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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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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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聖徒提早五分鐘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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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篇　終極完成的靈

前言
　第四篇信息說到『終極完成的靈』，這點是

真理恢復最透徹的點，是時代的職事所給我們

最大的遺贈，也是主的恢復從整個基督教系統

分別出來的界線。三一神對我們能成為實際，

至寶的基督能作到我們裏面，全在於祂已經過

過程成了『終極完成的靈』。在終極完成的靈

這事上，基督教教師們的疏忽、無知、不足、

誤會和誤解，達到了最高峯；所以我們需要恢

復關於終極完成的靈這個真理。  

真理要點
　『終極完成的靈』乃是經過了成為肉體、人

性生活、釘十字架、復活的過程之後的三一神。

三一神所經過的過程乃是經綸的事，不是素質

的事。雖然神在經綸上經過過程，但祂在素質

上絕沒有改變。『經過過程』指三一神在神聖

經綸裏所經過的步驟，『終極完成』指明這過

程已經完成了。這終極完成的靈就是三一神、

為人的耶穌、祂的人性生活、祂的死、祂的復

活的複合。

　關於終極完成的靈，有三個主要且重要的真

理要點：一、現今神的靈已經得以複合成為複

合的膏油；（出三十 23~25；）二、在耶穌復活

得榮耀以前『還沒有』那靈，（約七 39，）乃

是在主耶穌復活得榮耀時，神的靈纔成了那成

為肉體、釘十字架、復活之耶穌基督的靈；三、

那靈被視為神的七靈，作寶座前的七燈，和羔

羊的七眼。（啟一 4，四 5，五 6。）

　約翰福音啟示，基督成為肉體作神的羔羊，

在復活裏成為賜生命的靈，並在復活裏將祂自

己作為終極完成的靈，吹入門徒裏面，以成就

關於另一位保惠師的應許，為着我們的經歷與

享受。將自己吹入門徒裏面的基督，乃是賜生

命的靈。主耶穌將那靈吹入門徒裏面，藉此將

自己分賜到他們裏面作生命和一切。主就是那

叫人活（賜人生命）的靈，這靈就是我們的氣

息；那是神的話成了肉體作神的羔羊，在復活

裏成了聖氣給我們吸入。這終極完成的靈作為

氣，對於我們過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一切；只有

這氣，就是那靈，纔能作基督徒，也纔能作得

勝者。

　終極完成的靈不僅是吹入我們裏面的聖氣，

也是我們可以進入並活在其中的神聖奧秘的範

圍。神聖三一的三者原是一個神聖奧祕的範圍，

現今成了終極完成的靈，是我們可以進入並享

受的。作為在基督裏的信徒，我們得以活在終

極完成的靈裏並經歷祂作神聖奧祕的範圍。在

這範圍裏，一、我們接受那靈作獨一、包羅萬

有的福，（加三 14，）二、我們接受升天基督

的傳輸和祂天上職事的供應，（來八 1 ～ 2，）

三、我們經歷神生機的拯救並在生命中作王，

（羅五 10、17，）四、我們活在神的國這神聖

種類的範圍裏（約三 3，5），五、我們活在神

聖生命的交通裏；這交通乃是活在基督身體裏

的實際，（約壹一 3，7，）至終要與三一神更

多的調和而保守一。真實的一乃是在三一神裏，

而真正的一乃是信徒與三一神的調和。

負擔應用
　一、那靈今天乃是吹入我們裏面的聖氣，我

們可以藉着呼求主的名、禱告與唱詩來吸入這

靈，好過正常且得勝的基督徒生活。而我們所

喝所吸入的靈，任何時候知道我們在那裏，我

們需要甚麼，祂就自然而然的把三一神，應用

於我們。

　二、不僅認識，更經歷終極完成的靈這神聖

奧祕的範圍，時時活在其中，享受一切的福分，

更多與三一神調和，經歷神生機的拯救，帶進

生命的長大並作王。（詹明潔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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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排傳福音 (一 )排聚會三個主要功用

　　    　　  －禱告聚會信息－

　與受餧養的信徒有排聚會
　到罪人所在之處藉着接觸他們而拯救他們，

以及在初信者家裏顧惜餧養他們，乃是實行主

當前恢復之路的起始、開端。在這些步驟以後，

我們需要繼續與受餧養的信徒有排聚會。（來

十 25。）我把排聚會視為學校。父母有了新生

兒，就餧養他們，直到他們豫備上幼稚園的時

候。在那時以前，我們認為他們是在學齡前。

家聚會就是照顧學齡前的兒童。

　在一段時期的餧養以後，他們長大了，豫備

好接受屬靈的教育。這屬靈的教育是在小排中

進行。小排可由幾個新家構成。小排的人數約

為十至十二人，但不該超過二十人。當我們的

小排超過二十人時，最好將這一排分為兩排。

百分之八十以上實際的召會生活，應當在這些

排聚會中進行。

　我們需要照着希伯來十章二十五節所啟示的，

與受餧養的信徒有排聚會。我信希伯來十章

二十五節說到排聚會乃是基於一個點：『不可

放棄我們自己的聚集，…倒要彼此勸勉。』較

大的聚會幾乎不可能彼此勸勉。彼此勸勉是在

較小的聚會中進行。少於二十位聖徒的排容易

彼此勸勉。希伯來十章二十五節必須應用於排

聚會。

排聚會有三個主要功用

第一，排聚會是為着交通和禱告
　排聚會有三個主要功用。第一，排聚會是為

着交通和禱告。（徒二 46。）在馬可的母親馬

利亞家中，有一班聖徒為當時坐監的彼得禱告。

（十二 12。）彼得被釋放以後，往馬利亞家去。

行傳十二章指明，在耶路撒冷必定有許多班人

為彼得禱告。（5。）

第二，排聚會是為着教導、造就和

傳福音
　排聚會的第二個功用乃是為着教導、造就和

傳福音。（五 42。）造就與建造不同。造就主

要的目的是為着建立性格而教育，不是為着建

一座建築物。在小排聚會中，有許多造就的工

作。我們也可以在排聚會中傳福音。

第三，排聚會是為着成全聖徒 
　第三，排聚會是為着成全青年聖徒作職事的

工作，就是有恩賜的人所作的工作，為要完成

新約的職事，建造基督的身體。（弗四 12。）

在排聚會中，我們必須造就初信者，在一切基

督徒生活的特點上建立他們。我們必須教育他

們，訓練他們，成全他們，裝備他們，供應他們，

使他們能有各種基督徒的事奉，幫助他們達到

人人申言，為主說話的標準。

小排聚會的結果
　小排聚會的結果，該是所有參加的人都能傳

福音，帶家聚會和排聚會，並且申言，為主說

話。這樣的光景只能藉着小排產生，無法藉着

大聚會或家聚會產生。

　召會要得勝的往前，需要許多排聚會。排越

多，召會的開展、擴增和改進就越多。然後召

會的事奉、召會的擔子、召會的責任，就不會

限於幾位長老手中，乃會普及在許多聖徒手中。

在實行排聚會上，我們若作得好，我們的排也

許一年需要分兩次，甚至四次。我們若在排裏

和二十人聚會，也許會擴增至三十四人。然後

我們可以將這一排分為兩排，每排十七人。這

樣的擴增在於福音的傳揚。

　小排（學校）要有學生，就需要生出新的兒

童。傳福音是為着生，家聚會是為着顧惜和餧

養。然後就產生兒童為着學校－排聚會。我們

需要仍然滿了力量的中年和青年聖徒，出去叩

門傳福音。然後我們需要在家聚會中顧惜餧養

新的兒童，將他們安置在小學，也就是排聚會

裏。事實上，我們的小排聚會，包括從『小學』

階段一直到『碩士學位』階段的學生。

　我迫切仰望主，要看見這三件事在眾召會中

實行出來：拯救罪人、家聚會和排聚會。『排』

是實行召會生活的單位。（摘自主恢復當前的

進展，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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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福音收割聚會負擔交通

　主耶穌在馬太福音九章，走遍各城各鄉傳揚國度的福音，看見許多羣眾患各樣的疾病和症候，

就醫治了他們，並『對他們動了慈心，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樣。於是對門徒說，

莊稼固多，工人卻少；所以要祈求莊稼的主，催趕工人收割祂的莊稼。』（九 36~38。）主耶穌

在這裏看羣眾困苦流離，不只是因為他們外面患各種的疾病，更是因為他們裏面沒有主，沒有牧

人；並且被各種的規條所壓迫，也被惡牧所苦待。今天世人也是如此，表面人似乎衣食無缺，但

裏面卻是困苦流離，人心中充滿了各樣的愁苦與重擔，被撒但捆綁轄制。我們真需要求主讓我們

有祂同樣的眼光與慈心，將基督帶給他們，並把他們引到主裏面，使他們得着好牧人的眷顧，並

成為基督身體的肢體。

　十一月二十八日就是全召會下半年度的福音收割聚會，我們要起來，將我們的親朋好友、左鄰

右舍、路上所遇見的，都竭力的帶到主面前來，讓他們聽見神兒子的聲音，使他們得醫治，並活

過來。我們呼籲所有的弟兄姊妹們，人人都要動起來，個個都去邀約人，帶到主這裏來。惟有全

體聖徒都動起來，人人都在這次的福音收割裏有分，主纔能把祝福大大傾倒下來。親愛的弟兄姊

妹們，你的參與是何等重要。我們要向主迫切的呼求：『主阿！激動我們的靈，使我們上山取木料，

好建造你的殿！』環顧我們周圍親朋好友、左鄰右舍、以及職場的同事們，我們都是欠他們福音

債的人。我們不僅需要為他們禱告，更需要我們不顧臉面，放膽前去邀約他們。因為，我們深信

主所應許的話：『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那帶種子流着淚出去撒播的，必要歡呼着帶禾捆回

來。』（詩一二六 5~6。）

　從現在我們就要開始豫備，好在那日將果子帶來歸主。具體實行的建議：

　一、『列出名單』並『情辭迫切』的向主要他們得救，並在 11/28 當天能被分別出來。

　二、藉着『同伴』或『小排成員』加強代禱。

　三、與同伴『約定時間』一同配搭看望並邀請。

　四、福音聚會更要儆醒禱告，當天最好能親自登門帶同他們來。（如，開車或搭計程車。）

　五、來到會中，坐其旁邊，需要為他們禱告並適時點活他們的靈。（如，引導唱詩、呼求、讀經。）

　六、會後有聖徒能一同配搭『陪談』，稍微『勉強』一下，好過受浸的關！（參路十四 23 ！）

　七、無論受浸與否，仍需持續接觸並牧養他們，直到成為常存的果子。

　☆ 福音聚會邀請卡已發至各區，請聖徒廣邀親朋好友參加。

－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見證的櫃(二)
　

約櫃四圍鑲上金牙邊：約櫃的邊緣如同冠冕的花環狀。是神見證具體表現的基督有一個邊，如

同冠冕的花環，這個金邊表徵神聖性情的榮耀。我們這些基督的活見證把祂活出來的時候，就會

有榮耀的邊，別人會覺得我們有個奇妙而榮耀的東西。神聖性情的榮耀作為一個邊，表徵神保守

的能力和持定的力量。彼得、雅各、約翰和其他的人，都是基督身上榮耀的金邊所保守、所持定、

所保護的。彼得輭弱否認了主，但最終他的否認主的確證明他相信主耶穌，並且愛祂，因為彼得

後來出去痛哭了。彼得在變化山上曾看見主耶穌裏面顯出神的榮耀，那種神聖榮耀的彰顯，乃是

保守的能力和持定的力量，保守了彼得。

　四個金環表徵基督神聖的性情作為聯結的因素和能力：以色列人抬着約櫃像軍隊一般前進。約

櫃要行動，必須有四個環和兩根杠。在豫表裏，金環表徵永遠的靈。四個金環表徵基督神聖的性

情乃是聯結的因素和能力。

　被鑄造：鑄造表徵藉苦難而來的試驗。我們愈經歷十字架，賜生命永遠的靈就愈被鑄成金環。

然後我們就有堅固的金環，為着神見證的行動。（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八十四、八十五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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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職福音月成果蒙恩及負擔交通

　讚美主！已過青職福音月因着大家的竭力奮

鬪，成果另人鼓舞。我們得着 27 個青職果子，

及 15 位其他年齡層的，總共 42 個果子。並且

有四個大區達到得 4 個青職果子的目標。這是

歷年青職福音月最好的一次。這祝福乃因有更

多的聖徒在這次的福音月盡上他們的一分功用。

　截至十月底，全台新人得一萬的目標，台南

已達 620 人，雖已達到全台整體目標的進度。

但其中有一半是大專生，這是神給台南大專福

音上特別的祝福。然而，我們不能因為達成全

台目標而自滿，因為我們在青職得人的目標上，

仍需眾聖徒一同努力奮鬪。截至今年至十月底，

我們一共得着 85 個青職的果子，離我們的目標

120 人，尚有 35 人的空缺。自全台新人得一萬

的行動開始至今，我們尚未有一次達成青職的

目標，這也是我們在青職福音上的缺欠，需要

我們在末了兩個月來補足。

　兒童是青年工作的基礎，青少年和大專是延

續、成長，而青職乃是青年工作的成果。前三

項的努力必須總結在青職，並使他們進入召會

的事奉裏，這樣青年工作纔能成為召會真實的

祝福。如果我們有很強的大專工作，但青職確

是弱弱的，那至終可能無法將大專的努力存留

下來。因此，我們除了有強的大專工作，也必

須有大的青職容器，以留住所有青年工作的果

子。末了這兩個月，是關鍵的時刻，在青職的

福音上，需要全體眾聖徒一同齊心努力，人人

走出去，更多的接觸青年人，竭力得着更多青

職。

建議行動
　一、在禱告中，迫切向主要焚燒的靈，叫我

們為着得更多青年人，裏面都有迫切的靈。並

且求主在環境上豫備更多的青年人來接受福音。

　二、生活中經常接觸青年人，至少每週出訪

一次，接觸目標以青年人為重點。

　三、在職的聖徒，要向主求恩典，在職場上

放膽跟同事傳福音，邀約他們參加福音聚集。

　四、各小區或小排，仍需經常有小型的福音

聚集，邀約人以青年人為重點。

　五、抓住 11/28 全召會福音收割聚會的機會，

竭力大量邀約青年人參加。這次福音聚目標：

到會朋友 200 人，受浸 40 人（其中至少一半是

青職）。

　六、末了兩個月，超過 100 人的大區至少再

得 3 個青職果子，100 人以內的大區至少再得 2
個青職果子。求主福音的靈再來焚燒我們，叫

我們都起來，為着祂在地上的權益，大量得着

青年人。（青職服事組）

　在美髮院工作的弟兄姊妹，因着得救，過召

會生活，非常喜樂，願意顧到主的需要。原先

營業到晚上十點，但因着青職福音月青職小排

的那一天，晚上六點就關門。當天共邀約了

二十幾位的員工、同事聽福音，享受主，並有

兩位受浸得救。（一大區）

　在身體的配搭下，蔡姊妹在大學路會所青職

福音聚會中，終於受浸得救了。她是我們青職

代禱名單中的一位福音朋友，姊妹受浸後喜樂

的表示她很高興來到神的家。（三大區）

　十月二十八日晚上，家裏的青職排來了好多

『超級好朋友』，太喜樂了！感謝主聽了我們

眾人的禱告，將 5 位好朋友們帶來，我們一同

享受了 2 首甜美的詩歌、福音小品以及基督徒

在生活中對主耶穌甜美的見證！希望這些好朋

友們，都是帶着心裏滿滿的感動回去。期盼他

們週三晚上能再來享受主耶穌。（十五大區）

青職福音月－傳福音，結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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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回來的光中，贖回光陰的牧養生活

　喜悅我的召會生活是和一羣清心愛主的同伴，一同唱詩、禱告、傳福音，一同背讀神的話。在

已往的日子裏，覺得較為不足的地方，特別是在真理的裝備上顯為缺乏。盼能有約書亞的經歷，

天天沐浴在光的範圍，學習用綱目鳥瞰經文，進入聖靈的思想，並操練禱研背講，重新學習陪人

讀經，牧養成全人。

　還記得有位愛主、愛召會的師母，用電話天天陪姊妹們晨興。每早晨 5:30~7:00、假日 5:30~9:00，

全年無休，直至她安息在主懷。她對我們的牧養及成全的項目大致如下：一、用靈呼求主名，不

可渾水摸魚，一個一個呼喊，喊到全人得釋放，裏面的人真出來了，活且深，直至靈中有話禱出

來纔過關。二、操練『四讀』，一個字一個字用靈喫，用靈吸取，不可囫圇吞棗。三、一週兩個

時段以短、快、活、強 、真，為聖地、聖殿、聖城（全地眾召會的行動）爭戰禱告，一次一項禱

透了，禱到負擔卸了再接下一項，並操練個人定時禱告。唱詩要彼此對說，眼對眼傳神對唱。四、

陪伴我們讀新約各卷書，進入一年七次的信息，與我們一同參加召會的默經考試。常將職事的話，

一本本、一篇篇地照着聖靈的帶領供應我們。五、經常地題醒：傳福音、牧養人要引經據典，用

神的話供應，回答人的問題。團體配搭要加不可減，像打一場球賽。六、帶領陪同我們進校園社

團傳福音，一週兩次邀學生到家中愛筵、牧養，並參加五環相調接受負擔。七、陪我們整潔會所，

教我們作餅和蒙頭的真理並實行（在禱告申言和訓練時，頭上要有服權柄的表記）。在真理、牧

養、及各人經歷上為我們解惑；也陪着一個一個家，接受長老的按手奉獻。

　師母尊重元首的權柄，寶愛時代的職事，並順從召會的帶領，以活力排牧養、成全我們，成了

我們追求真理、生命、和事奉的榜樣。在主的憐憫裏，這些成全影響我的就是『話、靈、禱告及

同伴』，沒有這些我就了了。這些年間，在主血遮蓋下，經歷『義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

越明。』這使我能以堅定持續過身體生活，活身體生命，享受身體實際。

　我也願意跟隨身體的帶領，在活力排的原則裏，照着山上的樣式 ─ 四維藍圖：全體事奉、生養

教建、成全別人、靈裏高昂並堅定持續。願主憐憫遮蓋我們，能忠信服事直到主來，阿們！（二

大區　連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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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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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調整如后）

　  電器：第三組；交管：七大區；兒童：二、三大區服事。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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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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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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課上半「舊約首批歷史人物（十二）」。
　　（4）書報追求 「在基督的身體裏與神同工」第 3~4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91~92 篇。

　（5）背經進度「腓立比書」，腓 2:25~2:27。
   腓   2:25   然而，我認為必須打發以巴弗提到你們那裏去，他是我的弟兄、同工、並一同當兵的，
                   也是你們的使徒，和供應我需用的供奉者。
   Phil 2:25   But I considered it necessary to send to you Epaphroditus, my brother and fellow worker and 
                     fellow soldier, and your apostle and minister to my need, 
   腓   2:26   他很想念你們眾人，並且極其難過，因你們聽見他病了， 
  Phil 2:26   Since he longed after you all and was greatly distressed because you heard that he had become
                    sick; 
   腓   2:27   他實在是病了，幾乎要死；然而神憐憫他，不但憐憫他，也憐憫我，免得我憂上加憂。 
  Phil 2:27   For indeed he had become sick, near to death, but God had mercy on him, and not on him    
                   only but also on me that I might not have sorrow upon s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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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 主日 ) 口何 6:1-11 口啟 5:7-14  口啟 5:9
11/09( 週一 ) 口何 7:1-16 口啟 6:1-8  口啟 6:2
11/10( 週二 ) 口何 8:1-14 口啟 6:9-17  口啟 6:9
11/11( 週三 ) 口何 9:1-17 口啟 7:1-8  口啟 7:2
11/12( 週四 ) 口何 10:1-15 口啟 7:9-17  口啟 7:15
11/13( 週五 ) 口何 11:1-12 口啟 8:1-6  口啟 8:3
11/14( 週六 ) 口何 12:1-14 口啟 8:7-12  口啟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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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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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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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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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兒童工作異象，另有屬靈
　　問答（王元享弟兄夫婦交通），開放聖徒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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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神人家庭夫妻生活異象與
　　實行（李光弘弟兄夫婦交通）。

　全召會福音收割聚會
　　時間：11/28（六）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主題：宇宙中獨一感人的大愛（林天德
　　弟兄交通），目標：到會福音朋友人數 200 人，受浸 40 人。　

  －報告事項－

  大區

　　二大區集中禱告　     11/10（二）20:00，地點：北門路會所。
　　六大區集中禱告　　 11/10（二）20:00，地點：中正南路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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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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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啟可上召會網站下載。  

項目 電器 場地佈置 招待 受浸 交管 兒童 整潔
大區 三大組 五、十 九、十三 一、六 七、十一 二、三、十二 四、八、十五、十六

服事總管：王正輝 0931-913-856、陳志峯 0910-736-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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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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聚會：11/28全召會福音聚會，聖徒邀約福音朋友，到會福音朋友人數200人，受浸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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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大專基礎造就，能有80位新人參加；教職員排，教職員得加力，為校園工作開展。
    青少年：週末入住，受成全操練主日申言；十一～十二月邀約小羊並恢復青少年參加主日。
   兒童：十一月兒童福音月，120家打開，1000個兒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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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位（截至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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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忠照顧區青職相調愛筵
　 時間：11/22（主日）17:30 ～ 20: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參加對象：裕忠照顧區青職
　　聖徒及青職服事者，備有愛筵（聖徒帶菜）。
 　  北台南照顧區青職相調愛筵
　 時間：11/8（主日）17:00 ～ 18:30，地點：新營區會所，參加對象：青職聖徒，備有愛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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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基礎造就
　 時間：11/21（六）16:00 ～ 11/22（主日）13:00，地點：大學路會所。　  
　青少年週末入住暨期中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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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小區於
       11/15（主日）前與執事室確認考試人數，兒童背經進度及會考時間，與全召會同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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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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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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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台南 十一 十二 全召會
福音

十三 十一 十二

南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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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