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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秋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信息

＊全召會福音收割聚會：11/28（六）19:25，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人人入排，排排入人，聖別主日：代禱並看望久未聚會聖徒並邀約至小排及主日聚會。

　　　第六篇　召會的恢復

前言
　『恢復』一辭的意義，是再次得回失去的東

西，或使事物回到正常的情形；意即在遭受破

壞或失去了以後，再使事物復原或回到正常的

情形。當我們說到召會的恢復，意即召會原初

有一種情形，後來卻失去、受了破壞或被誤解，

現今就有需要把召會帶到她原初的情形。因為

經過了許多世紀的歷史，召會已經墮落了，她

需要回復到照着神原初心意的光景。我們對於

召會的異象，應當受到管治，不是照着現今的

情形或傳統的作法，乃是照着聖經裏所啟示，

神原初的心意和標準。神乃是一位有永遠定旨

的神，祂一旦定意要作某事，就沒有任何事能

改變祂的心意或使祂停止。

真理要點
　一、召會是神心頭的願望：召會是神的召會，

為父神所揀選並豫定，為子神所救贖，並為靈

神所蓋印；召會是活神的家、基督的身體、基

督的配偶，是宇宙的新人，在宇宙一面存在為

獨一的宇宙召會，但在地方上彰顯為許多地方

召會。

　二、召會的恢復是由以色列人從被擄歸回所

豫表：以色列人從被擄歸回，不僅是離開巴比

倫─被擄與分裂的立場，乃是帶着所有被擄到

巴比倫之神殿的器皿歸回到耶路撒冷─主所揀

選的地方，就是神所命定獨一的立場，在耶路

撒冷重建神的殿，就是神的家，並且重修耶路

撒冷的城牆。

　三、召會恢復的意義：首先，為着召會的恢

復，我們需要得恢復脫離分裂與背道的立場，

並脫離所有關於基督身位的異端教訓，持守照

着神的話關於三一神的純正啟示，承認耶穌基

督這位神顯現於肉體，是完整的神，完全的人，

並且祂作為包羅萬有的一位，乃是一切正面事

物的實際。

　其次，為着召會的恢復，我們需要回到基督

身體獨一和純正之一的立場及其真理，需要我

們恢復關於三一神的身位與分賜的真理，並恢

復召會作為基督的身體，乃是個生機體，是由

所有重生有神生命的信徒所構成，為着頭的彰

顯，基督的身體實際上就是團體的基督；也需

要恢復召會宇宙一面與地方一面的真理。

　再者，在召會的恢復裏，我們乃是在建造基

督的身體，今天我們乃是在重建召會作為神的

殿，神的家。

　最後，召會的恢復包括建立國度的生活；召

會生活的實際就是國度，就是羅馬十四章十七

節啓示神的國就是召會的生活；國度就是今天

的召會生活，神的國作為召會生活，乃在於公

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負擔應用
　一、我們需要得恢復，脫離分門結黨的人─

宗派和公會。

　二、我們需要潔淨自己，脫離大戶人家 ( 背

道的基督教國 ) 裏卑賤的器皿，就是脫離消極

的事和人，而成為貴重的器皿，分別為聖，合

乎主人使用。

　三、我們需要脫離異端教訓，不要接觸那些

越過基督的教訓，不留於其中的人，因為那些

這樣行的人，越過了基督神聖成孕的教訓，因

而否認了基督的神格，結果就無法在救恩和生

命裏得着神。

　四、我們需要遵從主的話，脫離宗教的大巴

比倫，回到耶路撒冷，就是回到正當的召會生

活。（郭永益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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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排傳福音 (三 ) 成為蒙主祝福的小排 -使小排滿有福音性

　　    　　  －禱告聚會信息－

新面孔是小排的命脈
　一個小排若要成為一個成功的小排，一個蒙

主祝福的小排，就必須使小排滿有福音性。甚

麼時候小排失去了福音性，這個聚集就停頓下

來了。

　從已過的實行，我們發現一個不變的定律，

就是小排裏有福音朋友，就有新鮮感；沒有福

音朋友，慢慢就落下去了。新面孔一來，無論

他是多麼弱小，也無論他是怎樣反對，弟兄姊

妹只要看見他，負擔就來了。可能在小排裏原

不知道要讀那一卷聖經，新面孔一來，話語就

來了。

　所以，新面孔實在是小排的拯救，也是小排

的命脈。只要有新人，我們就會有負擔，有感

覺，也會有話語。因此，小排的確需要有進攻

一面的功用。

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主的見證人
　主在行傳一章八節說，我們必得着能力作主

的見證人。這裏告訴我們，每一個信主的人都

是主的見證人。所以，不僅傳道人、宣教士是

主的見證人，我們個個都是主的見證人。

　在召會中有恩賜與職分；恩賜方面有使徒、

申言者、傳福音者、牧人和教師，職分方面有

長老、執事。有些弟兄可能認為自己不是申言

者、牧人和教師，也不是長老、執事，所以甚

麼都不能作；然而，有一個身分他一定有，那

就是作主的見證人。只要你有主的生命，就是

主的見證人。見證人是不需要有口才，不需要

任何恩賜的。

人人為主作見證
　甚麼是見證人呢？見證人就是首先你看見了，

然後你作見證；這個就是見證人。我們或多或

少都看見過主，看見過祂的恩典、憐憫。若是

都沒有看見，我們就不會在召會中；若是都沒

有看見，我們就不會參加召會的聚會。既然我

們都見過了主，就都可以作祂的見證人。說一

句話是見證，講一篇道也是見證；講得好是見

證，講得不好也是見證。實在說，不信的人並

不太注意我們有沒有口才，他們是要聽我們真

實的見證。許多福音朋友來到我們當中，有時

聽了一小時的福音信息，印象還不一定深刻；

但聽到一個見證，他們所得的印象卻永遠難忘。

因為他們聽到的，是一個親身的經歷。

　從這面說，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作一點見

證。雖然你們的見證不一定像江洋大盜得救，

或是久病得醫治那樣神奇，但在你們身上至少

都有一點。千萬不要輕看這一點，這一點對那

些不信的人可能就是寶貝。比如，你的見證是

你從前沒有平安，常常晚上睡不着，但是信主

以後裏面有平安，而且每晚都能睡好覺。你以

為這是很小的事，不值得一題；但對福音朋友

來說，這就是最親切的見證，也是他們最願意

聽的。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作主的見證

人，一直作到地極。

從周圍的人開始
　行傳一章八節告訴我們，作見證人乃是要從

『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

今天我們的耶路撒冷，就是周圍的親戚、朋友。

我們的福音不是從非洲開始，也不是從蒙古開

始，乃是從親友、鄰居開始。人是很奇怪的，

總是願意到遙遠的地方傳福音，不願意到近的

地方；然而，主的話不是說從地極傳到耶路撒

冷，乃是說從耶路撒冷傳到地極。所以，我們

要從親友、鄰居、同學身上開始傳，一個一個

開始作；接着傳遍台北市，直到台灣各鄉鎮。

以後，就能傳遍到全世界各地。這是主的次序，

也是主的等次。 

　今天我們就該定了主意，不再去想別的，只

想我們周圍的人，為他們代禱，把他們帶到主

面前，向他們忠心的見證主耶穌。相信很快的，

福音就會像石頭拋到水裏引起的水波一般，慢

慢的從中心擴展出去。這就是主給我們的命令，

也是主給我們的應許；等到我們出去時，主經

綸的靈就要在我們身上。（摘自召會的擴增與

開展，第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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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機會傳福音

　傳福音是每一個信入主得救的人都該作的，也是都樂意作的。我們裏面所得神的生命，也就是

這樣的一個生命。我們越傳福音，就越叫這生命得釋放，我們也就在其中隨着長大。

　傳福音是主耶穌的命令：主耶穌自己就是一個傳福音的人，在祂死而復活以後，更如此囑咐門徒：

『祂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之物傳揚福音。』（可十六。）

　主耶穌說門徒要『往普天下去』，而且要向『一切受造之物』傳福音，所以基督徒必須主動出去，

而不是等人自己跑來聽福音；福音也不能只傳特定對象，而是好人壞人都傳，喜歡的討厭的都傳，

因為我們不知道誰纔是神所揀選的。

　不但如此，在馬太福音二八章 18 ～ 19 節，主還向門徒保證：『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都賜給

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將他們浸入父、子、聖靈的名裏』。

　在復活升天以後，主耶穌得到了至高的權柄。雖然撒但會攔阻人相信，但基督耶穌比他更大，

所以基督徒只管聽命出去，一點也不需要害怕。既然是這樣，基督徒就不能看自己的條件，而決

定自己傳不傳福音了。無論是大老闆或是小職員，家庭主婦，八十老翁或是怯生生的少年，通通

都得遵守主的話，把傳福音當成一回事。

　11/28 福音聚會即將到來，你我要追求生命的長大，生命得着釋放，就要抓住機會，到大街小巷，

到同事同學中間，勉強人來聽福音。願主激動我們的靈，與祂合作，傳報好信息。『主的靈在我

身上，因為祂膏了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去宣揚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復明，叫

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宣揚主悅納人的禧年。』（路四 18 ～ 19。）

　　    　　       －交通－

來自法國巴黎的交通

　我們所親愛的在台南市召會的弟兄姊妹們：

　願你們在主裏平安喜樂！

　謝謝你們所有為巴黎召會衆聖徒的代禱，愛

心的關切，甜美溫馨的問安！在世上我們有苦

難，但在祂裏面有平安！祂已經勝了世界！

　這次在巴黎的恐怖攻擊行動中，至今已有 132
人死亡，352 人受傷（其中有 90 人為重傷）。

雖然已經過了三天，所有巴黎市民已經恢復正

常生活，且大眾運輸系統亦恢復運作；但民眾

心中仍然恐懼不安。

　但巴黎召會全體聖徒都安全並在平安中往

前！甚至主日聚會人數與享受亦未受多少影響。

感謝主的恩典！只是我們深感『黑夜已深，白

晝將近』。我們所需要的就是有更多而又多的

禱告。我們也已開始加強並加增禱告，負擔如

后：

　一、諸天掌權！主耶穌基督在巴黎掌權！公

義掌權！管制並審判所有的不法。

　二、求主賜予法國的執政者有智慧，公義地

處理這可怕的局勢。

　三、願主安慰死傷者的家屬與好友，甚至平

靜法國同胞的心靈，輭化他們的心，甚至鄭重

尋求人生的意義！

　四、福音的白馬在法國更快速地奔跑－『惟

獨認識神的子民必剛强行事』。

　五、願主興起所有在法國眾召會衆聖徒，起

來儆醒禱告，穿上光明的兵器。並被主牧養的

靈所充滿，前去牧養新人，尋求者，久不聚會

者，… 引領他們歸回主自己！甚至回到神的

家－召會生活中，以加強主的見證，建造基督

的身體。

　主耶穌阿！願你在法國，甚至全歐洲主恢復

的見證得以更剛強的往前行！豫備新婦！迎你

歸回！

　祝 七靈加強！ 七燈焚燒！

　　　　 陳洵弟兄、陳王靜姊妹

 　　　　吳紀任弟兄、吳許瀞月姊妹   
於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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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背經模擬考蒙恩

傳福音得青職　求使果子長存

　這次的青職福音月，感謝主的祝福加給我們

青職的果子！

　記得在青職福音月一次大區集中禱告聚會交

通裏，弟兄姊妹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就是五

大區的召會生態年長的聖徒漸漸增多，但是青

年的弟兄姊妹卻沒有明顯增多。大家就為此有

迫切的代禱！這次得救的倪弟兄，是 501 小區

郭永益弟兄的同事，也是位警察。青職福音月

兩次的福音小排他都從忙碌的排班中被主分別

出來。倪弟兄第一次被邀來時，聖徒們彼此分

享得救見證，問到受浸時他覺得時間還沒有到。

因弟兄生活中 line 的關心，他敞開交通，感覺

自己心中好像有許多惡魔霸佔。後來我們就為

他能經歷主禱告，求主釋放他的心和時間。第

二次福音聚會，聖徒們輪流分享人生的奧祕，

雖然那天只來了二位福音朋友，在最後的受浸

禱告中，倪弟兄答應受浸進入神的國！讚美主！

我們還需持續為倪弟兄的工作禱告，求主讓他

能在不定班表的勤務中，仍能分別時間享受主。

（502 區　王林美善姊妹 ）

  　－青職福音－

－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見證的櫃(四)　

　保羅在羅馬三章二十五節所題起出埃及記二十五章裏的遮罪蓋，必須當作保羅完成職事中心

異象的一部分。保羅說到遮罪蓋、榮耀的口基口路口伯，以及基督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來二

17。）保羅說到基督是『希拉斯特利恩』，就是遮罪蓋，帶着祂榮耀的神性和救贖的人性。神在

遮罪蓋上面，並在祂榮耀的照耀之中，能彀與我們相會，並和我們說話；這便是我們聽見祂的聲

音，得知祂心頭願望的地方。無疑地，這就是保羅領受完成職事之啟示的地方。在我們的經歷中，

我們也必須天天在遮罪蓋前，並在祂的榮耀裏與神相會。

　遮罪蓋也與見證有關。神愈與我們相會，愈和我們說話，我們也就愈與神相會，並愈聽祂說話，

在我們的經歷中就愈有神的見證。見證之櫃的功用在於遮罪蓋；見證之櫃─約櫃─的益處全在於

遮罪蓋。因着約櫃上面的遮罪蓋，約櫃就成為我們的享受和神的見證。（摘自出埃及記生命讀經

第八十六篇）

　感謝主！藉着週週背三節，在不知不覺中我

們眾人又把腓立比書第二章背起來了。這樣的

背經，從起初的操

練已漸漸成為我們

生活的一部分。我

們週間來在一起聚

會，早到的聖徒不

再用閒聊來打發等

待的空檔時間，反而直接就開口『…所以在基

督裏，若有甚麼…』，主的話在我們眾人裏面

因此就擴長起來…，並且，每次若有新來的福

音朋友或久不聚會的聖徒，我們就故意給他們

『小抄』，請他們邊看邊糾正我們那裏背錯。

藉此，也將生命的話作到他們裏面。　　

　這次的模擬考續

集（part2）， 我 們

適巧又有兩個久不

聚會的和一個福音

朋友來。我們就把

考卷和小抄遞上，

讓他們『open book』照抄，和我們一起模擬考。

這樣的召會生活，從靈入門，從話入門，保守

我們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

（15 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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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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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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378 -569,708 554,398 0 0 439,068 
本月收入 1,633,449 413,700 125,100 166,250 466,805 2,805,304 
本月支出 1,597,862 701,492 79,200 166,250 466,805 3,011,609 
本月結存 489,965 -857,500 600,298 0 0 232,763 

2015 年 10 月份財務奉獻收支概況

1. 本月個人奉獻包計 125 包。      
2. 海外開展奉獻累計 3,130,370 元，目標達成率 112.99%。      
3. 本月經常費收入含大專弟兄姊妹之家維護費奉獻款 102,500 元。	 	 	 	 	

  　  －財務－

   －蒙恩見證－

　11 月 14～ 15 日共有 106 位齊聚綠島相調，

其中 63 位從台南報名、另有 43 位從高雄、屏

東、台中，一同報名相調，其中有二十多位是

聖徒未信主的家人同來，使我們領受負擔代禱，

盼能有更多機會認識、相調，進而使他們成為

神家裏的親人。

　14 日上午 6:00 從台南出發，11:30 在台東碼

頭集合搭船，等待過程中，還巧遇從台北來的

及美國的聽障福音朋友，看他們用手語相談甚

歡。感謝主！經過 3 級風浪的考驗（不算大），

遠遠看到一座綠意盎然的島嶼，就是了，下了

船，滿心感謝主－平安抵達。碼頭區旁有非常

壯觀的機車群。各人拎着行李，依從指示，就

騎着機車，將行李放至民宿，結伴搭半潛艇或

浮潛看海底風光，不論是珊瑚礁、熱帶魚，都

美不勝收，因沒有工業污染，週邊生態仍保存

得宜，叫人觀賞神所創造的，不禁讚嘆：『主阿！

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你何稀奇，

你何偉大！』下午 5:30 大家準時來到餐廳，一

同擘餅唱詩，『唱那一首天上的歌』，讓許多

弟兄姊妹靈中喜樂，由三地的弟兄們一同壓餅

分餅，格外珍惜主的身體為我們裂開，我們纔

能成為主身體上的肢體，宣告在主裏我們是一！

翌日，聖徒們依所住的地點，分三地團體晨興，

分享信息『永遠的生命』，許多聽人第一次和

聽障聖徒晨興交通，但眾人都有相同的經歷，

只要放膽分享，或用手語、或經由翻譯，在交

通中，我們就主觀經歷這神聖生命在神聖的性

情裏湧流；反之，當我們任憑天然生命活着，

就會成為神的『絕緣體』，但當我們在神聖性

情裏生活行動，就被帶進神金的行政管理下，

享受生命的流和生命的供應。早上的綿雨，讓

我們多一點時間相調，早餐的遲延，也讓我們

有多一點的認識交流，萬有都互相効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非常喜樂。

　早餐後，大家就結伴分頭探索綠島之美，梅

花鹿生態、朝日溫泉、人權文化園區、燈臺…，

約至中午雨過天晴，碧海藍天風光盡入眼底，

就連返程時，在船艙中，還發現海豚羣在眼前

飛躍入海，驚豔連連，想起一首兒詩：『萬物

怎能這樣好，只因神創造！』中午過後，大家

滿載而歸！感謝主！（手語服事者）

  聽障聖徒相調喜樂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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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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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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上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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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95~96 篇。
　（5）背經進度「腓立比書」，腓 3:1~3:3

腓			3:1	  還有，我的弟兄們，你們要在主裏喜樂。把同樣的話寫給你們，於我並不為難，於你們
               卻是妥當。   
Phil 3:1   Finally, my brothers, rejoice in the Lord. To write the same things to you, for me it is not
                irksome, but for you it is safe.            
腓   3:2   你們要提防犬類，提防作惡的，提防妄自行割的。
Phil 3:2   Beware of the dogs, beware of the evil workers, beware of the concision. 
腓    3:3  真受割禮的，乃是我們這憑神的靈事奉，在基督耶穌裏誇口，不信靠肉體的。
Phil 3:3	  For we are the circumcision, the ones who serve by the Spirit of God and boast in Christ Jesus
                and have no confidence in the fl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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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 主日 ) 口摩 3:1-15 口啟 12:1-4  口啟 12:1
11/23( 週一 ) 口摩 4:1-5:27 口啟 12:5-9  口啟 12:5
11/24( 週二 ) 口摩 6:1-7:17 口啟 12:10-18  口啟 12:11
11/25( 週三 ) 口摩 8:1-9:15 口啟 13:1-10  口啟 13:9
11/26( 週四 ) 口俄 1:1-21 口啟 13:11-18  口啟 13:18
11/27( 週五 ) 口拿 1:1-17 口啟 14:1-5  口啟 14:1
11/28( 週六 ) 口拿 2:1-4:11 口啟 14:6-12  口啟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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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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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 週一 )
 11/24( 週二 )
 11/25( 週三 )
 11/26( 週四 )
 11/27( 週五 )
 11/28( 週六 )

　全召會福音收割聚會
　　時間：11/28（六）19: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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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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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台南 全召會
福音

十三 十一 十二

南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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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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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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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車行程及發車時間：A 車（車長－
羅三榮弟兄 0909-363163 ）07:30 青年路會所；08:00 裕忠路會所；08:30 大橋三街口；09:00
新營交流道，B 車（車長－劉天貴弟兄 0933-334036 ）德光女中 07:30；上海商銀 08:00 ；麻
豆交流道 08:30。

  大區　五大區禱告聚會　11/24（二）20:00，地點：郭永益弟兄家。 
  長青聖徒事奉交通
　　時間：11/24（二）9:30，地點：裕忠路會所長老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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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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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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二月青少年接受負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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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蔓雯、陳以
新、黃恩昕、李佩諭、黃建富、曾子嘉、蔡仁皓、蔡弘恩。若有遺漏者，請來電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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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位（截至11 /15），加強得青職，現況87人，目標是1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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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區 日期 時間 地點 備註
青年照顧區 11/22（主日） 18:00 ～ 20:30 青年路會所 晚餐費用 100 元
永康照顧區 11/22（主日） 16:00 ～ 18:30 北門路會所 晚餐費用 100 元
裕忠照顧區 11/22（主日） 17:30 ～ 20:00 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備有愛筵（聖徒帶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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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召會腓立比書第二梯次背經會考
今日於各區主日會後進行腓立比書第二章會考，由應考聖徒交互批改評分，並於 12/4（週五）
 前回報執事室各區實際應考人數，得獎試卷需繳回執事室，以便核發獎勵書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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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報名加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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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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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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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唱詩人（七）錫安之歌，兒童教材詩歌集（九）榮美的神人耶穌，每片 200 元。
二、李常受文集 1977（共 165 篇），其中 59 篇未曾以單行本印行，乃為首次出版，特價 1400 元。
三、福音機全面升級（16G 進階版）特價 2250 元。
四、2016 年福音月曆，11 月底前特價 120 元，數量有限，欲購從速。 

各照顧區青職及青職服事者相調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