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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秋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信息

＊全召會成全訓練及專項成全：12/13（主日）15:30～16:50成全訓練，17:00～17:50
　專項成全。地點：裕忠路會所及新營區會所，請聖徒提早五分鐘赴會。
＊人人入排，排排入人，聖別主日：邀約參加各大區年終愛筵聚會，請參閱第三頁。

　　　第七篇　基督身體的一　

前言
　主恢復的主要項目之一，乃是恢復基督身體

獨一的一。（約十七 11，22 ～ 23，弗四 3 ～ 6。）

按照保羅的教訓，在基督徒中間的不同是不可

避免的，但沒有一個不同是能彀成為分裂的因

素。許多基督徒卻用了許多的不同來製造分裂，

作為他們的榮耀。然而，對我們而言，這種的

作法乃是羞恥。過去這些世紀以來，基督徒一

再分裂，但主的恢復乃是見證，不管種族、文

化、和教育水平有何不同，所有的基督徒都應

該是一。我們沒有理由分裂，這是在新約中所

清楚啟示的。

真理要點
　本篇信息真理要點可分作三部分：首先，第
一部分是第壹大點到第參大點，陳明主恢復的

一是甚麼？並且與基督教團體所說的有甚麼不

同。聖經中所揭示的一，因爲難於明白，所以

主耶穌在祂的講論之後，在約翰十七章並不繼

續和門徒說到一，而是爲一禱告。第壹大點所

說到的是三一神的一，也就是主在約翰十七章

所禱告的一，就是父子靈在生命、性情和彰顯

上是一，這一是基督身體一的模型，所以第貳

大點說到我們需要看見基督身體的獨一，在宇

宙中只有一個身體。而基督身體的一，乃是神

聖三一擴大的一，就是實際的一，這實際的一

需要被實行出來，成為實行的一，而這一的實

行乃是同心合意；同心合意是開啓新約中一切

福分的萬能鑰匙，這就是第参大點強調的。

　其次，第二部分是第肆大點，乃是說到我們

在基督的身體裏應當如何行事為人，好保守那

靈的一，這是我們的需要。以弗所四章一至三

節的五個辭句給我們實際的路，以保守那靈的

一（基督身體的一），就是實行同心合意：『卑

微』、『溫柔』、『恆忍』、『在愛裏彼此擔就』、

以及『和平的聯索』；這五個項目是我們實行

召會生活的試驗；憑這試驗，我們可以知道我

們是否實際的在召會生活裏。這一段的話強調

的不是人的美德和道德，乃是說到我們在基督

的身體裏的行事為人，所以實行基督徒行事為

人，就是實行一。我們在這樣的光中就能看見

這五個項目是為着實行一，為着基督身體的一。

　最後，第三部分是第伍到第玖大點，就是一

些關於結綸的話。如果我們持定基督作元首（承

認只有祂是頭，並且絕對順服祂的權柄），我

們就不能有不同的解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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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基督的身體，倪弟

兄教導說，凡我們所作的，我們必須考慮眾召

會有甚麼感覺。』在身體裏不能有獨立或個人

主義，因爲我們是肢體，而肢體無法脫離身體

而生活。我們作爲基督身體的肢體，必須讓自

己受其他肢體的限制，不越過我們的度量。

負擔應用
　一、在召會生活中，我們不該爲別人設定高

的標準，乃該在卑微裏愛輭弱的人。我們必須

犧牲自己而態度溫柔，絕不能有嚴厲、刻薄或

冷酷的態度。二、言語受約束而恆忍，我們可

能看到並聽到許多事，若没有聖靈的膏抹和帶

領，我們甚麼都不該說，好使召會生活免遭破

壞。三、要在愛裏彼此擔就，就需要對抗懷疑

和恐懼，我們常受試誘，想要知道別人對我們

的態度，他們如何看待我們，以及他們說了我

們甚麼；我們要實化召會生活，就必須拒絕這

種試誘。四、我們需要以和平的聯索，竭力保

守那靈的一，我們與任何人都不該相聯過度或

相聯不足；和平的聯索乃是召會中平衡的相聯。

五、此外，我們作任何事也都需要持定元首、

顧到身體、考慮身體、脫離個人主義，以及受

其他肢體的限制，不越過我們的度量。

　　　　　　　　　　　　　　（陳義泰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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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排傳福音 (四 ) 家家傳福音的實行

　　    　　  －禱告聚會信息－

在自由的空氣裏傳揚
　這樣在家裏傳福音，我們可以經常邀請親人、

朋友和鄰舍自由的來聽。這裏有兩個字－『自

由』，是需要注意的。已過我們作得並不智慧，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和人相處得並不和睦；等

到新年要傳福音時，就拚命將人請來，強要人

聽福音。這樣作並不妥當。我們要看見最好的

路，乃是在平常的生活裏，自由的與親人、鄰

舍交談，先和他們作朋友，與他們有些認識和

接觸；然後請他們喝茶、談談。可能第一次沒

有傳福音，只是作朋友。接着就告訴他們，下

週六約了幾個朋友聚集，不是談天說地，乃是

要讀聖經，講講關於主耶穌的事，歡迎他們參

加。由於你和他們已經有一些交往，再請他們

來就容易多了。

　所以，帶人得救絕不是一件神蹟，也絕不是

一件奇怪的事。這乃是有一個定律的；只要我

們按着定律，就很容易把人帶到主面前。因此，

我們需要經常邀請親戚、朋友。已往我們和人

接觸時，常常見面第一句話就是：『請你來聚

會。』這總叫人覺得唐突，也難以答應我們的

邀請。我們需要經常和人接觸，再請他們時，

人就很容易接受。所以，我們需要常常和人有

接觸，邀請他們自由的來聽我們傳福音。

　若是人來參加聚會，你們不要勉強他們聚會

準時；有的人來得遲一點，你們要由着他們；

有的人要早一點離開，你們也不要勉強。總要

讓人自由的來，自由的去。人每次來，總會得

着一點。這是小排福音和大型福音聚會的不同，

小排福音乃是在一種自由的空氣裏傳揚的。

先作個人見證，再傳講福音
　在家裏傳福音，最好是先作個人得救的見證，

接着再傳講一些福音。小排的聚集不需要有名

的傳道人，也不需要長篇大論的講道。所以，

小排聚會中沒有講道的人，因為根本不需要講

道的，乃是大家要作見證。比如你們請了兩位

福音朋友到家中，他們喝了茶，喫了點心後，

你們就可以簡單自我介紹一下，然後慢慢就引

到話題。

　也許作丈夫的說，『從前我還沒有信主，整

個人虛空，沒有平安，家庭也不和諧，幾乎要

和妻子離婚；但現在妻子就坐在旁邊。感謝主，

祂拯救了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婚姻，還賜給我

們兩個可愛的小寶寶。這都是神賜給我們的恩

典。』人一聽到這個見證，就會覺得很親切、

很實際。

　有許多弟兄姊妹得救，都是因着在福音聚會

中聽到見證，或是受了見證的影響。反倒是福

音聚會裏的信息，聽進去的並不多，可能只有

一兩句，但是見證卻能很容易打到人的裏面。

所以，有了見證以後，就可以有一點簡單的福

音話語，無須長篇大論，只要告訴人一點福音

的信息。我們應該養成一個很好的習慣，就是

經常豫備一些容易叫人得救的聖經節，把這些

聖經節擺在桌上，或是在聖經裏特別作記號，

等到傳福音時，隨時都可以取用。

　比方約翰三章十六節，就是很好用的一節聖

經。在作了半小時的見證後，就可以請大家一

同讀這段聖經。這處聖經我們可能讀了很多次，

但是對福音朋友，卻是新鮮的。這句話一讀到

人裏面，就叫人覺得紮實。雖然見證能開啟人，

但還需要有主的話；這個話等於打一個結，叫

人對我們所講的，有深刻的印象。

與鄰近的弟兄姊妹配搭傳福音
　有些弟兄姊妹家裏人數少，孩子們都出外求

學或就業，家裏只有夫妻兩位。若是要在家中

傳福音，他們會感覺孤單一點。這時，我們就

可以自由的組合，也就是在鄰近的弟兄姊妹中，

找出兩三個家庭，眾人一同有福音的聚會。這

樣，一面不失去家庭福音的自由性；另一面也

可以發揮一定人數的力量。所以，有時我們需

要這樣一個合併。然而這樣作時，不應該作得

太呆板，不要硬性規定幾家合併在一起，總應

該靈活的運用。（摘自召會的擴增與開展，第

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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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愛筵負擔交通

眾聖齊享對神的殿及同基督的愛

　『萬軍之耶和華阿，你的居所何等可愛！我的魂羨慕，甚至渴想耶和華的院宇；我的心腸，我

的肉體，向活神呼籲。萬軍之耶和華，我的王我的神阿，在你的兩座壇那裏，連麻雀也找着房屋；

燕子也為自己找着菢雛之窩。住在你殿中的，便為有福；他們仍要讚美你。』（詩八四 1～ 4。）

對召會生活更深的愛
　詩篇八十四篇說到關於詩人對神的殿與基督的愛。這裏的愛不是『蜜月』的愛，而是聖徒經歷

許多對付、剝奪及試煉後，被恢復並得復興的愛。對於初信者，神的殿 — 召會 — 當然是可愛的，

就如詩篇二十七篇四節所說：『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

華的殿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但當我們經過試煉的時期後，對召會便產生更深、

更高的愛，如詩人在第一節向耶和華神的讚美：『你的居所何等可愛！』我們的魂羨慕、渴想耶

和華的院宇，也說出我們對神居所的愛達到成熟。年復一年，歲首年終，我們都在各樣的經歷、

試煉中，逐步達到對基督與召會那成熟的愛。

兩座壇—找着安息並避難之所
　三節說到：『在你的兩座壇那裏，連麻雀也找着房屋；燕子也為自己找着菢雛之窩。』這兩座

壇指獻祭牲的銅祭壇，和金香壇；在我們屬靈的經歷中，這二者關係密切。在豫表基督十字架的

銅祭壇這裏，我們在神面前的問題藉着釘十字架的基督作祭物得了解決。這使我們有資格進入帳

幕，（帳幕豫表基督是成為肉體、可進入的三一神，）並在香壇這裏接觸神。在至聖所前面的金

香壇這裏，（見來九 4 註 1，）這位在升天裏復活的基督是香，使我們在平安中蒙神悅納。

　藉着兩座壇，神所救贖的人能找着窩作他們的避難所，並找着房屋與神同享安息。基督的十字

架，由銅祭壇所豫表，是我們的『窩，』我們的避難所，在此我們蒙拯救脫離煩惱，在此我們也

得以『菢雛，』即藉着傳福音，產生初信者。當我們經歷在升天裏復活的基督（由金香壇所豫表，）

我們就在這樣一位基督裏蒙神悅納，並在神的殿中找着房屋，也就是安息之所。

　今年在主豐沛的祝福中，祂將超過六百位新人加給召會；年終之際，這些初信者應在神殿中飽

嘗豐富，安家召會。同樣這一年中，許多神家中的親人，亦在人生的歷程裏，或是流離、或是乏

力，等待我們將他們重新帶回到安息的所在。願主祝福各大區年終愛筵，藉着你我的尋求、代求、

牧養，將更多微小、脆弱如我們的信徒，恢復到對神殿更深的愛。

留在最完滿的祝福之地—召會生活
　『住在你殿中的，便為有福。』（詩八四 4。）各大區年終愛筵，都是展示我們在主的居所中所

領受的祝福是最完滿的、最極致的。我們能『因神有力量、』（5、）也能叫流淚谷變為泉源之地；

（6；）我們『行走，力上加力、』（7、）並且『在你的院宇住一日，勝似在別處住千日。』（10。）

我們且能享受神是供應的日頭與保護的盾牌，並經歷恩典與榮耀。（11。）哦，召會生活何等有福！

願來年我們能與眾聖徒共同經歷，『信靠你的人，便為有福。』（12。）

2015 各大區年終愛筵聚會時間地點一覽表

大區 日期 時間 地點 大區 日期 時間 地點
一 12/20 主日 10:00 青年路會所二樓 九 12/20 主日 09:30 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二 12/27 主日 09:30 光武里活動中心 十 12/06 主日 09:30 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三 12/27 主日 09:30 大學路會所 十一 12/27 主日 10:00 善化區會所
四 12/20 主日 09:30 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十二 12/12 週六 18:00 佳里區會所
五 12/27 主日 09:30 古堡街會所 十三 12/27 主日 18:00 下營區會所
六 12/26 週六 17:30 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十四 12/27 主日 09:30 新營區會所
七 12/13 主日 09:30 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十五 12/27 主日 10:00 新興路會所
八 12/27 主日 09:30 仁安路會所 十六 12/06 主日 09:30 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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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見證的櫃(五)　

　我們如何是由體、魂、靈三部分所組成的，帳幕同外院子照樣也是由三部分所組成的。外院子

相當於我們的體，聖所相當於我們的魂，而至聖所相當於我們的靈。在至聖所裏見證的櫃，表徵

住在我們靈裏的基督。這位復活的基督成了內住的靈，住在我們重生的靈裏。事實上，本篇信息

不是解釋施恩座的，而是論到住在我們靈裏的基督。

　約櫃乃是一個形狀如臺的櫃子。我們靈裏的基督就是約櫃，而這約櫃乃是一個臺。在聖經裏，

臺或根基隱含見證的意思，站在臺上就是作見證。基督既是約櫃，祂就是神的見證。祂在我們靈

裏，並在全宇宙中站立起來作為神的見證。

　約櫃是用皂莢木包上金子作成的。皂莢木和金子豫表基督的兩種性情：金子豫表祂神聖的性情，

而皂莢木豫表祂屬人的性情。約櫃裏外都包上金子，這指明基督是神聖的，祂就是神。然而，祂

不但是神，也是人，因此基督乃是神人。金包木的約櫃豫表作為神人的基督。

　見證的櫃最重要的部分乃是施恩座。古代許多建築物有所謂的頂石，約櫃的施恩座就像建築物

的頂石一樣。約櫃的施恩座表徵基督拔尖的部分。

　口基口路口伯要安在施恩座的兩頭，牠們的翅膀要遮掩全蓋。口基口路口伯是錘出來的，表徵基督藉着

受苦把神聖的榮耀彰顯出來。照聖經來看，這些口基口路口伯表徵神的榮耀；口基口路口伯在那裏，那裏

就有神的榮耀。因此，施恩座同口基口路口伯的圖畫，表明口基口路口伯所代表神的榮耀，乃是在基督身

上。（摘自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八十七篇）

   －蒙恩見證－

 長青聖徒靈魂體剛強健壯

　感謝主！長青醫療講座有說到人在地上的盼

望。在創世記六 3 耶和華說：『人既是肉體，

我的靈就不永遠與他

相爭，然而他的日子

還有一百二十年。』

這是神給我們應許的

恩賜。然而詩篇九十

10『我們一生的年日

是七十歲，若是強壯

可到八十歲，但其中

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

便如飛而去。』清楚的指出，『勞』、『苦』、

『愁』、『煩』是長壽的最大仇敵。

　所以如何追求『喜樂』、『健康』、『享受』

是我們一生中最重要的功課。最終迦勒弟兄

八十五歲的心志，在約書亞十四 11 說到『今天

我還是強壯，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一天一樣；

無論是爭戰，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時如何，現

在還是如何。』

　我們每週有兩次小排聚會，一次用國語，一

次用台語。九點二十五分禱告後，何弟兄就開

始帶眾聖徒作體操，再配合操練靈來經歷基督，

三十分鐘使眾聖徒全

身舒暢無比。緊接着

享受詩歌，陳姊妹、

穆姊妹愛心、耐心為

聖徒們司琴，一遍遍

融入詩歌中的詞，讓

神的話『構成』到我

們的靈裏。最後聖徒

們輪流讀晨興聖言，並申言分享。神的話猶如

聖徒的明燈，傳輸屬靈的亮光，光照我們，使

我們靈中大大得着屬天的供應與滋潤。感謝讚

美主！

　　　　　　　快到長青排來

　　　　　　動一動，健康不是夢，

　　　　　　唱一唱，憂慮遠離我，

　　　　　　讀一讀，明燈點心頭，

　　　　　　說一說，那靈得自由。

　　　　　　　　　　　　　　（長青服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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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結晶讀經訓練
　壹 訓練班別：
  　一、假日班（六～主日）：收視 DVD 錄影、信息傳輸、禱研背講。
                   時間：1/16 ～ 17，第 1 ～ 6 篇；1/23 ～ 24，第 7 ～ 12 篇，14:55~20:30。
                   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二、日間班（一～六）：收視 DVD 完整錄影信息、禱研背講。

                  時間：1/11 ～ 16，第 1 ～ 6 篇；1/18 ～ 23，第 7 ～ 12 篇。 
                  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三、夜間班：1/11（一） ～ 26（二），收視 DVD 完整錄影信息，日期及時段參照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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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5,1/18~22,1/25~26

二 北門路會所
16:00~20:45
19:30~21:30 白家禎 1/10 二篇

1/11~15,1/18~22

三、四、七、九 裕忠路會所 19:30~21:30 徐弘昌
1/11~15,1/18~22

（1/16,23 參加日間班）
八 仁安路會所 19:30~21:30 鄧耀中 1/11~15,1/18~22,1/25~26
十 崑山會所 19:30~21:30 廖顯宗 1/11~15,1/18~22,1/25~26

十二 佳里區會所 19:30~21:30 繆興亞 1/11~16，1/18~23
十四 新營區會所 19:30~21:10 翁榮聰、賴信翰 1/11~16，1/18~23
十六 鹽行會所 19:30~21:30 鄭博字 1/11~15,1/18~22,1/25~26

貳　報名截止：12/13（主日），並將 excel 格式報名表電子檔寄至召會電子信箱。

參　奉獻款項：凡報名者應為訓練擺上個人奉獻新臺幣 600 元，即日起請投入奉獻箱內，並註
                             明為『結晶讀經訓練』用。

肆　訓練教材：請向各小區書報服事者繳費訂購。（請按教材訂購單登記繳回書報室）
伍　其他事項：假日班如需訂購便當（每份 60 元），由各大區自行收款，將各餐數量、費用
                             繳交總管代訂，現場無法臨時訂購。

柒　訓練總管：蔡雨蒼弟兄 0911-637-069，黃博文弟兄 0933-348-221

  －報告事項－

結晶讀經訓練－進入神聖啟示的說話裏

主恢復的普及倚重文字和錄音、錄影

　〔全球〕各地召會的興起，主要不是藉着同工們出外作工，乃是藉着文字的發行和錄音帶、錄

影帶的散佈。目前最實用的就是錄影帶。…就是在美國這樣廣大的基督教國家，也在鬧屬靈的饑

荒。主的恢復所以能在海外開展，主要就是因着真理。除了在遠東的召會之外，其他各地…召會

的興起，大都是因着主恢復中的書刊、錄音帶和錄影帶的發行。（關於生命與實行的信息上卷，

二七至二九頁。）

　主已經為我們豫備了絕佳的環境，好釋放祂的神聖啟示

　為着解開新約，並出版這些解經，使眾召會和主的兒女得益處，我決定舉行每年兩次的訓練，

藉着受訓者的幫助，以及職事站修稿人員和服事者的工作，使主真理的話能定期的釋放出來。這

樣的實行大有助於出版解開、解明、並明白的話，共十七年之久，沒有間斷過。我認為這是絕佳

的環境，好釋放神的神聖啟示。

　我們是以出版文字和錄音帶、錄影帶，服事全地的眾召會…。我感謝主，我所說的許多話都已

經出版了。即使我過去了，我在主裏的話仍然說話。祂已經為我們豫備了絕佳的環境，好釋放祂

的神聖啟示。（世界局勢與主行動的方向，三九至四○頁。）

　盼眾聖徒抓住機會，報名結晶讀經訓練，此次訓練有假日班，日間班及夜間班（請參考下表），

不僅進入錄影帶信息，也藉禱、研、背、講，深入主話的豐富裏。我們都是這份職事的受益者，

更願我們都成為這份職事的推廣者，邀約聖徒一同進入主今時代神聖的說話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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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1）晨興聖言「主今日恢復之主要項目的重點」第 8 週。
　　（2）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主日聚會「真理課程」二級卷三第 25 課下半「在三一神的愛裏經歷並享受神為父」。
　　（4）書報追求 「在基督的身體裏與神同工」第 9~10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97~98 篇。

　（5）背經進度「腓立比書」，腓 3:4~3:6
腓   3:4    其實我也可以信靠肉體；若別人自以為可以信靠肉體，我更可以： 
Phil 3:4   Though I myself have something to be confident of in the flesh as well. If any other man thinks
                that he has confidence in the flesh, I more:     
腓   3:5    論割禮，我是第八天受的，我是出於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
                按律法說，是法利賽人；
Phil 3:5   Circumcised the eighth day; of the race of Israel, of the tribe of Benjamin, a Hebrew born of 
                Hebrews; as to the law, a Pharisee; 
腓    3:6   按熱心說，是逼迫召會的；按律法上的義說，是無可指摘的。
Phil 3:6   As to zeal, persecuting the church; as to the righteousness which is in the law, become blam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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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讀經節

11/29( 主日 ) 口彌 1:1-16 口啟 14:13-20  口啟 14:15
11/30( 週一 ) 口彌 2:1-3:12 口啟 15:1-8  口啟 15:3
12/01( 週二 ) 口彌 4:1-5:15 口啟 16:1-12  口啟 16:7
12/02( 週三 ) 口彌 6:1-7:20 口啟 16:13-21  口啟 16:15
12/03( 週四 ) 口鴻 1:1-15 口啟 17:1-6  口啟 17:1
12/04( 週五 ) 口鴻 2:1-3:19 口啟 17:7-18  口啟 17:14
12/05( 週六 ) 口哈 1:1-17 口啟 18:1-8  口啟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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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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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 週一 )
 12/01( 週二 )
 12/02( 週三 )
 12/03( 週四 )
 12/04( 週五 )
 12/05( 週六 )

  －報告事項－
　全召會成全訓練暨專項成全
　一、日期：12/13（每月第二個主日）。
　二、時間：15:30 ～ 16:50 成全訓練，17:00 ～ 17:50 專項成全。

　三、地點：裕忠路會所及新營區會所。

　註：真理班聖徒，請帶舊約聖經，並豫讀出埃及記二三 20~ 二五 9 及生命讀經第 73 ～ 83 篇。

　聚會場地
區／項目 場地 真理班 生命班 事奉班 兒童 青少年 大專 青職
北台南 新營區會所 一樓會場 二樓餐廳 青少年室 餐廳 青少年室 會客廳 一樓會場
南台南 裕忠路會所 大會場 中型會場 B201 中型會場 A201 B201 大會場

　南台南事務服事 總管：林景豐弟兄 0972-110-102、史欽堯弟兄 0978-020-291

大區 十一 十四 十三 十二
事務服事內容 會後一樓廁所 會前電器、場地佈置 會後二樓餐廳、廁所 會後一樓會場、會客室

兒童服事時段 15：20 ～ 16：00 16：00 ～ 16：40 16：40 ～ 17：20 17：20 ～ 17：50
兒童服事內容 操練靈、詩歌 故事、問答 美勞 影片、遊戲

　北台南事務服事 總管：陳俊榮弟兄 0936-115-691、林進貴弟兄 0933-624-264

　  電器：第四組；交管：一大區；兒童：七、八大區服事。

　全召會台語福音聚會
時間：12/26（六）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此次有嘉義市召會台語排聖徒同來相調。

今年的台語福音聚會目標盼能有 300 位聖徒參加，30 位福音朋友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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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吳紀任弟兄夫婦、周永分弟兄夫婦－巴黎恐攻事件，受傷的信徒及外邦

　　人得着安慰和平安，也為神能不斷繼續在百姓的心和靈裏作工，並且得着救恩。

    德國：殷宗義弟兄夫婦、陳鼎文弟兄夫婦、鄭詠晨弟兄夫婦、黃榮喜弟兄夫婦－德語區眾召

               會之間的相調，實行地區性的相調。
  柬埔寨：吳教安弟兄夫婦－當地聖徒接受成全，有分福音開展，得着平安之子，常存的果子。

　土耳其：簡晨光弟兄夫婦－為職事書報的推廣，無論是各城市間的旅行，或在網路上的經營；

          能擴大接觸的範圍，找着尋求真理的平安之子。

  台南市召會
    禱告聚會：各小區參加禱告聚會的人數增加，使召會成為禱告的殿。
    經營小排：落實小排三要素，小排活力生活（活力組晨興生活，小排相調生活）。

    福音出訪：與活力伴，各小區或各大區建立週週走出去傳福音接觸人，發福音單張的生活。

    牧養新人：每人有2～3位牧養的小羊，將新人帶到小排生活及參加主日聚會。 
    開展新營：新營區開展，各大區配搭能得平安之子，常存果子；盼望主日聚會人數達100人。

　年終愛筵：各大區聖徒邀約新人，久未聚會聖徒及福音朋友參加。

　青職：受浸人數達到目標，扎實實行送會到家，區區都有青職排，並成全青職弟兄為區負責。

    大專：初信餧養能有80位新人參加；大專校園工作五環能更多相調事奉。

  青少年：青少年能接受負擔，邀約並恢復小羊及福音朋友參加主日聚會。明年一月學測代禱名

                單：馮國柱、王重凱、吳新成、李欣惠、林奉全、吳思瀚、甘恆恩、郭介偉、張歆柔、

                柯均侖、王翊碩、潘純聖、郭家瑋、周宇軒、黃彥惟、杜潔恩、顏里蓁、何雅心、黃婉

                婷、戴雙雙、楊宇樂、陳逸婷、王郁馨、李冠勳、曹映榮、熊曼雯、陳以新、黃恩昕、

                李佩諭、黃建富、曾子嘉、蔡仁皓、蔡弘恩，賴一方。若有遺漏者，請來電告知。

   兒童：兒童福音月－為兒童打開的家能持續開家；第一次來的福音兒童及家長，能繼續參加。

    －代禱事項－ 

    ＊2015年召會繁增主日聚會目標2100位，小排聚會人數目標1900位，受浸人數目標700位。
　＊全召會受浸人數為630位（截至11 /22），加強得青職，現況88人，目標是120人。

大區 第十五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12/8（二）20:00，地點：新興路會所。 
新營區開展
 各大區配搭開展時段　

開展時段：12/5（青年照顧區，十三大區）；12/12（裕忠照顧區，十一大區）；12/19（永康照顧區，
十二大區）15:50~18:30 叩訪，18:30~20:00 福音聚會。地點：新營區會所（新營區東興路 187
號）。請聖徒提供家住新營區親朋好友的名單，可與王呂慈娓姊妹聯絡（0965-812988）。

青年照顧區擴大事奉交通
 時間：11/29（主日）16:00，地點：青年路會所一樓，請青年照顧區弟兄姊妹參加。

青職服事交通
 全召會青職年度相調交通
 時間：11/29（主日）19:30 ～ 21:15，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17:30 ～ 19:00 青職照顧家
  及中幹交通，一同用餐）。

壯年班全時間訓練學員展覽聚會
時間：12/5（六）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2016 年聖經、科學與教育國際研討會　
論文摘要截稿日期：12/1（二），研討會時間：2016/5/20 ～ 22。地點：關子嶺統茂溫泉會館。

腓立比書背經會考
請各區將腓立比書第二章會考書卷獎的考卷，於 12/4（週五）前繳至執事室，以便核發書券。
結婚聚會
 韓恩沛弟兄 (高雄市召會 )與顏沛恩姊妹 (顏瑞明弟兄之女兒 )
 時間：12/12（六）15:00，地點：高雄市新興區錦田路會所（錦田路 20 號 4 樓；搭火車者，
  可轉搭捷運至信義國小站下車）。 
財務交通 
   請為各地購置會所共需 150 萬元代禱並記念：日本 100 萬，法國 20 萬，越南及金門 30 萬元。

書報　2016 年福音月曆，11 月底前特價 120 元，數量有限，欲購從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