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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秋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信息

＊成全訓練及專項成全：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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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間追求班專題交通：11/12（四）9:00～11: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神人家庭夫妻生活座談：11/14（六）9:00～11: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第三篇　 包羅萬有的基督無上的寶貝

前言
　主今日恢復之主要項目的第三項乃是『包羅

萬有的基督』，祂是延展無限並充滿萬有，藉

着祂的成為肉體，作三一神的具體化身，以及

神永遠經綸的中心與普及。本篇信息的重點，

乃是說到這位基督『無上的寶貝』。宇宙中沒

有任何一位，能與基督同樣的寶貝。我們需要

主一再的顯現，使我們真能看見包羅萬有的基

督無上的寶貝。

真理要點
　在基督裏的信徒，該有價值觀的改變，而信

徒正確的價值觀，可見於他們對基督和祂完滿

救恩各方面的估計和評價。為此，我們需要求

主給我們亮光，叫我們的價值觀有徹底的改變，

叫我們不斷的揀選基督並祂一切的所是，作我

們絕佳的分。

　從彼得對主的經歷中，看見基督自己在信祂

的人是寶貴的。彼得被主迷住（吸引並奪取）

到一個地步，雖然多次受主責備並大大的失敗，

還是跟定主作他的牧者，直到殉道。彼得也曉

得在主變化形像時，他和雅各、約翰乃是得許

可極其完全地進入其中，觀看祂的威榮。因此，

彼得在他的兩封書信裏，向我們陳明五件寶貴

的東西：

　一、『為着神建造的寶石』，乃是基督自己：

在神新約的經綸裏，基督是神所揀選、寶貴的

房角石，拯救我們，使我們成為活石，並變化

我們，以建造神屬靈的殿，就是祂的居所。（彼

前二 4，6 ～ 7。）

　二、『基督的寶血』已救贖我們脫離虛妄的

生活：基督救贖的血乃是立約的血，引我們進

入神的同在裏，進入神自己裏，並進入對神聖

別性情完滿的享受裏，使我們在一切行事為人

上成為聖的，好成為祂聖別的祭司體系和聖城。

（彼前一 19。） 
　三、我們的神和救主，耶穌基督，已將那『又

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實際的路，乃

是藉着我們呼求主寶貴的名，並禱讀這些應許

（具體化於神的話），我們就有分於並享受神

聖的性情，使我們長大，並在生命裏發展，達

到生命的成熟，得以享受豐富的進入我們主和

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彼後一 4。）

　四、神已將同樣『寶貴的信』，分給所有的

信徒：我們所有的信在質的一面都是同樣寶貴

的，但這信的量有多少，乃在於我們有多少接

觸活的神，使祂得以在我們裏面增長。（彼後

一 1。）

　五、我們信心所受『寶貴的試驗』，乃是藉

着苦難而來的諸般試煉：我們需要付代價，經

過火煉的試驗，得着更多基督作金的信，使我

們信心所受的試驗，在主顯現的時候，帶來稱

讚、榮耀和尊貴。（彼前一 7。）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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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擔應用
一、看重主話，分別出來，作神的口，為着建造。

二、接觸活神，讓信增長，經歷試驗，成為尊貴。

三、接受託付，傳揚牧養，寶貴應許，賜給眾人。

（徐弘昌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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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聚會的實行（四）

　　    　　  －禱告聚會信息－

　活力排之所以能佔召會生活的百分之八十，

主要的是由於彼此的教導。在這百分之八十中，

有百分之六十在於藉着彼此教導而互相成全。

到目前為止，我們仍然在起初的階段。

所有聖徒都需要學習聖經的真理
　今天的要點乃是眾聖徒都要進入聖經的真理。

這是很難的；這不是一條容易的路。在馬太七

章十四節主耶穌告訴我們，引到生命的，那路

狹，找着這路並行在其中的人也少。既是這樣，

我們都可能受試探而放棄。我們可能放棄，但

我們裏面有一位不願放棄。很少人會進窄門走

狹路，這是事實；但這並不是說，主耶穌會被

擊敗。反之，祂仍會得勝。主期望得着新婦，

祂也必會得着。啟示錄十九章七節說，日子將

到，那時新婦就會豫備好。我們會在其中麼？

我們應當回答這問題說，『我會。』說『我會』

的意思是我們仍在竭力。我們還未達到，但是

我們仍在竭力達到。…我們必須下定決心，竭

力進入聖經的真理。

停止我們所有不必要的談話
　當你決定要這樣讀經時，你同時也必須下決

心停止所有不必要的談話，停止你的怨言、你

的抱怨、和你的閒話。在耶利米十五章十九節，

耶和華告訴耶利米說，『你若將寶貴的從低賤

的分別出來，你就可以作我的口。』那時耶利

米很灰心，他向他母親抱怨，然後又向耶和華

抱怨。然後耶和華告訴耶利米，要在他的說話

中，將寶貴的從低賤的分別出來。照我的經歷，

我們若談話太多，我們的談話會消殺我們教導

的性能。我們若減少談論，我們教導的性能就

會增加。我們若在活力排中實行彼此教導，我

們就必須停止我們的閒談，全人專注於一件事

上：學習真理好使自己得供應、受裝備、並被

成全，有教導的性能和才能。…我們越停下不

必要的談話，我們就越多得重生，我們也會越

有學習和教導聖經真理的性能。

只說有價值的話
　我們也必須學習不說任何一句無價值的話。

我們要限制我們的說話，尤其是對我們的孩子

和配偶所說的話。那麼我們就會領悟，每一天

主都在一件事上建立我們，就是要我們為祂說

話。你若實行我所交通的六個月，你申言的性

能，為主說話的性能就會增加。

以一種『正式的』方式說話
　我們也需要學習以一種『正式的』方式說話。

我們要學習大聲的、從容的、清晰的、並『正

式的』說話，以一種有份量的方式，將某些明

確的真理要點分賜給人。

　不論我們年長或年輕，我們都不該把聚會看

作一件小事。聚會不是一件小事。聚會乃是在

主裏、與主一同、並在主面前聚集。因此，我

們無論作甚麼，都必須帶着神聖的敬畏，滿了

尊敬的來作。在聚會中，無論我們說甚麼，或

禱告，或選詩，或讚美，或申言，都必須是『正

式的』；那就是說，我們說話必須是大聲的、

合式的，並從容的，好使每個人都能聽見，並

有所領受。在聚會中說話和在其他的環境和場

合中說話絕對不同。在聚會中我們的說話是在

神面前，因此是聖別的。

　主耶穌在四福音所說的話都是簡潔、合式、

煉淨、清潔、沒有廢話的。當我們在聚會中站

起來為主說話，我們必須有把握，我們所要說

的是有份量的、帶着亮光和生命供應的。不僅

如此，我們必須學習以一種『正式的』方式說

話。

　…你該學習不對任何人說不必要的話，只要

對主說話。我常常想和我妻子說到某件事；然

而，好多次裏面有禁止，告訴我不需要和我妻

子說到那件事。有時我不理會那個禁止，但是

後來我就向主悔改認罪，求祂赦免我說了不必

要的話。我們可能不會說罪惡的事，也可能不

會批評任何人；我們可能只想向人陳述一些消

息。然而，主通常都會在裏面禁止我們這樣作。

我們若與主同行，並停止我們不必要的談論，

主就要用我們的口來說祂的話。我們的口會被

聖別出來說主的話。

　我覺得我們要從目前的光景蒙拯救，就確實

需要活力排。活力排是生死攸關的事。從現在

開始，我們中間不該有人在聚會中輕率的行事、

行動、或作任何事。我們說話時，必須說些有

價值的話，而且要說得『正式』。我們要把這

事帶到主面前禱告。這個恢復不是你的或我的；

是我們大家的。（摘自關於活力排之急切需要

的交通 第十九篇付代價學習神聖的真理並實行

在活力排中彼此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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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四日經由慷慨激昂的誓師大會，各個

壯年班福音開展隊靈裏高昂。在二十日同組學

員們陸續抵達了新營會所，受到聖徒的熱烈款

待。在下午四點至六點，有許多台南市的弟兄

姊妹前來配搭出外傳福音。我們分成十組，每

組三人，分別前往各大賣場、郵局，和火車站

發福音單張，或沿街叩門傳福音。晚間七點半

至九點，再分成四組，繼續叩訪或福音家訪，

當天就深刻經歷了身體的扶持與供應 。
　在開展的一週，每天早上個人的晨興、整潔、

職事信息的追求，以及針對前一天的開展，每

位學員都提出個人的心得與感想，之後再與本

地的聖徒一同檢討和規劃當天的開展路線，這

樣的分享交通，都叫我們重新得力回轉到主前。

　下午在午休和午禱之後，先與當天來配搭的

聖徒，有着強而有力的團體禱告，讓我們每個

人都儆醒到主前。然後，由新營的負責弟兄分

配叩訪的對象與路線。每天下午大約都有二十

至三十多位，來自台南的聖徒前來配搭。在這

週當中，我們每位學員都去過各大賣場發福音

單張，沿街叩訪商家或住家，並去看望福音朋

友或弟兄姊妹未得救的家人，每一個傳講，對

我們而言，都是新鮮活潑的，且是充滿挑戰的。

　此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二十二日的下

午，我和新營的王弟兄、鹽水的蘇姊妹，一同

去看望一位福音朋友林家鳳，她是壯年班鄭阿

靜姊妹的表妹，她和她的母親對主相當敞開，

真是平安之子，她經常觀看家族中信主之人的

訊息和召會相關的活動，對召會完全不陌生，

她欣然答應要來參加週六的福音聚會。

　在晚間六點，大家都陸續返回了會所，享受

新營姊妹們精心烹調美味可口的晚餐，菜色十

分豐富，叫我們裏外都得飽足。新營會所寬敞

整潔又多元用途的廚房，也令我們留下極深刻

的印象。在二十二日晚餐時刻，來了九位福音

朋友一同用餐。有一位在學校任教的姊妹，也

帶來了一位已接觸過主的學生，經過眾人與他

多方的談話後，決定受浸歸主，他是在這次開

展期間第一位被主得着的果子，大家在靈裏都

喜樂滿懷！

　 每天晚餐過後，大約七點，都會有二十位左

右的聖徒前來配搭，經由禱告後，再分組出外

叩訪或看望福音朋友。每晚九點，學員們會陸

續返回會所，大家聚在餐廳一起埋首認真寫作

業或讀聖經，那幅溫馨的畫面，真令人動容。

這樣榮耀的生活，真是太甘甜了！

　在二十四日的下午，更有五十一位弟兄姊妹

前來配搭，分成若干組後就出外傳福音，這真

讓我們親眼看見了南台灣聖徒們甜美建造的光

景。當天傳福音的範圍更顯寬廣，我與一些聖

徒前往了一個大公園，辦了一場兒童福音聚會，

吸引了近三十位小朋友參與，有好幾位家長更

是全程旁聽，頗有主的同在與祝福。當晚的福

音聚會家鳳受浸了，她是很清楚的得救，是我

們所結的第二個果子，真是讚美主豐盈的恩典！

　最後一天是主日，擘餅聚會完後，弟兄們要

我們所有壯年班的弟兄姊妹們，都分享個人的

蒙恩見證，每位也都真情流露見證了主奇妙的

引領，以及在壯年班受訓的摸着與變化，讓眾

人再次經歷主是包羅萬有和全豐全足的那一

位！並對壯年班的訓練留下美好的印象。

　這趟新營之旅，我們真實看見了主身體的豐

富，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配搭，以及聖徒們在

各面的勞苦，他們如同雲彩圍繞着我們。這一

週來前來配搭的聖徒共 182 人次，被記名且被

傳講福音的朋友 191 人，受浸 2 人。願將這一

切的榮耀歸與神！盼望在往後的歲月裏，我們

能彀持續為主傳揚福音，照顧餧養神家中的新

人。（壯年班新營開展隊　姚忠一弟兄，姚唐

存慧姊妹）

傳揚福音得新人　團體彰顯榮耀神

新營開展－喜樂、
生命、活力

－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見證的櫃(一)　　

　帳幕中的頭一項器具：約櫃。豫表基督－作為神見證的具體表現。約櫃是基督的豫表，指明神

的贖民能彀在基督裏，並藉着基督來接觸神，享受神。見證之帳幕的中心：表徵神居所的中心，

也表徵神家裏的內容。約櫃的材料：皂莢木－表徵基督的人性，品質堅剛，標準崇高。基督的人

性乃是祂成為神見證的基本成分、基本素質。（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八十四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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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福音月幾乎週週平均都有超過 45 位福

音朋友參加青少年小排，共有 24 個場次。甚至

在福音月 10/12 當週就有 81 位福音朋友參加小

排。這實在是說出青少年都願意從主領受負擔，

為人禱告，邀約同學參加小排聽福音，接受救

恩。也有的青少年經歷『我不以福音為恥；這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羅

一 16 上）三三兩兩到校門口發福音單張，不怕

被拒絕，仍然勇敢的對人傳講福音。也有的青

少年，在福音小排中盡功用同配搭，學習照顧

人，帶詩歌作見證。服事者及家長也熱切的擺

上飯食、實際的陪伴與會前會後的接觸人。願

主繼續祝福召會的下一代，藉着他們，得着同

學成為平安之子，常存的果子，與我們眾人同

過召會生活。以下是聖徒的蒙恩分享：

南女排福音小排蒙恩
靈裏積極盡功用　願主吸引結果子

　感謝主，南女排福音聚集，很喜樂，靈裏自

由。寶貝主在每位青少年姊妹身上的工作。看

見姊妹們都願意擺上自己的一份，也都邀了同

學，無論是詩歌、帶動唱或見證，都成了主流

通的管道，很珍賞寶愛她們裏面新鮮活潑的基

督。願主繼續加強在校園的工作，也記念來的

每一位能成為常存可牧養的對象。謝謝每位姊

妹們的配搭服事，彼此同心合意，真喜樂！（青

職姊妹）

　南女排與會共有 32 位，其中中幹 15 位，剛

恢復姊妹 1 位，福音朋友 11 位。很摸着我們的

聚集就像是兒童特會，姊妹們的靈積極主動並

新鮮活潑。願主繼續得着來的福音朋友，親自

吸引他們，認識神並與我們同過召會生活，請

為他們禱告。（服事者）

十二大區福音小排蒙恩
愛裏服事得成全　同伴配搭邀約人

　是主的憐憫與恩典，使我有分從服事兒童到

服事青少年，『我們的服事不是憑着自己的熱

心，乃是憑着對主的愛。』感謝主！是主先愛

了我，我纔能愛這些孩子，看到他們從兒童邁

入青少年，主在每個孩子身上的製作和恩典，

常常是叫我們從輭弱再得着剛強。在排中有高

中的、國中的青少年操練配搭，家長配搭接送，

使我們小排看似平常卻滿了喜樂，也與他們在

主裏一起長大，使我得着成全與餧養。

　十月是青少年福音月，我們是在基督身體裏

的肢體，就要與眾聖徒思念相同的事，青少年

從國中開始，就會與同學在一起三年，我們更

要吸引他們的同學，不只是當學校同學，更要

成為屬靈同伴，作常存的果子。所以從日期選

定、活動內容到愛筵，我們都精心設計，與青

少年有交通，讓這事成了。所以，這次福音月

的事上，我很摸着二個點。

　第一是『順服』，順服就蒙福。在邀約同學

的事上，個個青少年都順服交通領受託付，到

班上邀請 2 個同學。其中有與我們一起小排的

福音朋友（姊弟），原本無法參加，但因着小

姊妹有信心地說：『那我要邀約她。』，且為

他們同學題名代禱。阿利路亞！我們的主是信

實的，隔日，姊弟的媽媽給我一通電話，希望

我們在 10/17 接孩子與大家來在一起，姊姊更是

主動說一早要與我們一起配搭服事。我心中的

喜樂和感動真是無法言語，只有高聲讚美主！

所以，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為

人、愛、信、純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

前四 12）。

在校園中成為福音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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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是『同伴』，除了有青少年邀約的同學

和他們幼稚園的同學，還有弟兄們的交通，更

邀來了十二大區的青少年，共有 27 位青少年，

其中 10 位是福音朋友，主加給我們的真是過於

我們所求所想，更要有機會將他們調在一起。

藉着詩歌敞開心、聽故事注入主的生命（不只

兒童愛聽故事，青少年也愛聽故事），且願意

與我們一同呼求『哦！主耶穌！』讓生命的種

子撒在他們心裏；也藉運動將他們彼此調在一

起，在屬靈追求上青少年更需要同伴。有同伴，

生活就有活力。提後二 22『你要逃避青年人的

私慾，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義、

信、愛、和平。』願主祝福這些清心呼求主的

人，作祂合用的器皿，成為轉移時代的少年人。

（1203 區　青少年服事者）

後甲國中福音小排蒙恩
題名禱告邀約同學

　在福音小排前兩週，服事者會和青少年交通

傳福音的負擔。人人都寫下同學的代禱名單，

並為同學禱告，邀約他們來參加。因着地利之

便，福音小排當天青少年放學後大約五～十分

鐘就陸續步行到大學路會所。當天共來了 25 位

青少年，其中有 13 位福音同學參加，（這些都

是他們代禱名單上的同學，其中有 7 位是以前

來過小排至少 3 次），還有 3 位青少年雖因平

時要補習，但這次都得釋放參加校園排，也邀

了他們的同學一起來。

　在他們傳福音的經歷中，有一位國三姊妹分

享：她告訴她同區的兩位青少年週三有福音小

排（原本週四的小排，他們因要補習，都無法

參加），而這兩位又各邀約了她們的同學。令

人激勵的是有一位福音同學，自開學就一直與

我們有小排聚會，這次她和她的同伴，一同邀

約了兩位同學。還有一位弟兄，兒童排在邀人

的事上，常遭到拒絕，很受到挫折，但這次的

福音小排中，他向主認真，為同學禱告，他也

邀到同學，在福音上有突破及往前。

家長服事者作後盾

　家長及服事者每週三晚禱，專特為後甲國中

小排的情形交通與禱告。也為着已過福音小排

擺上飯食及實際的陪伴。眾人在同心合意配搭

的靈裏，更多相調與建造。（服事者）

家齊排蒙恩
　生命的園子　福音有突破

　目前小排中幹 6 位，穩定聚會的福音朋友一

位（張同學），還有一位來自活水教會的姊妹。

值得記念的是 10/16，因為姊妹們開始養成習慣

邀同學來小排，在這一天，每個人都突破了，

都至少帶同學來小排。甚至那位公會的姊妹也

約同學來。感謝弟兄姊妹們的代禱，她們的聚

集真是一個生命的園子，常常結出新的果子，

有新同學來小排！（服事者）

復興國中福音小排
家打開傳福音

　10/14 中午復興國中弟兄校園福音排，學生家

打開，爺爺奶奶配搭點心及見證，中幹 8 位弟

兄，福音朋友 1 位，二位教職姊妹來看望。（服

事者）

新豐歸仁排福音聚集
主把福音朋友加給我們

　新豐歸仁排，這學期第一次福音聚集，來了

男生 9 人，女生 9 人，其中高中生 10 人，國中

生 8 人（福音新朋友 3 人，福音老朋友 10 人）。

有四位大專弟兄們一起配搭。感謝主！還有兩

位國中姊妹這學期週週堅定持續在校門口發福

音單張，有兩位答應邀約，這次小排聚集來了

一位，並且還帶了另一個同學來。主實在是祝

福祂的工作。（服事者）

結語
　盼青少年都在耶穌的人性裏，把神的祝福帶

給人，也期待十一月十五日青少年期中特會，

能邀約並恢復同伴，一同來過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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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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週。
　　（2）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主日聚會「真理課程」二級卷二第 23 課下半「舊約首批歷史人物（十一）」。
　　（4）書報追求 「在基督的身體裏與神同工」第 1~2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89~90 篇。

　（5）背經進度「腓立比書」，腓 2:22~2:24。
   腓　2:22　但你們知道提摩太蒙稱許的明證，他為着福音與我一同事奉，像兒子待父親一樣。
   Phil  2:22    But you know his approvedness, that as a child with a father he has served with me unto the    
                      gospel. 
   腓     2:23   所以我一旦看出我的事要怎樣了結，就盼望立刻打發他去；  
   Phil  2:23    Him therefore I hope to send immediately, as soon as I see how things go with me. 
   腓     2:24   但我在主裏深信，我自己也必快去。  
   Phil  2:24    But I trust in the Lord that I myself also will come shor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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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 主日 ) 口但 11:1-19 口啟 3:10-13  口啟 3:11
11/02( 週一 ) 口但 11:20-45 口啟 3:14-18  口啟 3:18
11/03( 週二 ) 口但 12:1-13 口啟 3:19-22  口啟 3:20
11/04( 週三 ) 口何 1:1-11 口啟 4:1-5  口啟 4:2
11/05( 週四 ) 口何 2:1-23 口啟 4:6-7  口啟 4:6
11/06( 週五 ) 口何 3:1-4:19 口啟 4:8-11  口啟 4:11
11/07( 週六 ) 口何 5:1-15 口啟 5:1-6  口啟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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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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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 週一 )
 11/03( 週二 )
 11/04( 週三 )
 11/05( 週四 )
 11/06( 週五 )
 11/07( 週六 )

　全召會成全訓練暨專項成全
　一、日期：11/8，1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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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豫讀出埃及記二二 22~ 二三 19 及生命讀經第 66 ～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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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安弟兄 0935-565-982、陳王永江弟兄 0932-87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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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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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交管：七大區；兒童：二、三、十二區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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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台南 十三 十一 十二 全召會
福音

十三 十一 十二

南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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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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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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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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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參加初信餧養成全；大專校園工作五環能更多相調事奉。
   青少年：青少年福音月各排（社區排及校園排）所邀約來的同學能持續被接觸，參加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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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位（截至10 /25）。

　日間追求班專題交通
   時間：11/12（四）9:00 ～ 11: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王元享弟兄夫婦將交通兒童工作
　   的異象，會中將有問與答，敬請聖徒彼此邀約。
　神人家庭夫妻生活座談
　　時間：1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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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召會福音收割聚會
　　時間：11/28（主日）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林天德弟兄將交通『宇宙中獨一感人
　　的大愛』，敬請聖徒代禱並邀約福音朋友參加。　

    大區
　　二大區集中禱告　    11/10（二）20:00，地點：北門路會所。

　　三大區主日集中　    11/8（主日）9:30，地點：大學路會所，會後備有愛筵，請各家帶菜。

　    十四大區集中禱告　11/10（二）20:00，地點：新營區會所。
        十五大區集中禱告　11/10（五）20:00，地點：新興路會所。

　長青聖徒外出相調
時間：11/25（三） ，地點：嘉義召會新港會所及附近景點，費用：搭遊覽車者每人 500 元，
自行開車者每人 200 元。報名方式：請於 11/18（三）前 Email 至 davidce@mail.ncku.edu.tw 或

將報名表及費用繳交執事室賴錦富弟兄代收。通啟已隨本週週訊發至各小區。  
　青少年週末入住及期中特會
　 週末入住時間 時間：11/14~15，地點：裕忠路會所 B201 室，費用：每人 200 元，報到時間：
　　　　　　　　   11/14（六）15:30~16:00。
       期中特會　時間：11/15（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備有午餐，請自備餐費 60 元。

　全召會腓立比書第二梯次背經會考
　 會考時間：11/22（主日），地點：各小區。範圍：腓立比書主題及第二章經文，A 卷為全文默寫，
　　B 卷為填充題 50 格；獎勵方式：100 分獎勵 50 元書券，90 分以上獎勵 30 元書券，報名：請
　　各小區於 11/15（主日）前與執事室確認考試人數（僅需核對與上次考試人數是否增減）。

　感恩節特會禱研背講
　時間：12/4~5（五～六），地點：中部相調中心，費用：800 元（逾期加收 200 元），車輛自理。
　報名方式：請於 11/23（一）前向執事室賴錦富弟兄報名，此為 12/20 各小區主日信息交通內容，
　請聖徒報名參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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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