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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秋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信息要點

壹　神經綸的恢復：
　一　我們必須在神的經綸這屬天異象的真理中行事為人 — 徒二六 16 ～ 19，約參 3 ～ 4：

　　1　神的經綸是祂的計畫，要將祂自己分賜到祂所揀選、豫定、並救贖的人裏面，作他們的生

　　　  命、生命的供應和一切，以產生、構成、並建造基督生機的身體 — 提前一 3 ～ 6，六 3 ～

               4，林後十一 2 ～ 3，多一 9，西二 19。

　　2　神經綸的標的乃是內住、主觀的基督，作為那靈在我們的靈裏，就是在我們調和的靈裏 —
              林後三 17，提後四 22，羅八 16，林前六 17。

　　3　神永遠經綸的目標乃是基督生機身體的實際，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 — 弗一 22 ～ 23，

　　　  啟二一 2 ～ 3，9 ～ 10。

　二　神的經綸是藉着使徒揭示的，但因為信徒失去了對神的經綸正確的領會，就需要由主來恢

　　　復 — 太十九 8。

　三　我們要認識主的恢復，以完成神的經綸，就必須遠離死亡和分裂 — 林後五 4，羅十六 17。

貳　三一神：
　一　神是獨一無二的；這位獨一的神乃是三一的，是三而一 — 父、子、靈 — 太二八 19。

　二　神聖三一的三者永遠同時共存、互相內在 — 約十四 16 ～ 17，26，十五 26。

　三　『素質的三一』是指三一神的素質，為着祂的存在；（太二八 19；）『經綸的三一』是指

　　　三一神的計畫，為着祂的行動。（啟一 4 ～ 5。）

　四　按照聖經中的神聖啟示，神聖三一是為着神的分賜，為要將三一神分授到祂所揀選的人裏

　　　面；我們是藉着經歷並享受三一神來認識祂 — 林後十三 14，約壹二 27，五 11 ～ 12。

參　包羅萬有的基督無上的寶貝：
　一　在基督裏的信徒，該有價值觀的改變 — 太二三 16 ～ 26，撒上十六 7，彼前三 4。

　二　基督在信祂的人是寶貴的（彼前二 7）： 為着神建造的寶石，乃是基督自己；（二 4；）

　　　基督的寶血已救贖我們脫離虛妄的生活；（一 18 ～ 19；） 我們的神和救主已將那又寶貴

　　　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彼後一 1，4；） 神已將同樣寶貴的信，分給所有的信徒；我們

　　　信心所受寶貴的試驗，乃是藉着苦難而來的諸般試煉。（彼前一 7。）

　三　我們必須贖回光陰，享受包羅萬有的基督作神無上的寶貝，使我們被祂構成，成為寶貴的

　　　人，作祂自己的珍寶；當我們活在祂寶貴的同在裏，享受祂作我們的分，正如祂享受我們

　　　作祂的珍寶，祂就將自己建造到我們裏面，把我們作成祂屬靈的殿和祂聖別、君尊的祭司

　　　體系，以完成祂心頭的渴望 — 但九 23，林後二 10，出十九 4 ～ 6，彼前二 1 ～ 9。

肆　終極完成的靈：
　一　『終極完成的靈』一辭含示那靈已經經過過程，因而成為終極完成的靈；（約七 39，加

　　　　三 14；）這靈就是經過了成為肉體、人性生活、釘十字架、復活的過程之後的三一神。（約

　　　　七 39。）

＊請為新營區開展得着平安之子，常存果子代禱；並提供家住新營區親朋好友的名單。
＊人人入排，排排入人，聖別主日：看望久未聚會的聖徒並邀約參加小排及主日聚會。 

主今日恢復之主要項目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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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關於終極完成的靈，有三個主要且重要的點：神的靈已經得以複合成為複合的膏油；（出

　　　三十 23 ～ 25；） 在耶穌復活得榮耀之前『還沒有』那靈；（約七 39；）那靈被視為神的

　　　七靈，作神寶座前的七燈，和羔羊的七眼。（啟一 4，四 5，五 6。）

　三　子在復活裏，將終極完成的靈作為聖氣吹入門徒裏面 — 約二十 22。

　四　終極完成的靈乃是神聖奧祕的範圍，我們得以進入並活在其中 — 七 39。

伍　永遠的生命：
　一　主恢復的路乃是永遠、神聖生命的路；永遠的生命就是三一神的生命，分賜到三部分人裏

　　　面，藉着重生、聖別、更新、變化、模成並榮化，在主觀方面拯救聖徒 — 羅五 10 下。

　二　神子民日常生活以及他們與神並與彼此交通的惟一道路，乃是神聖的生命在神聖的性情裏

　　　湧流 — 啟二一 21 下，二二 1 ～ 2，約壹一 3。

　三　我們應當照着生命樹的原則，就是倚靠的原則而活 — 創二 9，17，羅八 6。

　四　在我們對主的事奉中，我們必須棄絕我們天然的熱心、天然的力量和天然的才幹；我們的

　　　事奉必須是從我們流出生命，成為對別人生命的供應 — 約七 38，林後三 6，約壹五 16 上。

陸　召會的恢復：
　一　我們說到召會的恢復，意召會原初有一種情形，後來卻失去、受了破壞或被誤解，現今需

　　　要復原，回歸原初的情形 — 太十六 18。

　二　召會的恢復是由以色列人從被擄歸回所豫表的；（拉一 3 ～ 11；）雖然『恢復』這辭在新

　　　約裏沒有使用過，召會的恢復卻在新約裏啟示出來 — 提後二 20 ～ 21。

　三　召會得恢復的意義： 脫離分裂與背道的立場，及其對三一神之身位並基督身位與工

            作之真理的偏差； 回到基督身體獨一和純正之一的立場及其真理； 建造基督的身體；（弗四

　　　16；） 建立國度的生活；召會生活的實際就是國度。（羅十二 5，十四 17。）

柒　基督身體的一：
　一　聖經中所揭示的一難於明白，所以主耶穌在約翰十七章為這一禱告。

　二　我們需要看見基督身體的獨一 — 在宇宙中只有一個身體 — 弗四 1 ～ 6，二 19，提前三　

　　　15，弗五 23 ～ 25，二 15，西三 11，林前十二 12。

　三　一的實行乃是同心合意；同心合意是開啟新約中一切福分的萬能鑰匙 — 徒一 14，二 46，

　　　四 24，五 12，十五 25，羅十五 6。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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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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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前十二 12 ～ 27；）我們必須讓自己受其他肢體的限制，不越過我們的度量。

捌　召會地方的立場：
　一　我們要認識召會，必須認定召會的立場，並認識召會的立場與召會的根基之間的不同；（林

　　　前一 2，三 10；）立場之於地方召會，比地方召會的情形更為重要。

　二　照着新約神聖的啟示，召會的立場是由三個重要的元素構成的： 基督宇宙身體獨一的一，

　　　稱為『那靈的一』；（弗四 3；） 地方召會在其上建立並存在的地方獨一立場；（啟一　

　　　11，徒十四 23；） 合一之靈的實際，就是那靈的實際。（約壹五 6，約十六 13。）

　三　我們需要看見召會的立場，一的真正的立場，與生命有內在的關係 — 詩一三三 1，3。

玖　主的恢復與現今邪惡的世代相對，以及召會末世論：
　一　主的恢復與現今邪惡的世代 — 邪惡的宗教世代 — 相對；（加一 4；）對今日的我們來說，

　　　現今邪惡的世代是走樣、墮落的基督教。（太十三 31 ～ 33，44 ～ 46。）

　二　召會末世論包括天主教、更正教、以及原初和恢復的召會；（啟十一 15，十二 10，二一 2，

　　　10 ～ 11，二二 16；）主回來時，要審判並對付天主教、更正教、以及原初和恢復的召會；

　　　宗教將被了結，但基督的新婦要豫備好；（十九 1 ～ 4，7 ～ 9；）至終，所有的真信徒都

　　　要在神定旨的終極完成 — 新耶路撒冷裏。（二一 2，10 ～ 11。）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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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聚會的實行（三）

藉着彼此教導，在排聚會裏彼此成全
　在牧養之後，接着是藉着教導得成全。按照

希伯來十章二十四至二十五節，教導是彼此的。

這兩節經文包括三個非常重要的辭：『相顧』、

『激發』、『勸勉』。彼此相顧或許不包含多

少教導，但激發是一定包含教導的。要激發一

個人，你必須指導或教導。勸勉包含很多教導。

若沒有教導，你怎能勸勉別人？激發與勸勉都

含示教導。這種教導是由許多人互相施行的，

不是由一個人作到的。不應當一人教導，全排

的聖徒聽教；應當眾聖徒都教導。我們彼此激

發、互相勸勉。你勸勉我，我勸勉你；你學習，

我也學習。在排聚會裏，當一個人教導或勸勉

另一人時，這一排裏其餘的人也受了教導，因

為他們都聽到教導或勸勉。這就是彼此的教導。

召會生活是非常有互相性質的。這是一種彼此

相顧、彼此激發、彼此勸勉的生活。

                         彼此教導的例子
　在排聚會裏，人人說話，人人施教。排聚會

給每一個人機會學習說話、施教。在舊路的聚

會裏，許多聖徒殷勤的參加聚會，但他們屬靈

教育的水準停留在初級的水準上。其原因有兩

層：第一，教導並不連貫、適當、或充分；第二，

多數聖徒很少有機會說話。按照新約，我們都

有一些恩賜、性能、才能、和功用。（羅十二

6，林前十二 4。）我們都應當在聚會中為主說

話。今天你在聚會中或許還不能說太多，但這

並不是說你沒有說話的性能。這只不過是說，

你還沒有長大到這個地步。你還需要更多的長

大。我鼓勵你利用每一個機會操練說話。在排

聚會中過了一些時日，你就能申言，為主說話。

按照新約，召會聚會中最高的功用是申言。（林

前十四 1，3 ～ 5，12。）申言不只是教導、勸

勉或作見證。申言乃是說出主，將活的基督連

同祂一切的豐富供應到人裏面。

             在排聚會中人人有機會施教
　在排聚會中，人人都有同等的機會和同等的

時間施教。即使在主裏很年幼的人，也可以說

一些教導的話。這種操練會增進我們施教的才

能，也會把每一位弟兄姊妹裏面的豐富帶出來。

一人教導沒有人人教導那麼豐富。…排聚會不

僅給眾人開了教導和學習的路，也幫助有追求

的人更深的追求真理。每逢我們一排來在一起，

大家都必須操練不照着宗教作任何事。我們反

而應當操練活潑的、喜樂的、歌唱並禱告着來

在一起。這樣，當我們彼此交通的時候，我們

會自然而然的彼此代禱。然後，就當操練正確

的彼此相顧和牧養。至終，會有問題題出來，

讓排聚會中的每一個人回答。這會給每一個人

有路來施教。

           帶領新人進到新路的每一項裏
　所有在排聚會裏的人，包括新人在內，都應

當得幫助實行召會生活中新路的每一項。新路

的頭一項是福音祭司的職任，就是探訪人傳福

音。在排聚會裏，我們必須教導年幼的人傳福

音。在一個排聚會裏，一位姊妹或許問說，在

那一排裏是否每一位聖徒都有分於出去登門叩

訪。一排十五人中，或許有七個新人還沒有進

入這種操練。因此，有需要說些話教導他們，

激勵他們有分於傳福音。接着就有需要在傳福

音上給他們一些指導，幫助他們編隊出去。

　另外一位弟兄或姊妹或許說，『我們這一排

每一個人都出去帶人得救受浸，這實在太好了。

但我想要知道，大家是否都操練在家聚會中餧

養這些初信者。』這個問題說到新路的第二項，

就是在家聚會中餧養新人。在十五人中可能有

十人沒有實行在家聚會中照顧新人，這指明需

要推動並激勵聖徒有家聚會。然後在接下去的

排聚會中，就需要摸到第三步，幫助年幼信徒

與別人合在一起成為一排。雖然在這一排裏有

些聖徒早已經與新人在他們家中有家聚會，但

他們還需要將這些新人帶到排聚會與別的聖徒

在一起。一旦這些新人被帶到排聚會裏，排聚

會的人數可能從十五人增加到二十五人。有了

這麼多人，就需要分為兩排。

              排聚會是召會生活的小影
　藉着從叩門傳福音，與新人有家聚會，到排

聚會的這種操練，我們都學習如何建立排聚會。

這是為着成全聖徒。在某種意義上，排聚會乃

是召會生活的小影。真實而實際的召會生活乃

是在排聚會裏。召會生活是強是弱，乃在於排

聚會的強弱。所以，排聚會是非常重要的。當

召會中眾聖徒全都在排聚會中，這個召會就是

最健康、最剛強的召會。當眾人像我所描述的，

都在排聚會裏，人人就都會充分而徹底的實行

召會生活。（摘自神命定之路的操練與實行第

二十七篇排聚會的實行）



             2015.10.25 4      －青職－

九大區青職排－建造召會及福音傳揚

打開家讓聖徒聚集
　我覺得青職排使參與的聖徒能有更實際的建

造。九大區的青職從六月十七日開始排聚集至

今，平均青職參加人數為七～八位，十八次的

聚集我們到過十二個不同的地方。

　有一次，我們的排聚集到關廟的一位弟兄家，

這位弟兄雖然在召會中也正常聚會並盡功用，

但他說上次聖徒們到他家，已經是十幾年前大

學時代家訪的時候，再次打開家，對他着實是

一大突破。

　除此之外，許多的聖徒並非全家得救，藉着

到聖徒家排聚集的實行，也能有更多機會和同

伴的家人接觸，即便不能有很多的交談，但是

合適的微笑或招呼，我相信都能撒下福音的種

子。打開家讓聖徒聚集，是神命定之路的一步。

（901 區　劉維仁弟兄）

裏外得飽足
　感謝主！隨着召會水流的帶領，開始青職排

的聚集。在每週三晚上青職弟兄姊妹下班後一

同聚集，各人都豫備餐點以及所經歷的基督，

使我們裏面的靈與外面的身子都得供應飽足！

在排中，共同追求『傳福音的原則與實行』，

不斷回想到自己當初接受福音，以及接觸人的

經歷正如書報中所說的。如今，青職們也在職

場及家庭生活中興起告訴人『這大好信息』的

負擔，好使神所揀選的平安之子接受福音，成

為神家建造的材料。（901 區　吳晨暐弟兄）

挨家挨戶同心合意
　我們大區裏原本有青職排，但後來陸續有兩

位姊妹結婚，也有姊妹生產的，這樣人數就驟

減，青職聖徒只好回到社區，排聚集因此也就

停頓許久。去年得知青職專項成全只有一位弟

兄參加，當下我就決定轉回青職專項。今年青

職弟兄們領受負擔，固定每週三在青職家或配

搭的家愛筵，各人各自帶菜去。剛開始因區域

有段距離，下班就要帶菜去，覺得作菜是挺麻

煩的一件事。但因着下班就來用飯，感受到使

徒行傳裏所題到的：『他們天天同心合意，堅

定持續的在殿裏，並且挨家挨戶擘餅，存着歡

躍單純的心用飯』。（徒二 46。）每週我們

都會在群組上發小排菜單的訊息，也特別期待

這樣的聚集。在我們追求的信息中說到，要請

人到家中喫飯，因為在家裏有溫暖的氣氛。因

着這樣，開始有聖徒帶福音朋友來喫飯。奇妙

的是，在大區固定的叩訪日，那天有一位青職

受浸，也希望陸續再接觸他們，願主將得救的

人天天和我們加在一起。（902 區　唐雅馨姊

妹） 

生活中相調
　靑職排中，我們年紀相近，聚會也沒有固定

的流程，喫飯的時候，就彼此說說近況，互相

關心。小排的地點，輪流在各個聖徒的家，也

使我能更瞭解他們，在生活中多有相調。（901

區　王聖豪弟兄）

活出基督作耶穌的見證
　小排不只有物質上的喫喝，我更在聖徒們的

交通分享中，看見耶穌的見證。在我的職場上，

要遇到單純的人很困難，但我身邊的聖徒們卻

是單純的，召會生活對我也是這樣。聖徒們活

出基督，我從他們身上看見基督，我覺得和我

平常接觸到的人事物不一樣。（901 區　黃玉慧

姊妹）

個別牧養送會到家
　一年多前，蒙主帶領來到九大區過召會生活，

我們家配搭服事青少年。卻在之後各種聚會，

聖徒們的交通中，得知區裏面還有許多青職聖

徒，感覺聖靈催促要起來服事青職。就開始藉

着區裏面的名單，與聖徒配搭輪流打開家小排，

或看望，或直接到他們的家中小排，藉着個別

的接觸，更瞭解他們的情況，並能進一步為他

們代禱。求主來恢復並牧養每一位。（911 區　

王志耀弟兄、王謝易璇姊妹）

彼此相顧的召會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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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帳幕及其器具在材料和樣式上的異象（六）

　關於材料中的植物－為着生產的。基督乃是繁衍並生產生命的根本要素，祂的生命滿有生產力，

而且祂把生命分賜給我們。麻表徵基督的品行；皂莢木表徵基督的人性；油表徵基督的靈；香料

表徵基督死而復活的功效和香氣。關於材料中的動物－基督的生命也由動物的生命所豫表。動物

的生命乃是為着救贖。山羊毛表徵基督曾為我們成為罪；染紅的公羊皮表徵基督流血所完成的救

贖；海狗皮表徵基督忍受苦難的力量。

　關於樣式－出二五 8 ～ 9『…為我造聖所，使我可以住在他們中間。製造帳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

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樣式。』整個帳幕的設計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是照着屬天的事物，乃是教

會生活完整而完全的豫表。（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八十三篇 ）

　十月三～四日是台南市召會小五六期中特會

的日子，這次因着台中聖徒於上半年到台南訪

問，經交通後決定到台中進行兩天一夜的特會

與回訪相調。首站我們一行約八十人前往知名

景點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前的大草原。雖然日

正當中，但是大家在靈裏仍興致高昂，在隊輔

和家長們的配搭下，與同組同伴順利完成分站

的大地遊戲。下午一行人則前往台中國立台灣

美術館，雖說美學涵養的養成非一朝一夕，也

非此行的目的，但是透過參訪也能使小朋友悟

性和視野得着開啟和開拓。

　這次特會的主題是『認識靈』、『操練靈』，

透過隊輔們個人親身的見證和傳講信息弟兄的

傳輸，以期讓小朋友在日常生活中持續操練對

付良心，以保持靈中發旺常新。同時，聚會中

不光是聽道，之後還要書寫申言稿並操練上台

分享，將所得的祭物獻給神。晚上到接待家庭

中，小朋友仍要操練性格，依學習單的規定，

在靈裏一項一項核對並作到。感謝主，台中聖

徒在主裏熱切的擺上，不只是一開始於門口親

切的歡迎或送別時的依依不捨，在整個特會中

也都積極的投入與操練，實在是我們學習的榜

樣。相信這一幕幕也必深深烙印在小朋友的心

裏。末了，在回程路上，聖靈也大大動工，『催

促受浸』－四位與會的小五六孩子，有受浸的

心幾時轉向主　帕子就幾時除去

感覺，巴望快快的進入神國，就在抵達台南後，

立即受浸，榮耀歸主！（服事者）

　哥林多後書三章十六節說：『但他們的心幾

時轉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我有時候會

與父母親頂嘴，說一些不好聽的話。希望主把

我的帕子除去，我可以聽父母親的話。（1301

區　王引新）

　我們墮落的時候，心偏離了主。但我們悔改

的時候，心便轉向主。我有時候會對父母親說

謊，這樣就使我的心裏沒有平安。但我一向主

悔改，帕子就除去了，叫我的心轉向主，且在

主裏滿了喜樂了。（1003 區　陳立享）

　信息說到『認識靈』，宇宙中有諸天、地和

人裏面的靈。聖經說唯獨我們人有靈，靈就是

讓人接觸神的鑰匙。每當我們犯錯時，靈就會

控告我們，要我們向神認罪悔改，我們的良心

就被洗滌潔淨。（107 區　鄭以斯）

　神對待人總是藉着靈，所以我也要在靈裏跟

神交通來操練我的靈。我在讀書的時候也要操

練靈，我還要和家人分享多用靈跟神交通。（302

區　賈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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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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週。
　　（2）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主日聚會「真理課程」將進入特會信息，故暫停一次。
　　（4）書報追求 「主的恢復之基本項目與結果」第 9~10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87~88篇。

　（5）背經進度「腓立比書」，腓 2:19~2:21。
   腓　2:19　我在主耶穌裏，盼望快打發提摩太到你們那裏去，叫我知道關於你們的事，也可魂中
                      快慰。
   Phil  2:19    But I hope in the Lord Jesus to send Timothy to you shortly, that I also may be encouraged 
                       by knowing the things concerning you. 
   腓     2:20    因我沒有人與我同魂，真正關心你們的事，
   Phil  2:20    For I have no one like-souled who will genuinely care for what concerns you; 
  腓     2:21    因為眾人都尋求自己的事，並不尋求基督耶穌的事。
   Phil  2:21    For all seek their own things, not the things of  Christ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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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 主日 ) 口但 5:1-31 口啟 2:12-14  口啟 2:12
10/26( 週一 ) 口但 6:1-28 口啟 2:15-17  口啟 2:17
10/27( 週二 ) 口但 7:1-12 口啟 2:18-23  口啟 2:18
10/28( 週三 ) 口但 7:13-28 口啟 2:24-29  口啟 2:26
10/29( 週四 ) 口但 8:1-27 口啟 3:1-3  口啟 3:1
10/30( 週五 ) 口但 9:1-27 口啟 3:4-6  口啟 3:5
10/31( 週六 ) 口但 10:1-21 口啟 3:7-9  口啟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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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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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 週一 )
 10/27( 週二 )
 10/28( 週三 )
 10/29( 週四 )
 10/30( 週五 )
 10/31( 週六 )

　新營區開展 -各大區配搭開展時段
日期 10/31 11/7 11/14 11/21 11/28 12/5 12/12 12/19

北台南 十二 十三 十一 十二 全召會
福音

十三 十一 十二

南台南 一 七 十五 十 青年照顧區 裕忠照顧區 永康照顧區

 　一、開展時段：15:50~18:30 叩訪，18:30~20:00 福音聚會。

 　二、集合地點：新營區會所（新營區東興路 187 號）。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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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
       事奉交通 時間：10/27（二）9:30，地點：裕忠路會所長老室。
　   長青聖徒集中聚會　時間：10/28（三）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會中有醫學講座（長
                                            青復健的要領），備有愛筵，請聖徒相邀參加。

　神人家庭夫妻生活座談
　　時間：11/14（週六）9:00~11: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李光弘弟兄夫婦將交通神人家
　　庭夫妻生活異象與實行，敬請聖徒踴躍參加。　 
　北台南照顧區青少年戶外相調　
　　時間：11/1（主日）9:00，地點：昭明國中大禮堂。報名窗口：潘承恩弟兄（0912-466702）。
　書報

　 李常受文集一九七七年　精裝共三冊，特價 1400 元。
    多功能數位福音機　全面升級，充電更貼心，更快速，特價 22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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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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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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超過一百萬人）湧入歐洲的

        難民潮，有機會認識基督耶穌，得着救恩。

    柬埔寨：吳教安弟兄夫婦－主在亞洲的行動交通聚會，10/27~29於柬埔寨首都金邊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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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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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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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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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節期得救新人週週80人參加初信餧養成全；大專校園工作能有更多相調事奉。

   青少年：十月青少年福音月各排（社區排及校園排）福音日青少年邀約同學參加。

   兒童：十一月兒童福音月，120家打開，1000個兒童來。

   登革熱疫情：求主管制登革熱疫情擴散，使福音的傳揚及聖徒聚會不受任何的打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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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位（截至10 /18）。

大區 日期 週 時間 地點 行動簡述 聯絡人 手機

二 10/31 六 18:30 北門路會所 福音愛筵收割聚會 白家禎 0985-780113
三 10/31 六 18:30 大學路會所 大區福音 楊朝欽 0921-244063
四 10/31 六 18:00 裕忠路會所 大區青職福音 楊清籐 0917-610151
五 10/25 日 18:00 黃主賜弟兄家 福音愛筵 黃主賜 0910-869953
五 10/31 六 16:00 古堡街會所 福音愛筵 郭永益 0932-985357  
六 10/31 六 19:30 中正南路會所 青職福音 陳志峰 0910-736424
八 10/29 四 20:00 徐祥瑋弟兄店 青職福音小排 徐祥瑋 0977-209124
九 10/30 五 19:30 仁德區會所 青職福音 劉維仁 0971-031362
十 10/30 五 20:00 陳漢洲弟兄家 小排福音 陳漢洲 0911-677427

十一 10/31 六 18:00 王黃秀卿姊妹家 福音愛筵 李金峰 0919-113215
十三 10/31 六 12:00 麻豆區會所 青職福音愛筵 洪琮博 0921-562513
十五 10/28 三 20:00 林暉智弟兄家 青職福音小排 林暉智 0953-810336
十六 10/26 一 18:30 鄭博字弟兄家 福音愛筵 余承恩 0988-605711

　青職福音月福音行動規劃（目標：每大區受浸 4位青職）

　青少年福音月福音行動規劃　
區 排 日期 週 時間 地點 內容
一 南女一排、二排 10/27 二 17:30~19:00 青年路會所一樓 福音愛筵
一 高中姊妹之家排 10/28 三 18:00~19:30 青年路會所一樓 福音愛筵
二 青少年排 10/31 六 18:30~20:30 北門路會所 福音愛筵

  －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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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108 -386,548 509,007 0 0 -47,649 
本月收入 2,493,952 512,332 114,164 236,300 55,000 3,411,748 
本月支出 1,869,466 695,492 68,773 236,300 55,000 2,925,031 
本月結存 454,378 -569,708 554,398 0 0 439,068 

1. 本月個人奉獻包計 118 包。      
2. 海外開展奉獻累計 2,964,120 元，目標達成率 106.99%。      
3. 本月經常費收入含大專弟兄姊妹之家維護費奉獻款 740,5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