豫定裏。

在…主耶穌基督裏

　召會在主耶穌基督裏面；這含示對召會來說，

一切天然、消極、屬乎舊造的事物，都已經了結。

控制的異象
　看見召會是在三一神裏，對於為着召會生活的

聖別生活來說，是很基本的。我們若看見這點，

就不會在意改良自己的行為或變得更有道德這類

的教訓。只要我們看見召會是在父神和主耶穌基

督裏，我們就會明白，我們已經被神自己完全分

別出來，並且現今被主耶穌基督所包含。這使我

們成為聖別的人，過聖別、分別出來的生活。這

種生活乃是為着召會的。我們看見這個，就能明

白帖撒羅尼迦前書裏面所寫的是甚麼。

接觸那靈
　經過過程的三一神如何能在我們的經歷中應用

到我們身上？祂乃是作為賜生命的靈應用在我們

身上。那靈不僅是神的靈和基督的靈；那靈就是

神，就是基督。今天在我們的經歷中，三一神乃

是那賜生命的靈。因此，當我們在父神和主耶穌

基督裏，我們就是在那靈裏。因為一章一節含示

那靈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們說，召會乃是在

三一神裏的。（摘自帖撒羅尼迦前書生命讀經第

七至八篇。）

參、復習問題：
　一、請簡述『在三一神裏』的意義為何。

　二、經過過程的三一神如何能彀在我們的經歷

　　　中應用到我們的身上？

恢復本經文生命讀經 上網登錄

　　    －受浸－

我們是神家裏的親人

101 盧淑君 102 朱家宏、張豈銓 107 余承翰 111
張晏菱 201 陳利亭 203 蔡亞真 301 王偉任、黎子
進、賴星叡、林家亘 302 蔡曜隆、李芷沅、王慶
勛 303 王煒智、王乙婷、鄭超陽、何吉庭 305 張
友勝 306 梁文杰、白漢娜、鄭珺云、劉陶宜、陳
威廷、陳柏穎、黃皓哲 401 黃李育珠、黃鼎彥、
梁羽伶、白佩穎、鄭詩穎 403 莊承効、余俊弘、
劉宗原、吳宗恒、黃沛清、鄭湘榕、張鮚水 404
李志豪 405 蔡依秀 411 顏秀琴、劉芳丞 503 王宏
州 601 陳育瑞 602 何嘉豪 603 張昱筠 604 李冠慧
605 鮑圓鵬 702 陳啟瑞、陳柏綸 703 馬鈺婷、史

林玉衽、童長安 704林栩平、郭鎧瑋 705黃昀可、
詹依旻（雅之）802 黃鳳英 901 蘇千蘅 903 張澈
1001 劉秀琴 1002 黃富國、林煜翔 1003 李欣伃、
林易儒 1101 王胡金環 1102 嚴秋珍 1103 鄒成華
1201 楊民傑 1204 莊保煥 1301 陳益標 1401 蔡高
氣、賴麗新、林益銘、馬世雄、黃泳期、王榆富
1402 邱婉婷、林銘鴻 1403 顏宗瀅、尤泓仁、沈
金嶸、林振盛、黃郁庭 1601 吳秋賢、謝芳宜、
林芳如、陳文華、詹育慈、陳語雯、楊婷安、郭
浩宸 1602 王志淮、陳明谷、林英正、葉韋志、
曾雅娸（共計 98 位新人）。

大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總計
受浸 59 23 54 45 16 46 31 21 15 21 39 27 13 55 6 68 539

截至 10/1 全召會受浸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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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生機的牧養，為着神那聖別的建造

   　－青職－

開頭的話
　本次青職特會，主題是『經歷生機的牧養，為

着神那聖別的建造』，延續以西結書結晶讀經牧

養的負擔，加強青職聖徒在傳福音、接觸人、牧

養人，享受基督作草場（追求恢復本聖經、生命

讀經的實行）；也幫助聖徒認識婚姻的異象，乃

是為着神家的建造；盼望聖徒們也學習滴灌牧養，

知道如何在百忙中牧養百忙的人。更在特會中鼓

勵每位青職聖徒奉獻自己，為着神家的建造擺上

自己，堅定持續走出去、傳福音、牧養人，直到

主回來！願主祝福，在特會後，能有實行的恩

典！（701 區　許博舜弟兄）

活在神聖生命的交通，看見婚姻異象，

過牧養生活

　首先是要活在神聖生命的交通裏，維持在神聖

生命的交通，免受世代消極影響，看重晨興以及

在主前的享受，沒有禱告，就不能往前；其次是

認識婚姻的異象，在召會中成家，為着神家的建

造，姊妹是幫助者，幫助弟兄生命長大者，單身

青職聖徒則奉獻婚姻，願在召會中成家，為着神

家的建造；第三是過牧養的生活接受牧養的負擔，

願與弟兄建立一對一家聚會；也有初次來參加特

會者，聽了第四篇牧養信息後，隨即買了弟兄推

薦的牧養材料手冊，追求進入，也有奉獻每週出

訪一次、每週簡訊二次、每週禱告三次的實行。

　願在我們中間有真正的復興，主就能終結這個

世代，帶進祂的回來。（305 區　翁張蘊慈姊妹）

如保羅痛擊己身，叫身為奴，對付天然個性，

奔跑屬天賽程

　我摸着保羅傳福音的態度是：他將自己比作參

賽的奧林匹克運動員，在諸事上都有節制，使他

的身體為奴，好作任何人的奴僕。

　我向主有個奉獻：就是要對付自己害羞個性，

主動向福音朋友打招呼，並且不在意別人是否正

面回應我。這需要主的恩典顯明在我身上，好讓

我能向世人誇口這不是我，乃是主的恩。

　這不是一場屬地的賽程，不是為屬地的名譽，

乃是為着主的回來，使我叫身為奴，奔跑賽程，

作主忠信的牧人。（305 區　李思潔姊妹）

讀經禱告是為遇見神、吸取神，

週週堅定持續前去叩人心門餧養人
　特會中弟兄們問得救十年以上的聖徒，是否對

主的話還有新鮮的靈感、新的亮光？還是把晨興

這件事情作完，讀經進度完成打勾就作罷！若在

其中沒有因而『遇見神』，那所作的這一切，就

都是枉然！

　三年前的青職特會後，我就開始閱讀生命讀

經，有時有享受，有時沒有感覺；這次特會後重

新操練用禱告的靈來讀經，目的就是要遇見神、

吸取神，如今主的話每句對我都是甘甜的。

　也摸着叩門是叩人的心門，是『去』到人那裏

去，週週去到人那裏專一的針對人的需要，給他

合式的營養，這需要週週堅定持續的實行，雖是

件平常事，但後續的繁殖卻是真實且扎實的。

（1601 區　徐百合姊妹）

踏上去過牧養生活，豫備新婦，迎接主來

　我需要過一種為着神那聖別的建造並牧養的生

活。我們活在這末了能親眼見主回來的一代，但

惟有以弗所書第四章，建造身體的豫言應驗，人

人盡功用，團體的新婦豫備好，主纔有路回來。

　我更新奉獻自己，需要建立不斷接觸人的習

慣，反我自己的天然，與同伴週週出訪和一週花

十分鐘牧養及為名單禱告的生活。過享受基督為

草場，跟上生命讀經而按時分糧的生活。

（403 區  王林美善姊妹）

週週走出去，人人盡功用

　這次特會非常享受基督生機的牧養。藉着話語

的傳輸，建造的異象更加透亮，也更有負擔不單

只是自己享受，深願與我所愛的主一同去尋羊、

同祂牧養。非常摸着在第四篇時，林弟兄自己見

證說，在李弟兄帶領新路二十年後，纔醒悟過來，

並且看準了這條神所命定之路；別人不走，自己

仍要踏出去，週週走出去，直走到主回來。他從

此週週外出傳揚福音不間斷，雖初期未有快速的

成效，但仍憑堅忍的靈，年年如此行；第二年開

始，神就賜福使召會大大繁增。林弟兄更交通到

這一條路是建造惟一的路，藉人人都受成全盡生

機的功用，以弗所書四章十二節終必要應驗。

（306 區　楊慶隆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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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晨興禱告例行公事，尋求主作豐富的

草場，再次經歷主的新鮮甜美

　信主快六年，但覺得生命還沒長大多少就開始

有老舊的感覺，從得救之初對神充滿好奇，到現

在覺得平淡無奇；也常因環境輭弱，覺得主沒祝

福而得不到滿足；然而主憐憫我使我能藉着特會

再次的被托住，而穩固在召會生活中。

　我看見我因得救多年而把享受主話當作例行公

事，弟兄題醒我們晨興時，重點不在於要把範圍

讀完，而是要吸取到神，享受到神。我們需要禱

讀主的話，在調和的靈中來享受、尋求祂，所以

我要恢復晨興前提早十五分鐘起床，操練靈，禱

讀，禱告或唱詩，再進入晨興聖言。如此操練運

用調和的靈來尋求、享受主，感覺到神的話對我

又再次鮮活起來，裏面又滿了喜樂的感覺！

　主是我豐美的草場，細細咀嚼品嘗後，發覺到

其中美妙的滋味；書報要一讀再讀，操練用調和

的靈讀，我再次享受到主耶穌是新鮮活潑又豐

富，在靈中享受祂使我能得到真正的滿足。

（1103 區　 蘇宥青姊妹）

活在起初的愛中，與神交通，與人接觸，

不求立即果效，乃重堅定持續

　第二篇信息，說到神和人之間最重要的關係，

乃是愛的關係。以弗所召會的墮落就是開始於失

去起初的愛，在向主悔改之後，主更新我的心，

使我能在愛的交通裏，接受此次信息的負擔。

　我不只需要恢復與神的交通，我也需要建立與

人的交通；藉着出外傳福音，以及滴灌式的牧養，

建立不斷接觸人的習慣。

　我向主奉獻，要每一週分別兩個時段，配搭成

大開展，以及社區開展。並且藉着每週用 LINE

訊息來滋養所接觸的人。使我能不尋求立即的果

效，而在愛裏堅定持續的牧養人。

（306 區　羅鄧靈聆姊妹）

為主說話，對付攙雜，願奉獻與神同夢

　在為主說話的事上，儘管我努力尋求神的心

意，極其願意把祂說出來，並說到人的裏面去。

然而，神卻光照我，裏面還有許多的攙雜，還無

法完全脫去屬人的榮耀，需要更多的對付，纔彀

資格作神話語的職事，感謝主在召會中仍使我有

操練的機會。

　如同詩歌『奉獻與神同夢』，作為我的奉獻：

全足的神守約不離，破碎、對付，促我回伯特利；

偶像丟棄，攙雜清理，築壇奉獻，為將神家建立。

立柱澆奠，神靈滿溢，神家的神在此顯為實際；

右手之子，取代珍愛，終識神心所定深刻美意。

　願主的靈更多地澆奠我們，使神的家能在此顯

為實際！（701 區　陳善美姊妹）

生命的水流帶進生命的供應

　很寶貝主在這草場裏牧養我們，藉着操練靈、

個人和團體的禱告、奉獻，與弟兄姊妹的交通和

服事，讓我們都被神的建造所量度，為着神家來

建造，如以西結書四十章四節，『那人對我說，

人子阿，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

聽，並要放在心上。』得着祂更多的啟示，被主

所充滿。

　生機的牧養就是要滴灌、周全、柔細的照顧羣

羊，並有着寬宏、真正愛人的心，一對一的照顧

人，有着主賜生命的靈和恩典，也能流到人裏來

供應。（404 區　葉雅文姊妹）

扎『根』的生活，『耕』耘神產業，

『跟』隨召會水流，藉主話得『更』新

　感謝主，這次參加特會擔任組長，不僅要服事，

也要學習作榜樣，帶弟兄操練靈並顧到他們的需

要，並且也迫切為組員們禱告。組裏有兩位新手

爸爸因為照顧孩子無法與我們坐在一起，但是可

以感受他們願意操練奉獻的心。

　早晨弟兄都帶領我們禱讀，使我對平日熟悉的

經節有更多的領會，並贖回光陰享受清晨的嗎

哪。更摸着弟兄在特會的末了給了我們四個字，

要有扎『根』的生活，並要時常『耕』耘神所分

賜的產業，並『跟』隨召會的水流，每日不斷藉

着話中之水的洗滌『更』新變化我們。（602 區

　高志揚弟兄）（待續）

青職特會台南聖徒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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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以西結書結晶讀經晨興聖言（四）第 23 週，「職事文摘」第二卷第二期－美地－包羅萬有

　　　 的基督，在美地上生活、建造殿與建造城。「帖撒羅尼迦前書生命讀經」第 7~8 篇。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10/08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二第二十三課。

　　4.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6:19~21
　弗 6:19　  也替我祈求，使我在開口的時候，有發表賜給我，好放膽講明福音的奧祕， 

　弗 6:20      （我為這奧祕，作了帶鎖鍊的大使，）使我在這奧祕上，照我所當講的，放膽講說。 

    弗 6:21      但為叫你們知道關於我的事，我的景況如何，有親愛的弟兄，在主裏忠信的執事推

　　　　　  基古，要將一切全告訴你們， 

　Eph 6:19   And for me, that utterance may be given to me in the opening of my mouth, to make
                      known in boldness the mystery of the gospel, 
    Eph 6:20   For which I am an ambassador in a chain, that in it I would speak boldly, as I ought to
                      speak.
    Eph 6:21   But that you also may know the things concerning me, how I am doing, Tychicus, the
                      beloved brother and faithful minister in the Lord, will make all things known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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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 主日 ) 口結 40:1-27 口猶 1:1-4  口猶 1:3
10/09( 週一 ) 口結 40:28-49 口猶 1:5-10  口猶 1:5
10/10( 週二 ) 口結 41:1-26 口猶 1:11-19  口猶 1:20
10/11( 週三 ) 口結 42:1-43:27 口猶 1:20-25  口猶 1:21
10/12( 週四 ) 口結 44:1-31 口啟 1:1-3  口啟 1:2
10/13( 週五 ) 口結 45:1-25 口啟 1:4-6  口啟 1:5
10/14( 週六 ) 口結 46:1-24 口啟 1:7-11  口啟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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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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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9( 週一 )
10/10( 週二 )
10/11( 週三 )
10/12( 週四 )
10/13( 週五 )
10/14( 週六 )

  －報告事項－

　二○一八國際華語特會
　相隔三年，主後二○一八年的國際華語特會，將再次於臺灣舉行。謹此通知臺灣眾

召會的聖徒們，一同進入主現今的說話，有分於主當前的行動。特別鼓勵各地召會青

職、大學、青少年的聖徒們踴躍赴會。願主藉着這次特會，再次新鮮的對我們說話，

俾使祂的定旨在眾召會中更加往前。此次特會期間，將有與會海內外聖徒組成福音

隊，宣揚國度福音，願榮耀歸與神，平安臨及祂所喜悅的人。
一、特會時間：2018/2/16（五）12:30 入場～ 2/18（主日）11:30。 
二、特會地點：南港展覽館（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 號）。 
三、報名方式：特會需憑票入場，按區域入座，請於 11/30 前以小區為單位向執事室賴錦富

　　　　　　　弟兄完成報名繳費。

四、費用：入場報名費每人 100 元，交通車費每人 800 元，國軍英雄館住宿費詳見報名表，

　　　　　報名表隨週訊發至各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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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區
　四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10/10（二）20: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六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10/17（二）20:00，地點：中正南路會所。　
　十四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10/10（二）20:00，地點：新營區會所。

　初信成全
聚會時間：10/15（主日） ~ 12/3（主日）9:30，共八週。地點：青年路會所、裕忠路會所。報名方式：

新人 200 元，陪伴者 100 元。請向執事室報名繳費。

　區負責訓練事務服事
　時間：10/15（主日）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此次由永康照顧區配搭服事，場地佈置：

　二大區；招待：六大區；整潔：十大區；交管：十六大區。

　姊妹成全事務服事　
時間：10/22（主日）15: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此次由永康照顧區配搭服事，場地佈置：

二大區；招待：六、十一大區；整潔：十大區；交管：十六大區。

　全台姊妹事奉相調特會第一梯次搭車
日期：10/19~21（四 ~ 六），搭車時間：10/19（四）14:30 青年路會所，14:50 裕忠路會所，15:10
麻豆交流道，15:30 新營交流道。16:00 報到，18:00 晚餐。

　社區開展隊　
請聖徒提供住在東區虎尾寮或裕忠路會所附近的熟門名單，開展隊弟兄姊妹可配搭同去看望。請

與王騰毅弟兄（0960-037-171）或劉子群弟兄（0921-188-475）聯絡。

　青少年升大學初審資料豫備交通
　時間：10/21（六）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參加對象：家長及高中生。

　全召會以弗所書第六章背經會考
　會考時間：10/22（主日），範圍：以弗所書主題及第六章經文。請各區於 10/16（一）前回報

　 執事室會考試卷份數。

　書報
　一、李常受文集一九七九，特價 1050 元，優惠至年底。

　二、Android 序號卡優惠組合，包含電子聖經、詩歌、新舊約生命讀經、倪柝聲文集、八百本屬靈

　　　書報、八種有聲及十種影音 APP 等，定價 37,120 元，特價 3,000 元，優惠至年底。

　 三、2018 信 徒 日 誌， 定 價 80 元， 特 價 65 元。2018 福 音 月 曆， 定 價 160 元， 特 價 120 元，

             10/30（一）前豫約。

　四、帖撒羅尼迦前書背經卡，每張 10 元，請向書報室購買。 

 全地
法國：1.巴黎召會帶進活力排的實行，建立福家排區的架構。2.史特拉斯堡的開展得加強。

　德國：台灣至德國開展的聖徒，靈魂身體得蒙保守，與當地聖徒配搭接觸人，餧養新人。
　台南市召會
　週週出訪：建立福家架構，養成生養習慣－福音節期出外傳福音並回訪；受浸新人接受牧養。

　月月福饗宴：小排月月傳福音，人人盡功用作見證，盡力邀約福音朋友參加。

　區負責與姊妹成全訓練：聖徒以活力組方式分別時間復習信息，並代禱簿的操練與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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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職聖徒落實青職特會的負擔：

　　　   1.建立出訪習慣：每週一個時段，出外傳揚福音。2.過牧養的生活：每週花十分鐘，陪讀  

                 牧養材料。3.帶領人進草場：每週追求主話，兩篇生命讀經。

　大專：福音節期，大專聖徒與社區聖徒配搭，得着平安之子，常存的果子。

    青少年：青少年能成為校園及區裏的福音種子，為主傳揚福音。

　兒童：參加兒童品格園的福音兒童及福音家長能持續接受餧養，有分兒童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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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