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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華語特會信息

 前言
　本次共五篇信息，為着四方面的目的：一是

為着蒙恩的新人，能認識主的恢復、性質與本

質；二是為着蒙恩已久的聖徒們，再次溫習並

受題醒，我們乃是為主作見證；三是為着向主

恢復敞開的朋友們，能清楚且正確的認識主的

恢復；四是為着主今日在全地的眾召會，陳明

我們共同的特點，以及共同接受的真理。本篇

信息首先論到召會，聖徒們的聚集必須有一個

正確的『召會的立場』之實行。根據聖經的啟

示，主說『…使他們成為一，像我們一樣。』（約

十七 11 下）召會的一、信徒的一乃是根據三一

神的一。在召會一的立場上聯於眾聖徒，保守

我們不陷於結黨、孤立與分裂。

真理要點
　聖經中的一乃是包羅萬有的一，是敬虔的奧

祕彰顯神，完成神心頭的渴望（約十七 11）。

三一神的一，就是基督身體的一，包括基督在

神的經綸中並爲着神的經綸，之於我們的一切

所是；這一的實行，就是同心合意，乃是開啓

新約一切福分的萬能鑰匙（弗四 1 ～ 6，徒一

14）。分裂則是無所不包的分裂，是不法的奧

祕彰顯撒但，執行撒但陰謀的詭計 （帖後二 3，

7 ～ 8）。撒但及其世界的主要病徵就是分裂的

『惡』；三一神同其居所的主要屬性乃是一的

『福』（詩一三三 3，加三 14）。日復一日，

我們必須從自己連同分裂的『惡』裏面遷出，

進入神聖的『我們』，就是三一神作爲一的福

分，並留在祂裏面，作祂團體的彰顯；我們若

持續接觸話並讓那靈天天摸着我們，我們就會

被聖別，從自己，就是我們老舊的住處遷出，

進入三一神，就是我們新的住處（約十五 5，弗

五 26）。

　耶路撒冷的獨一立場，就是錫安山上建造那

作神居所之聖殿的地方，豫表神所選擇的獨一

立場，就是一的立場。舊約以色列人一年三次

到耶路撒冷聚集，這獨一敬拜神的地方，神子

民的一纔世世代代得蒙保守（申十二 5，十六

16）。新約中神所命定一的正確立場，乃是一

地一會的獨一立場（啓一 11）。召會是由宇宙

的神所構成的，卻存在於地上的許多地方；就

性質說，召會在神裏面是宇宙性的；但就實行

說，召會在一個確定的地方是地方性的。缺了

宇宙的一面，召會就沒有內容；缺了地方的一

面，召會就不可能有出現和實行（林前一 2，林

後八 1，啓一 4，11）。

　在一的立場上的召會生活，乃是今日的耶

路撒冷；在召會生活裏必須有一班得勝者，

這些得勝者乃是今日的錫安（詩四八 2，11 ～

12）。得勝者作爲錫安，乃是基督身體的實際，

並且終極完成眾地方召會中身體的建造，帶進

永世裏終極完成的聖城新耶路撒冷，就是作神

居所的至聖所（啓二一 1 ～ 3，16，22）。

　我們要作今日的得勝者，就必須維持一的立

場，就是神獨一的選擇，不高擡任何基督以外

的事物；在主的恢復中，我們單單高舉基督（西

一 18 下，啓二 4）。神子民荒涼和墮落的內在

原因，乃是基督沒有被他們高舉；他們沒有在

凡事上讓祂居首位。從荒涼得復興的路，就是

高舉基督；在一的立場上與神同享基督，惟有

藉着神子民正確的珍賞並高舉基督，纔得以維

持並保守。

　　　　　　　　負擔應用
　一、我們在同樣一個靈裏，同魂、同心思、

同意念，得着同心合意，這是得着一切新約福

分和遺贈的鑰匙。

　二、我們天天藉着持續接觸神的話，並被那

靈摸着，而經歷神聖的遷移；從自己這老舊的

住處遷出，進入三一神我們新的住處。

　三、在召會生活這作得勝者正確的地方，立

志作得勝者，就是有活力的人。為要有活力，

需勝過一切頂替基督，或反對基督的事物，不

高擡任何基督以外的事物，正確的珍賞並高舉

基督。( 游元良弟兄 )

＊4/12（日）15:00~17:40 在裕忠路會所及新營區會所舉行成全訓練暨專項成全，敬請聖徒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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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力排形成後，我們必須卸下別的重擔，我

們必須得着釋放，也必須得着活力，使我們能

在兩件事上從主得着負擔：召會的擴增，以及

基督生機身體的建造。這是主今日的負擔，這

也應當是我們的負擔。主要藉着神命定的路作

這事。因此，我們必須有負擔，有活力，絶對

而拚上一切的走這條路。

　當我們拿起這樣的負擔之後，我們必須有確

定的行動去接觸人， …我們應當把我們親戚、

朋友、同事和同學中間還沒得救的人列成名單，

並開始迫切的為他們禱告。我們為他們禱告時，

必須照着靈的引導，運用我們的鑒別力，從名

單上選出兩三個人，在他們身上作工，叫他們

得救。我們該有神的心，對罪人得救有愛的關

切，我們也該有負擔不僅拯救靈魂，更要使罪

人悔改得救，成為基督身體的肢體，以完成神

的經綸。或許主不僅引領我們接觸罪人，也接

觸一些有心尋求的、或退後的、或冷淡的基督

徒，逐漸的、一點一點的、一步一步的，引導

他們進入召會的生活。我們必須相信，聖別人

的靈正在一些在我們影響範圍內的人身上作工，

將他們分別出來歸給主。他們需要我們拿起負

擔，並有確定的行動去接觸他們。

　我們必須按着成為肉體的原則接觸人。〔就

是〕神與人一同生活，一同說話，一同作每一

件事，如同一人。如果我們以這種活的方式接

觸人，他們就會在我們身上看見神新約經綸之

實際，得着活的彰顯。我們每一次對人說話，…

絶不該給他們一個印象，以為我們與任何宗教

的形式有關係。今天許多人在尋求神，但他們

不想與組織的基督教有關係。…如果我們把基

督的真東西供應給他們，有心尋求的不信者和

有心尋求的基督徒就會被吸引。

　我們去接觸人的時候，不該期望有快速的結

果。我們乃該定下確定的目標，下定決心每年

至少要得着一個常存的果子，盡力忍耐，不住

的代求。…近年來，因着我們仍然期望有快速

的結果，卻看不見那種結果，我們有許多人就

在接觸人的事上灰心冷淡。…為着藉實行活力

排而有適當的擴增，我們的觀念必須翻轉過來。

　按照約翰十五章十六節，我們已經蒙主揀選，

並蒙祂所立，要我們前去結常存的果子。結果

子是我們的定命，而每年結常存的果子必須是

我們下定決心要達到的確定目標。然而，為了

要這麼作，我們必須不鬆懈、不閒懶。在結果

子的季節來臨前，葡萄樹不是閒懶的。相反的，

它乃是在產生果子。…我們必須過一種的生活。

第一，我們必須藉着不住的禱告，與主有親密

的交通，而住在主裏面（4 ～ 5）。住在主裏面

就是在各種苦難下活在主裏面。…我們就像葡

萄樹一樣，應當期望只按季節並藉着彀多的受

苦而結果子。第二，要結常存的果子，我們必

須殷勤的勞苦，並迫切不住的禱告。我們該操

練自己，一直有兩三個人在我們的照顧之下，

使這些人中有一人到了年終能成為常存的果

子。當我們在這些人身上勞苦時，我們不該焦

慮，或急着要他們有快速的進展。反之，當我

們在他們身上勞苦時，我們應當享受基督作我

們無窮的忍耐。…當我們為人禱告時，我們不

該灰心失望，乃該有完全的把握，在適當的時

候，主會答應我們的禱告，成就祂對我們所說

的話。如果我們在結果子的季節前過適當的生

活，我們就能確信，在每年結束時，我們會得

着一個或兩個常存的果子。願主在所有的活力

排裏將這事完全的實行出來。（摘自『關於主

的恢復和我們當前的需要』 第七篇）

活力排的行動—接觸人

　　　 －新書－

中文基本訂戶書介－從出埃及記看神的救贖與神居所的建造

　神的創造表明神要得着有祂形像和樣式的人，來彰顯並代表祂。然而，受造的亞當族類一再墮

落，神繼而呼召亞伯拉罕的族類來完成祂的定旨。因此，創世記着重給我們看見神的選召。

　出埃及記進一步啟示神如何救贖、拯救、並供應以色列人。逾越節羊羔的血，救贖他們免去神

的審判：紅海的水，拯救他們脫離法老的暴虐和奴役；曠野的嗎哪和活水，也作了他們全備的供應。

至終，以色列人建造帳幕作神的居所，並作他們事奉神的憑藉。亞伯拉罕加上以色列人，乃是神

選民蒙召並蒙救贖的完整圖畫。今天，這幅圖畫也描繪我們事奉神的經歷。我們接受基督之血的

救贖，和基督生命的供應，並享受作帳幕的基督，我們就被充滿，成為神的居所，完成神的定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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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青職福音月－福音節期天天傳，常存果子月月收 

　    　　　－青職福音月－

　古時以色列人每年要三次上耶路撒冷去，在

神面前過節朝見神。節期是特別的日子，他們

要放下手中的工作，來在一起，在神面前過節。 

　召會把四月定為青職福音月，是要我們一同

來大量得着青職的果子。既稱為福音月，就不

是普通的日子，而該是特別的日子，是一個節

期。在這節期間，雖然我們無法像以色列人，

完全放下手中的工作，一同來過節。但至少我

們在心情、心志上，卻該那樣。我們該空出一

些時間、心情、體力，專一的來為 ? 得青職的

果子。上週我們交通到，全體青職要動起來，

社區聖徒要一同焚燒，這樣主纔會將祝福降下

來。因此，我們願再重覆的交通一次，盼在這

福音月期間，我們一同來操練、實行以下三件

事：一、天天來晨興，去接觸人，每天至少向

幾個人傳福音，不作不睡覺。二、活力組週週

出訪叩門牧養；平常每週出訪一次，而福音月

期間，每週至少該有兩次出訪。三、月月收網

結新果，福音月節期，各大區至少該有兩次正

式的福音聚會，以收割平常勞苦的果子。 

　李弟兄在交通到活力排的信息時，說到一段

很沈重的話，道出了我們真實的光景：我們所

居住的這地就像充滿魚羣的大海。每天有成千

的魚游過我們身邊；我們怎能說，我們一年內

釣不到一條魚羣若有人整年釣魚，卻釣不到一

條魚，這可能麼？然而多年來，這正是我們中

間的光景。因着我交通過活力排的信息，我們

至少還保留『活力排』的名稱。有些人自稱為

『活力排』，但他們有活力麼？有些人聚了三

年『活力排』聚集，但他們的人數有減無增。…

　我們真願向主說，主阿！我願接受這樣的題

醒，再次更新的奉獻自己，為着得青職果子，

我們願活起來，熱起來，動起來。相信主必要

大大傾福與我們。 （林右庸弟兄）

大區 日期 週 時間 地點 行動簡述 聯絡人 手機

01 4/17 五 20:00 林石安弟兄家 青職排福音 毛治平 0963719240
01 4/25 六 18:00 青年路會所 大區愛筵福音 毛治平 0963719240
02 4/25 六 19:30 北門路會所 大區福音 白家禎 0985616179
03 4/25 六 18:30 大學路會所 大區福音 ( 含簡餐 ) 翁宏仁 0912008557
04 4/18 六 18:00 裕忠路會所 A102 室 小排愛筵福音 魏家強 0980339207
04 4/25 六 18:00 裕忠路會所 大區愛筵福音 徐弘昌 0936948751
05 4/18 六 18:00 郭永益弟兄家 青職排福音 郭永益 0932985357
05 4/25 六 19:30 古堡街會所 大區青職福音 黃主賜 0910869953
06 4/22 三 19:00 陳志峰弟兄家 小排愛筵福音 陳志峰 0910736424
07 4/17 五 20:00 吳姚美滿姊妹家 青職排福音 陳致均

07 4/25 六 19:30 張懷德弟兄家 大區福音 陳致均

08 4/16 四 19:00 海佃路一段 318 號 2F 青職排福音 傅志豪 0960291733
08 4/25 六 18:30 仁安路會所 大區福音 潘承恩 0912466702
09 4/15 三 20:00 王資凱弟兄家 青職排福音 何清濤 0932703447
09 4/25 六 18:00 仁德區會所 大區愛筵福音 劉維仁 0971031362
10 4/25 六 19:30 鹽行會所 大區福音 林右庸 0963417880
11 4/25 六 18:00 王黃秀卿姊妹家 青職排福音 李金峰 0919113215
12 4/18 六 18:00 佳里區會所 大區愛筵福音 陳韋字 0928789015
13 4/18 六 18:00 下營區會所 大區福音 洪琮博 0921562513
14 4/18 六 10:00 凃育新弟兄家 小排福音 張士毓 0932828189
15 4/15 三 20:00 林暉智弟兄家 小排福音 林暉智 0953810336
15 4/22 三 20:00 林暉智弟兄家 小排福音 林暉智 0953810336
15 4/25 六 18:30 新興路會所 大區愛筵福音 林暉智 0953810336

　【帶進對神的認識】一、認識神的恩典：我們所經歷的一切主的救恩和供給，乃是經歷大鷹的

翅膀。二、認識神的聖潔。三、成為神自己的產業和奇珍。四、成為祭司的國度歸於神。五、成

為聖潔的國民。當神享受我們作祂的奇珍時，我們也享受祂作一切，我們就從神之外的一切，絕

對分別出來歸於神自己。結果，我們就成為聖潔的國民。（選自出埃及記生命讀經 第五十篇）  

　　   　－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帶進神的同在和對神的認識中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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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作福音的出口　家家作福音的出路

　　    　－十四大區禱告聚會－

　四月七日（週二）晚上，在柳營會所有十四

大區約二十位聖徒，在聖別的祭司體系下，同

心合意為着全召會四月份的雙青（青職與青少

年）福音月禱告。在禱告中，聖徒們將平日所

接觸之福音朋友的名單，在代禱聲中一一的題

名，求主記念。

　目前各區正積極操練在君尊的祭司體系下，

恢復並建立週週出外傳揚福音的架構，實在振

奮人心，例如：①新營區的聖徒，於每週五晚

上七時四十五分，在全聯與齊普超商門口，分

發福音單張。②鹽水區的聖徒，於每週一晚上

七時四十五分，沿着馬路的店面一一叩訪，尋

青少年福音月─神願神福音成我生活，更新我奉獻剛強開拓

　　    　　 －青少年福音月－

　藉着眾聖徒同心合意的禱告，並同魂與福音

的信仰一齊努力，這福音的火真在青少年中間

和家長中間蔓延開來，但更渴望繼續地蔓延到

全召會眾聖徒，使所有享受神救贖、拯救和供

應之神的選民，都能一同經歷事奉神的喜樂。

　從今年一月初起，藉着弟兄們多分多方的傳

輸，並家長、服事者在青少年交通園地的 LINE
群組裏的紛紛響應，以至真是有一種福音的空

氣在召會中瀰漫着！我們向主宣告要有 30 場的

福音行動 ( 希望排排都有福音的規劃 )，目前已

有 23 場福音行動的規劃和準備，換句話說，已

經有 3/4 的青少年排都動起來了，但仍有 1/4 的

青少年排需要眾聖徒的代禱與記念！

　已過一週下來，青少年已舉辦了兩場的福音

行動，共邀來 22 位的青少年，其中 20 位都是

福音朋友，並且已有 3 位福音朋友在這次的福

音行動裏，受浸歸入主的名裏！

　以下為弟兄姊妹帶來最近這兩週的福音捷報：

　①【後甲國中排】4/1 當天 5 位小姊妹共邀來

了 9 位福音朋友。主實在是聽了弟兄姊妹的禱

告！青少年真要在校園中成為福音小炸彈。

　②【高中姊妹之家排】4/1 晚間共有 6 位姊妹

一同到火車站傳福音！會前釋放靈的禱告與享

受，使我們在福音的傳揚上更放膽。姊妹們個

個被充滿，不僅在站前，甚至進到了月台裏和

人分享基督。我們最後收集到了六個敞開的名

單，深覺火車站前敞開心房、願意簡單聽講並

呼求的人太多了！感謝主這樣的傳揚太暢快、

太喜樂了！ 
　③【南一中排】暨 3/25 那天有了敞開真實交

通後，不僅當場帶人得救，他們全人也得着洗

滌和更新，之後更在 4/2 邀請了 19 位同學參加，

其中有 9 位福音朋友，2 位很久沒來小排的弟

兄，弟兄們生機地輪流作見證，珍賞他們單純、

簡單又竭力的介紹主耶穌…，幾乎每一位朋友

都開口唱詩並呼求，願主記念他們所流露的。

　④【建興中山排】小弟兄們，4/2 那天齊心發

出他們人生中的第一個一百張單張了！並邀請

他們的同學 ( 李世詮 ) 一起加入我們的福音隊陣

容，一同宣揚福音！並在晚間的小排，李世詮

同學不僅呼求主名還一同有禱告！求主記念，

盼早日得救！

　⑤【十四大區青少年】規劃福音相調共有 32
位青少年報名參加！

　⑥【504 青少年排】正逢連續假期，福音的火

仍然不稍減，4/3 那天藉着青少年和家長服事者

的邀約及配搭下，德光國一的曾子安姊妹受浸

得救了，榮耀歸神！

　⑦【211 青少年排】同樣正逢假期的尾聲，

4/5 二大區的青少年和服事者在南方公園傳了一

小時的福音，他們的靈大得釋放，並且帶一人

歸主耶穌，青少年們大得激勵！

　報導至此，無論是校園排還是社區排，主都

開始在青少年身上有了奇妙的作為；從表演應

付到被靈和真實給摸着，從害羞內向到放膽突

破的真實見證，從灰心喪志到堅定持續的驚人

恩典，樣樣都歷歷在目；主自己可以為他們作

真實的見證，他們向着人的熱切與關心，願意

額外擺上他們課餘的時間和體力為人代禱，這

在主眼裏都是一件美事！願這樣的負擔和福音

的火能不稍歇息，以至神福音能作到他們的排

生活，作到每家有青少年的家長都為青少年們

把家打開，在他們的生活與習慣上有個徹底的

翻轉，那就值得了！神夢的應驗也日近一日了！

最後有三項具體建議實行的點：

　①【禱告去】：鼓勵青少年堅定持續的為校

園及社區福音禱告。

　②【財物去】：主動參加聚會交通明確需求，

並使用 line 群組和 facebook 傳輸負擔。

　③【人要去】：陪同青少年到聚會中，主動

分享負擔與作見證。（劉子群弟兄整理）



          2015.04.12 5

　　    　　　　 －書報－

讀屬靈書報 開卷有益

    二月一日下午參加『書報、文字、網頁交通』

的聚會中，裏面興起負擔，願將讀屬靈書報的

心得分享出來，使主恢復糧倉的豐富及時地供

應神家中的兒女們，盼望更多的聖徒們，開始

讀屬靈書報，共沐主恩。

　首先交通到倪柝聲弟兄讀屬靈書報的榜樣。

倪弟兄不是只對聖經有卓越的研究，他也用心

研讀屬靈書報。他有傑出的恩賜，能選擇、瞭

解、分辨，並記憶適當的材料；他只要看一眼，

就能輕易抓住一本書的要點。

　讀基督教的書報，不只幫助他得着屬靈的亮

光與生命，也使他對召會歷史和西方的基督教

有豐富的認識。

　倪弟兄在早期盡職時，收入的三分之一自己

用，三分之一幫助別人，剩下三分之一買書。

他與倫敦一些舊書店約定，只要他們收到他所

訂的書，就自動寄出。這樣，他幾乎收集了第

一世紀起，所有一流的基督教著作。他收集了

三千本最好的基督教書籍，包括召會歷史，傑

出基督徒的傳記和自傳，以及屬靈著者的中心

信息和解經。他二十三歲時，臥房裏幾乎都是

書，地上也是書，甚至床上還是兩排書，一邊

一排，只留下中間一條空處給他躺下。

　人常說，他是埋在書堆裏的。他一面讀這些

書籍，一面勤讀聖經。這不只使他對聖經的內

容多有學習，更使他的觀點得着平衡。這樣的

研讀使他比前人認識更多真理，大大加強並充

實了他為着主恢復的職事。

　他從教父的著作，以及各世紀一直到現代所

有著名作者的著作中，採取了所有合乎聖經的

優點，把它們匯集在一起，擺在他基督徒生活

的實行與召會生活的實行中。（摘自今時代神

聖啟示的先見第二十～二十一頁）

　當我們追求屬靈書報時，也需要經歷真理，

被真理構成。以下摘自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八日

所出版復興報第八期，李淵如姊妹的交通如下：

　我們不願意神的真理只儲藏在人的腦府裏，

或老擱置在人的書架上，乃是願意牠消化在人

的靈府裏，表達在人的生活上。因此，每冊的

篇數雖然不多，裏面的信息卻不是不要緊的。

盼望你們不是在接到的時候一閱了事，乃是要

費一點的功夫來細心體會牠。不是知道了真理，

真理就成為你的，乃是經歷了真理，你纔能得

着這真理的拯救與自由。（今時代神聖啟示的

先見第一○九頁）

　倪弟兄所看見神聖啟示的主要項目如下：

三一神，神永遠的計畫，三一神的成為肉體，

基督是神的兒子，基督的死，基督的復活，神

聖的生命，那靈，基督的救贖與神的救恩，信

徒，召會，新耶路撒冷。

　我們所有的屬靈書報，內容非常豐富，值得

我們好好地來追求、享受並經歷。

　我們讀屬靈書報，在實行方面，需要安排出

時間，每個月能讀完一本，堅定持續地讀下去，

一年便能讀完十二本，十年後讀完一百二十本，

收穫豐富，被真理構成。盼望在召會中，能有

普遍讀屬靈書報的實行，願主祝福我們。（張

衛弟兄）

得平安之子。③柳營區的聖徒，於每主日會後，

到新興的社區大樓叩門，尋找年輕家庭。④白

河區的聖徒，預計五月份起，到榮民之家傳揚

福音。⑤柳營奇美醫院的護理聖徒，也配搭接

觸轉介的福音朋友，帶他們呼求主名並唱詩禱

告。⑥新營區的青少年聖徒也不落人後，每週

六晚上邀約福音同學參加青少年小排。

　藉着眾聖徒『活起來、熱起來、動起來』，

不僅讓福音有活的出口，我們更鼓勵聖徒能將

自己的家打開，讓福音有活的出路，將平日所

接觸的福音朋友邀到家中愛筵，或有唱詩作見

證，或有福音信息短講，總是在小排的經營中，

生機且靈活的將福音傳揚出去，如此，主就能

藉着聖徒們歡躍單純的生活，將得救的人天天

和他們加在一起。

　未來行動的豫告：①四月十八日（週六）晚上，

在新營有青職福音聚會。②五月三十日（週六）

晚上，在新營區會所舉辦十四大區福音收割聚

會。③六月十五日（週一）晚上，在柳營會所

舉辦敏惠護校福音收割聚會。

　我們在主裏更是放膽的作神經綸的夢：盼望

二○一六年初，十四大區能新增出一小區（1405
區），主日聚會平均人數達到 180 人，好使主

能在新營區得着剛強又明亮的見證。我們深信

眾聖徒在主裏的勞苦不是徒然的，願主記念祂

得勝者的禱告 ─ 為着召會的繁增，為着身體的

建造，為着新婦的豫備！（江忠臨弟兄）

　　    　 －十四大區禱告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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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4/13（一）晨興聖言追求進度為「國際華語特會」第 2 ～ 3 週。
　　（2）禱告聚會追求進度請參讀本期週訊第 2 頁。
　　（3）4/19（日）清晨主日真理課程追求進度為二級卷一第 11 課下半。

  （4）屬靈書報追求進度為中文基本訂戶「從出埃及記看神的救贖與神居所的建造」第3 ～ 4篇；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31 ～ 3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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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主日 ) 口詩 141:1-144:15 口弗 4:11-16  口弗 4:13
4/13( 週一 ) 口詩 145:1-147:20 口弗 4:17-24  口弗 4:23
4/14( 週二 ) 口詩 148:1-150:6 口弗 4:25-32  口弗 4:32
4/15( 週三 ) 口箴 1:1-33 口弗 5:1-10  口弗 5:2
4/16( 週四 ) 口箴 2:1-3:35 口弗 5:11-21  口弗 5:18
4/17( 週五 ) 口箴 4:1-5:23 口弗  5:22-26  口弗 5:26
4/18( 週六 ) 口箴 6:1-35 口弗 5:27-33  口弗 5:27 

(5) 正常聚會
(6) 接觸人

(7) 受浸人位
(8) 聖別用度

　 開活力家出外訪人 守望代禱 牧養對象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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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週一 )
 4/14( 週二 )
 4/15( 週三 )
 4/16( 週四 )
 4/17( 週五 )
 4/18( 週六 )

  －報告事項－

 科目 /  項目 經常費開支 全時間服事 福音工作 海外開展 本月總計
上月結轉 -274,294 -360,358 165,966 0 -468,686 
本月收入 1,694,471 446,400 158,000 299,500 2,598,371 
本月支出 1,321,503 760,858 14,864 299,500 2,396,725 
本月結存 98,674 -674,816 309,102 0 -267,040 

2015 年 2 月份財務奉獻收支概況   

1. 本月個人奉獻包計 167 包。    
2. 海外開展奉獻累計 618,100 元，目標達成率 22.31%。    
3. 本月收支不足部份暫由開展基金墊支。    

　　    　　　　 －財務－

＊補登：上期第五頁「信耶穌是我最上算的投資」一文，作者為 1501 區黃陳秋英姊妹。

  全台姊妹事奉集調
時間：第二梯次 4/13（一）16:00 至 4/15（三）中午，地點：中部相調中心。搭車時間及地點：
第一車 12:30 青年路會所，12:50 裕忠路會所。 車長：齊萱姊妹 0930-090775、廖玿瑛姊
妹 0960-424707。 第二車 12:50 裕忠路會所，13:10 麻豆交流道。車長：黃雅欣姊妹 0933-
071217、許惠鳳姊妹 0952-973451。第一堂聚會為下午 4:30，請自備名牌套，並準時赴會。

  暑期親子健康生活園
時間：8/1（六）9:00 ～ 8/2（主日）15: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不住宿），參加對象：升
小一至升小六兒童，及其家長、服事者。報名截止日：5/3（主日）。費用：500 元 / 人（為
鼓勵提早報名，5/3 前報名繳費者，優待費用 400 元 / 人）。聯絡人：許惠鳳姊妹（0952-
973451），通啟已隨週訊發至小區，並可至召會網站下載。 

　幼幼家長座談暨家庭神人生活回訓交通
 時間：4/18（六）16:00~17:30，地點 : 裕忠路會所 A102 室。請家中有 0~3 歲幼幼之家長參

加，聯絡人：王華森弟兄（0971-129276），於同心弟兄（0929-704056）
  結婚聚會
　李威霖弟兄（三大區）與陳瑩姊妹（四大區，陳德欽弟兄之女）
　時間：5/2（六）10: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陳文川（六大區）與江嘉美姊妹（四大區）
    時間：5/2（六）15: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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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南事務服事 總管：蔡雨蒼弟兄 0911-637069、黃博文弟兄 0933-348221
項目 電器 場地佈置 招待 車輛 兒童 整潔
大區 四大組 七、十 六 四 一、五、十五 二、三

聚會場地
場地 真理班 生命班 事奉班 兒童 青少年 大專 青職

裕忠路會所 大會場 中型會場 B201 中型會場 A201 B201 大會場
新營區會所 一樓會場 二樓餐廳 二樓青少年室 餐廳 青少年室 會客廳 一樓會場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黃寬興弟兄夫婦、周永分弟兄夫婦－聖徒走出去接觸人，得着當地人。

　越南：黃俊明弟兄夫婦－向政府登記成立正式合法團體，使主的權益與召會生活不受打岔。

　柬埔寨：吳教安弟兄夫婦－四月份至外省開展，將這火燒到開展的城市。

　土耳其：簡晨光弟兄夫婦－雷瑪書報能顯明更多尋求真理的平安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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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的召會生

活，並傳福音接觸人，使主的見證剛強又明亮。　
　台南市召會
    禱告聚會：各小區參加禱告聚會的人數增加，至少超過主日聚會人數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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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小區或各大區建立週週走出去傳福音接觸人，得着平安之子，平安的家。

    鹽行開展：加強主在鹽行的開展與行動，5/31即將成立第十六大區。

    豐富主日：週中豫備申言稿，主日聚會申言，並邀約新人及久未聚會的聖徒參加主日聚會。

　青職：四月份青職福音月全體青職動起來，每天來享受主，去接觸人，活力組週週定時福音出

訪，福音月得青職果子目標34人。

    大專：福音節期所結果子能穩定被餧養，並持續參加『初信餧養』聚會。

   青少年：

　1.四月份各校園排，各小排或各照顧區大小型福音聚集與行動，並邀約同學參加。

　2.五月統測（升大學）：葉栢安、侯碩育、王曜偉、阮聆苓、楊淳茵、陳新玉、鄭鈞予、楊芸

芸、柯又方。五月會考（升高中）：吳芷涵、鄭雅薰、楊雅喬、胡瑞麟、林郁凱、趙柏凱、

吳育安、吳心誠、張心聆、胡嫚容、楊庭昀、王思潔、辛蒂、楊茱閔、林愛主、張月薰、謝

沛恩、李欣聆、古真禛、鄭佩昕、張莉婷、王郁琳、王詩涵、吳旻如、穆姿蓉、黃恩典、熊

偉雋、王凱巨、蔡宇傑、張雅文、李嘉豪、凃翔耀、蕭建新、李欣怡、曾美雅、呂世全、林

子名、鄭佩予、陳易新、林姿妤、林君翰、楊坤諺 、郭廣心、簡辰芸。

   兒童：一百個家為兒童打開，傳兒童福音；願意開兒童排的家得加力，被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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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4/5為止，全召會小排聚會人數為1218位，受浸人數為220位。

  全召會成全訓練暨專項成全

　4/12（日）15:00~16:30；專項成全 16:40~17:40，地點：裕忠路會所及新營區會所。

北台南事務服事 總管：陳俊榮弟兄 0936-115691、林進貴弟兄 0933-624264
大區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四

服事內容 二樓餐廳、青少年室整潔 一樓會場、會客室整潔 一、二樓廁所整潔 電器、會前場地佈置

兒童服事時段 14:50~15:30 15:30~16:10 16:10~16:50 16:50~17:40
兒童服事內容 操練靈、唱詩歌 故事、問答 美勞 影片欣賞、遊戲

　 註：參加真理班聖徒，請攜帶舊約聖經，並且豫讀出埃及記第五～十章和復習出埃及記的主題。

　
大區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備註

二
4/14( 二 ) 20:00 北門路會所 集中禱告聚會 請帶週訊

4/19( 日 ) 9:30 北門路會所 集中主日聚會 各家帶菜
六 4/21（二） 20:00 中正南路會所 集中禱告聚會
九 4/14( 二 ) 20:00 歸仁區會所 集中禱告聚會 請帶週訊

十五 4/14( 二 ) 20:00 新興路會所 集中禱告聚會

4/14( 二 ) 20:00 新興路會所 集中禱告聚會 請帶週訊

　大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