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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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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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入排，排排入人，聖別主日：邀約參加各大區年終愛筵聚會，請參閱報告事項。

　　　第八篇　召會地方的立場

前言
　在今天召會紊亂的時候，召會的立場可說是

認識召會的關鍵；我們要認識召會，必須認定

召會的立場。我們不僅需要認識召會的立場與

召會的根基之間的不同，並且要瞭解立場之於

地方召會，比地方召會的情形更為重要，因為

要斷定一個召會的準確性和真實性，不在於召

會好壞的情形，乃在於召會的立場。

　　　　　　 真理要點
　一、召會地方的立場，基本上乃是在眾地方

召會中所實行基督身體獨一的一。基督宇宙的

身體和眾地方召會，都是獨一無二的。身體是

宇宙的，這個宇宙的身體在一個城市只有一個

顯出；因此，一個城市只應當有一個召會。在

全宇宙中，只有一個基督獨一的身體，在每一

個地方只有一個獨一的地方召會；這個獨一的

一，是召會生活的基本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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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構成召會立場的第一個元素，是基督

宇宙身體獨一的一，稱為『那靈的一』。

　（二）召會立場的第二個元素，是地方召會

在其上建立並存在的地方獨一立場。

　（三）召會立場的第三個元素是合一之靈的

實際，就是那靈的實際；那靈是神聖三一活的

實際。

　三、召會的立場，一的真正的立場，與生命

有內在的關係。神永遠的生命是神命定給那些

在召會生活裏，在一裏同住之人的福。生命是

一的素質；離開了生命，就不能有一。在神經

綸中的一，聖經所完整啟示那偉大的一，只能

憑生命來保存。一的維持 , 惟一的路是藉着生

命，在生命裏，並用生命。

　四、在主的恢復裏，我們領頭站在召會獨一

的立場，就是一的真正立場上。林前一章二節

說到在哥林多的召會—這表明哥林多這個地

方，是為着召會的存在、出現和實行；這樣的

地方，成了眾地方召會個別的建造在其上的地

方立場；因此，在哥林多的召會，是建造在哥

林多城的立場上。早期召會生活的實行，乃是

一個城一個召會，一個城只有一個召會；沒有

一個城有一個以上的召會。我們應該領悟召會

在今天必須是一，並且必須建造在一的立場上。

負擔應用
　一、我們絕對該注意屬靈，注意生命的追求，

但永遠要把追求的腳，踏在召會的立場上。這

就是我們的保障，叫我們永遠不分裂。

　二、我們需要清楚，召會的立場不是決定於

任何說法或情形，乃是只在於合一的立場。合

一的立場就是一的立場。我們基督徒無論在那

裏，應該就是那個地方的召會，就是那個城市

的召會。

　三、藉着持守一纔是路，我們纔能享受神所

命定生命之福的結果—膏油和甘露。主似乎在

寶座上命令，福分只降在那些在一的立場上的

人身上。若是我們不在一裏，我們就缺少膏油

和甘露。這樣，主就很難賜下命定生命之福。

　四、除非主帶領我們真正的移民到別的城市，

我們只願意留在我們的地方召會中，而不憑自

己的口味或愛好有所移動。讓我們簡單的留在

主為我們安排的召會中。（杜佳聯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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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化臺灣，初期開展有功效
　在這個時代，人人都愛自己，都盼望能有美

好的前途。然而，有一件事叫我們覺得喜樂，

並對主滿了感謝，就是在這樣一種空氣下，已

經有一百三十位弟兄姊妹，為着主的權益，不

顧自己的前途，下鄉開展去了。第一批出去

的是一百位，加上最近補上的三十位，共是

一百三十位。

　我們一面看見，這些青年弟兄姊妹，他們向

着主的心和奉獻，乃是絕對的；他們甘心領受，

願意走這條窄路，為主作見證。另一面，從他

們的見證裏，我們看見他們的開展，乃是有功

效的。他們不是在那裏空口說白話，講些言不

及義的道。藉着他們一點簡單的見證，聖靈立

刻隨着他們的話，在人身上作工。聖靈這一動

工，人就改變了。同時，從這些開展見證者口

中，我們實在聽出他們裏頭真是有主；他們不

僅是出去傳福音救罪人，他們裏面實在滿了基

督。他們出去是把基督送給人，把基督分給人；

而這位基督乃是結果子的，是擴大的，也是繁

殖的，因此召會就產生了。

福音開展工作的內容
　我們經過四年多的研究，看見照着聖經的記

載，基督徒為主作工，可分為四大步。第一步，

傳福音；第二步，在人得救之後，要餧養人；

第三步，要把這些得着餧養的初信者帶在一起，

成立小排，讓他們在主裏面彼此有認識，有交

通。這樣的排可以從七、八個人作起，慢慢人

數會加多，就將他們分為兩排。第四步，是要

把他們帶到召會中，一同過召會生活；特別是

要到主日的大聚會，和眾聖徒一同有申言操練。

　總括的說，第一是傳福音帶人得救，第二是

餧養初信者，第三是將這些得着餧養的初信者

聯在一起，八、九個人成為一排，彼此照顧，

互相成全。第四，將他們帶到召會裏，最重要

的是讓他們在主日聚會中申言，以建造召會。

已過我們都重在訪問人，叩門，給人施浸，現

在我們要切記以上這些要點。

  基督徒的聚會乃是禱、唱、讀、講
　基督徒的聚會，不外乎禱、唱、讀、講，也

就是禱告、唱詩、讀經、講說這四大要素。除

此之外，還有一點的交通，一點的代禱，一點

的彼此照顧。你們到人家裏，一定要把人的靈

挑旺起來；為此，你們自己的靈要先興起來。

好比從前我們去訪問人，那時人還沒有受帶領，

對所謂操練靈、釋放靈等，全數不懂。其實，

釋放靈、操練靈、運用靈，都是我們自創的名

詞。甚至我們在中國大陸時，倪弟兄所注重，

並常說的一句話，就是『要運用你們的靈』。

那時，還沒有『操練靈』、『釋放靈』這些辭。

乃是我們到臺灣以後，這些辭句纔開始使用。

　從前我們去看望人時，只知道要穿戴整齊，

然後帶着一本聖經就出門了。叩門時，是規規

矩矩的叩；人出來應門時，我們也是規規矩矩

的。然而，這一規矩就呆板，一呆板就死沉。

等到我們坐下後，主人也跟着坐下，我們眾人

就只能彼此對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彼此

不知道要作甚麼，也不知道該說甚麼。想了半

天，就選一首詩歌唱，唱完了就禱告，可以說

全是形式的一套。這是人照着自己天然的觀念

聚會、敬拜、事奉，實在很難打動人的靈。

　等我們把聖經查讀後，情況就不一樣了。從

使徒行傳裏，我們看見聖徒們，都是自動的唱

詩、讚美、歡樂。在四章裏，彼得、約翰從監

裏被釋放出來後，他們到了弟兄們中間，立即

歡樂讚美，並高聲禱告。禱告完，聚會的地方

震動起來，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溢，放膽講說神

的話。他們為甚麼能放膽？因為在監獄裏時，

猶太議會就囑咐門徒，要記得出去時不要奉這

個名再講道。然而他們越叮嚀、囑咐，使徒們

就越發讚美；讚美完後，聖靈充溢他們，地大

震動，他們便更加放膽講論。到了五章，使徒

們又被捉拿，祭司長就題醒他們，不要奉這個

名再施教。彼得和眾使徒就回答說，『順從神，

不順從人，是應當的。』這給我們看見完全沒

有形式。（摘自擴建召會的三要事－生、養、教，

第二十一篇）

全台新人得一萬，吸足一口氣，拚出目標
　全台新人得一萬，台南至目前共得着 648 個果子，我們的目標是 700 人。目標就快達到，求主

賜給我們豐盛的恩典，福音的靈不鬆懈，福音的火繼續的焚燒。我們特別要加強得青職（目標是

120 人，目前是 91 人），只要每個大區忠信的再得着 2 個青職的果子，我們的目標就可達到了。

十二月除了邀約年終數算主恩愛筵，和明年 1 月 10 日的年初集調特會以外，各大區至少還得再

傳兩次為着青年人的福音聚會。讓我們吸足一口氣（被靈充滿），拚出目標。主必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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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的聚集，空前的祝福

　每年年初台南市召會都會有一次全召會集中主日聚會，為着讓所有聖徒知道已過一年的蒙恩，

以及未來一年召會的展望。因着主的祝福，召會人數逐年增加，但我們的大會所卻不彀容納全體

聖徒集中時的需求。因此，每次全召會集中，總有不少的聖徒無法在會場中一同分享神的恩典。

這總是讓我們感到十分難為。但若太久沒有全召會的集中聚會，對於召會也是一個缺欠。

　有鑑於此，明年年初的全召會集中聚會，我們將租用成功大學的禮堂作為聚會的場地。這個場

地平面空間至少可容納四千人，這讓我們覺得十分的振奮。因這是台南市召會多年來第一次租用

外面場地聚會。經過弟兄們多次的交通，大家就覺得主既然量給我們有這麼大的空間，我們就也

當擴大我們的度量。因此，我們希望明年年初的全召會集中，不要只是普通的主日集中聚會，而

該擴大參與的對象，將平日不常聚會的聖徒，以及福音朋友，和我們的親友，也一同邀請來赴主

的筵席。我們向主仰望，當給我們多大的度量，我們覺得這次年初的集調特會，含兒童應當以

三千人參加為目標。我們相信這不是一個不可達到的目標，這也不是一個難擔的擔子，只要全體

聖徒都動起來，一同去邀約我們所認識的聖徒、朋友、親人，主必藉着這次的集調，大大擴大我

們的度量。

　這次空前的『台南市召會 2016 年初集調特會』，時間是在 2016 年 1 月 10 日，上午 9:20 至中午

（9:00開始入場）；地點是在成功大學光復校區的中正堂體育館（大學路西段與勝利路的交叉口）。

為着這次空前的聚集，全體聖徒都當儆醒，多方禱告，並積極的擺上自己的一份功用。只要我們

同心合意，空前的祝福必會從主傾倒下來。召會印製精美的邀請卡，隨週訊發至各區，供聖徒們

使用。我們建議聖徒們可以在以下幾方面，積極的豫備：

　一、可以小區或小排為單位，安排當天中午一同用餐，下午有相調活動。藉此，凝聚聖徒的向

心力，和加強對不常聚會聖徒及親友邀約的吸引力。（註：大會沒有豫備午餐。）

　二、青年聖徒，可藉此機會，邀約家人或職場同事、朋友，一同參加，讓他們認識召會生活，

中午請他們喫飯。

　三、各小區、小排，積極列出不常聚會之聖徒的名單，逐一填寫邀請卡，務必將每一張邀請卡

親自送到這些聖徒的手上，並親自邀請他們。

　四、各小區、小排邀請願參加人數，要以平常主日聚會人數再加七成為目標。（服事團）

　讚美主！新營區自九月十二日開始，每週六

下午晚上各大區輪流來配搭福音行動，實在享

受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為着福音將身體獻上、齊

心努力的喜樂。每週六下午三點五十分集合，

一齊禱告、禱讀主話後，分到五大區去挨家挨

戶，走遍大街小巷，或到超商、公園、車站等

人多的地方，傳講人生的奧祕，帶人呼求主名、

禱告、尋訪平安之子；晚上福音聚會，各大區

配搭見證、傳講，共享福音的果效。

　開展以來，第一個受浸的詹弟兄，到會所前

面商店購物被邀進來的青職，很單純敞開，一

直經歷救恩的喜樂。目前每週都有家聚會，主

日也都會來参加。林姊妹是壯年班學員介紹的

親友，第一次來就受浸得救，使她不再沈悶憂

鬱而洋溢喜樂，對主很渴慕，主日聚會、小排

都會参加，也已有晨興，對主滿有主觀經歷。

王弟兄一家三口受浸，是開安親班姊妹因憐憫

這家處境，接受孩子在安親班照顧，並邀來福

音聚會，第二次來就一家三口都受浸，叫眾人

都喜樂歡騰。當有人去他家家聚會時，弟兄的

父母也都喜樂的呼求主，並願意信入主，目前

也持續餧養中。再一青職姊妹，叩訪時接受福

音，然後藉打電話聯絡關心、傳簡訊、邀來主

日，因工作的挫折而沮喪，當第二次來福音聚

會即受浸，受浸後學習禱告主，就有力量去面

對工作的困境。還有大部分受浸的聖徒目前仍

照顧餧養中。

　藉着福音行動，激起弟兄姊妹福音的靈，除

了每週六出去叩訪，也舉辦出外相調，邀約福

音朋友，如北台南青職福音相調，邀約到七位

福音朋友；兒童福音相調，也有七位大人的福

音朋友；公園兒童福音及田寮半日遊、接觸弟

兄姊妹的家人，將不易邀到福音聚會的，藉出

外把福音種子撒在他們裏面，相信主終必將他

們收積在倉裏，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何喜樂！台語詩歌排喫主喝主，享受無比！

新受浸家鳳姊妹很喜樂，很享受詩歌也見證她

的得救，改變她的生活。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全

召會福音收割聚會，十四大區也包了一部遊覽

車，加上其它小車，共邀了十三位福音朋友一

起享受了神的大愛，眾聖徒也滿得激勵。榮耀

歸主！（1401 區　王呂慈娓姊妹）

新營開展　得人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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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新人平安喜樂

受浸新人
101 潘世彬、林衍瀚、郭庭舜、陳政宇、劉仲祐、

陳慧敏 102 翁晟瑋、朱博揚 201 許庭維 202 吳

佳怡、劉子慈、李盈儀 204 任東輝、鄭鈞右、

林頂生 211 蕭承恩 301 張躍鐘 302 卓陸傑、陳

韻伶、蔡宜青、曾國哲 305 游振暉、劉韻伶 401
吳盈潔 402 謝岱蔆 411 譚家硯、秦宇祥、黃柏

欽 501 尤明珠、倪健彰 511 黃義軒 601 蕭翔元

602 符傳威 603 郭鼎皓、王鴻暉、李佳燕、王

逸翔、穆素蜜 605 林予喬 701 邱炯龍 704 黃俊

凱、高文建 705 楊澍 801 莊得諾、阮清泉、鮑

品勳 802 歐子瑜、廖李鳳英、李浩菁、詹佳揚

811 王世佐 902 楊順吉 903 劉志蓬、許賢宗 911
傅昱華 1001 吳許不、呂建君、利春燕、吳國榮

1002 顏廷宇、黃琬甯 1101 池松兒、王俊豪、

林其柏、許進吉、曾美錞、凃盛清 1102 李正國

1103 林水樹、胡娟娟、陳志銘 1204 莊凱程、劉

佩姍 1301 郭靖 1302 鄭李素鸞 1401 陳俊傑、羅

勤妹、蔡福川、王華茂、王琮弘、王鉦傑、吳

明耆、郭嘉修、林家鳳、吳鈺萍、林承皇、翡

氏紅容 1404 李秀英 1502 詹欣怡、陳郁茹 1601
劉絲瑜、林芳瑩、黃憶慧 1602 王慶安、簡健峰

（共計 95 人）
受浸心得

（鄭鈞右）有一種重生、不一樣的感覺。（游

振暉）很開心能與大家共享喜悅。（劉志蓬）
感覺重生了。（劉子慈）我很喜樂！（陳韻伶）
身心靈平安，生活具踏實感。（翡氏紅容）受

浸很快樂！（曾國哲）平安喜樂的感覺。（王

逸翔）能彀有個依靠。（凃盛清）希望爸媽也

得救。阿們！

大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總計
人數 67 40 73 39 11 55 46 20 51 109 36 20 13 45 9 14 648

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台南市召會受浸人數累計

　為了福音能遍傳台南市一百八十多萬的居民，

召會除了定期週週出訪、福音的行動，更安排

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晚上有全召會的福音收割聚

會。聖徒們勤奮地傳揚邀約，迫切地題名代禱，

馨香的禱告上達於天，當晚已座無虛席。首先

藉着詩歌『真愛』，將眾人帶進對主愛的享受

裏。接着由二對夫婦見證主的慈繩愛索，牽引

着他們信主並愛主。最後由林天德弟兄傳講這

宇宙中獨一感人的大愛，細數這位救主如何地

愛世人。祂富有慈心憐恤，醫病趕鬼，叫死人

復活，安慰罪人的憂傷…。這位無罪者因着愛

我們，竟願受父神最嚴厲的棄絕，受十架的苦

害；一個又一個愛的明證叫眾人深受感動。這

次共有（記名）151 位福音朋友參加，有 16 位

受浸。盼望藉着持續的牧養，將他們穩固在召

會生活裏，成為常存的果子；也願這福音的火

繼續焚燒我們，將福音傳遍居人之地，直到主

的再來。（1002 區　詹謝淑如姊妹）

　雖然因着邀約的老師家中臨時有事無法前來，

看到其他弟兄姊妹們約來的朋友，內心也是迫

切，很經歷身體的配搭。會中印象深刻的是其

中一對夫婦見證去海外唸博士班的經歷，一開

始他們靠着自己在環境中苦撐九年，但主沒有

忘記他們，他們回台灣後就歸回主的愛而得救。

還有林天德弟兄藉着聖經中主耶穌釘十字架赦

免強盜和寡婦死了兒子的故事，使人聽見也看

見神實在愛世人。會後遇到認識的青少年姊妹，

她的國小同學受浸，一同為她喜樂禱告！大家

陸續要回家時，有一位福音朋友還在猶豫，我

們就和她有些交談，然後一起向主禱告。回到

家後，一位九大區的姊妹打電話與我分享她晚

上約了一位福音朋友受浸了！而他在寫受浸資

料時，姊妹發現他的媽媽原來是我們兩年前去

她們家看望過的福音朋友，主的揀選真是奇妙，

竟然帶他的孩子在今晚得救了！讚美主的作

為！（502 區　王林美善姊妹）

宇宙中獨一感人的大愛

－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見證的櫃(六)
　我們必須享受基督作我們靈裏的約櫃，在經歷中，我們的靈就是至聖所。每當我們來到基督面

前，來到至聖所裏的約櫃面前，我們眼前有兩樣東西：救贖的血和榮耀的口基口路口伯。因我們有血

作根基和立場，我們就在榮耀裏與神相會。我們由經歷中曉得，每當我們認識血和榮耀的價值而

來到基督面前時，我們就感覺神的同在；即使我們在主面前沒有許多話語，祂也會注入到我們裏

面。（摘自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八十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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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結晶讀經訓練
　壹 訓練班別：
  　一、假日班（六～主日）：收視 DVD 錄影、信息傳輸、禱研背講。
                   時間：1/16 ～ 17，第 1 ～ 6 篇；1/23 ～ 24，第 7 ～ 12 篇，14:55~20:30。
                   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二、日間班（一～六）：收視 DVD 完整錄影信息、禱研背講。
                  時間：1/11 ～ 16，第 1 ～ 6 篇；1/18 ～ 23，第 7 ～ 12 篇。 
                  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三、夜間班：1/11（一） ～ 26（二），收視 DVD 完整錄影信息，日期及時段參照下表：

大區 地點 時間 總管 日期
一 青年路會所 20:00~21:30 李永茂、王瓊賢 1/11~15,1/18~22,1/25~26

二 北門路會所
16:00~20:45
19:30~21:30 白家禎 1/10 兩篇

1/11~15,1/18~22

三、四、七、九 裕忠路會所 19:30~21:30 徐弘昌
1/11~15,1/18~22

（1/16,23 參加日間班）
八 仁安路會所 19:30~21:30 鄧耀中 1/11~15,1/18~22,1/25~26
十 崑山會所 19:30~21:30 廖顯宗 1/11~15,1/18~22,1/25~26

十二 佳里區會所 19:30~21:30 繆興亞 1/11~16，1/18~23
十四 新營區會所 19:30~21:10 翁榮聰、賴信翰 1/11~16，1/18~23
十六 鹽行會所 19:30~21:30 鄭博字 1/11~15,1/18~22,1/25~26

貳　報名截止：12/13（主日），並將 excel 格式報名表電子檔寄至召會電子信箱。
參　奉獻款項：凡報名者應為訓練擺上個人奉獻新臺幣 600 元，即日起請投入奉獻箱內，並註
                             明為『結晶讀經訓練』用。
肆　訓練教材：請向各小區書報服事者繳費訂購。（請按教材訂購單登記繳回書報室）
伍　其他事項：假日班如需訂購便當（每份 60 元），由各大區自行收款，將各餐數量、費用
                             繳交總管代訂，現場無法臨時訂購。
柒　訓練總管：蔡雨蒼弟兄 0911-637-069，黃博文弟兄 0933-348-221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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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12/27 主日 09:30 仁安路會所
二 12/27 主日 09:30 光武里活動中心 九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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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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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召會成全訓練暨專項成全
　一、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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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豫讀出埃及記二三 20~ 二五 9 及生命讀經第 73 ～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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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景豐弟兄 0972-110-102、史欽堯弟兄 0978-02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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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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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組；交管：一大區；兒童：七、八大區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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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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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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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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99~100篇。

　（5）背經進度「腓立比書」，腓 3:7~3:9
腓   3:7    只是從前我以為對我是贏得的，這些，我因基督都已經看作虧損。

Phil 3:7   But what things were gains to me, these I have counted as loss on account of Christ. 
腓   3: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看作虧損，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因祂已經虧損萬事，

               看作糞土，為要贏得基督，

Phil 3:8   But moreover I also count all things to be loss on account of the excellency of the knowledge of 
                Christ Jesus my Lord, on account of whom I have suffered the loss of all things and count them
                as refuse that I may gain Christ 
腓   3:9   並且給人看出我是在祂裏面，不是有自己那本於律法的義，乃是有那藉着信基督而有的

               義，就是那基於信、本於神的義，

Phil 3:9   And be found in Him, not having my own righteousness which is out of the law, but that which
                is through faith in Christ, the righteousness which is out of God and based on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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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 主日 ) 口哈 2:1-20 口啟 18:9-19:4  口啟 19:1
12/07( 週一 ) 口哈 3:1-19 口啟 19:5-10  口啟 19:8
12/08( 週二 ) 口番 1:1-18 口啟 19:11-16  口啟 19:14
12/09( 週三 ) 口番 2:1-15 口啟 19:17-21  口啟 19:17
12/10( 週四 ) 口番 3:1-20 口啟 20:1-6  口啟 20:6
12/11( 週五 ) 口該 1:1-15 口啟 20:7-10  口啟 20:10
12/12( 週六 ) 口該 2:1-23 口啟 20:11-15  口啟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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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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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 週一 )
 12/08( 週二 )
 12/09( 週三 )
 12/10( 週四 )
 12/11( 週五 )
 12/12( 週六 )

  －報告事項－

新營區開展
 各大區配搭開展時段　

開展時段：12/12（永康照顧區，十一大區）；12/19（裕忠照顧區，十二大區）15:50~18:30 叩

訪，18:30~20:00 福音聚會。地點：新營區會所（新營區東興路 187 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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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5-812-988）。

全召會台語福音聚會
時間：12/26（六）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此次有嘉義市召會台語排聖徒同來相調。

今年的台語福音聚會目標盼能有 300 位聖徒參加，30 位福音朋友得救。

區 日期／時間 地點
一 12/8（二）20:00 青年路會所一樓

二 12/15（二）20:00 北門路會所

四 12/8（二）20:00 裕忠路會所 A102 室

大區 -集中禱告聚會
區 日期／時間 地點
六 12/8（二）20:00 中正南路會所

十四 12/8（二）20:00 鹽水區會所
十五 12/8（二）20:00 新興路會所

　 2016 年初全召會集調特會
　時間：1/10（主日）9:20（9:00 入場），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中正堂。此次目標能有 3000
　人與會，敬請聖徒廣邀親朋好友，久不聚會，新人及福音朋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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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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恐攻事件及歐洲難民潮，求主

　　繼續不斷在百姓的心和靈裏作工，使他們向福音敞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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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終愛筵：各大區聖徒邀約新人，久未聚會聖徒及福音朋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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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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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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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曼雯、陳以新、黃恩昕、
               李佩諭、黃建富、曾子嘉、蔡仁皓、蔡弘恩、賴一方、陳宗禧、陳彥含。若有遺漏者，
               請來電告知執事室。
   兒童：兒童福音月－為兒童打開的家能持續開家；第一次來的福音兒童及家長，能繼續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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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位（截至11 /29），加強得青職，現況91 人，目標是120人。

親子健康生活園
時間：2/27（六）9:00 ~ 2/28（主日）14: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不住宿） ，參加對象：中
班至國小六年級兒童及家長、服事者。報名截止日：1/3（主日）。費用：每人 350 元。報名
窗口： 黃雅欣姊妹（0933-071-217，shinerdaisy@gmail.com）。請廣邀兒童排裏的兒童及家長
參加。報名詳情請見通啟。

青少年寒假特會
日期：1/22 日（五）～ 1/24（主日），地點：南投縣水頭山莊（埔里鎮水頭里中正路 71 號）。
參加對象：國高中生、家長、服事者、中學教職員、關心青少年工作之聖徒。費用：1500 元（逾
期加收 100 元）。報名方式：請於 01/03 前報名，費用繳給徐李翠瑩姊妹。

大專
集中主日 時間：12/13（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備有愛筵。
寒假一週成全 時間：2016/01/18~23，地點：裕忠路會所，費用：每人 1000 元，請向鍾亞倫 
                           弟兄報名。（0989-025-820，aaronpeace31@gmai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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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火車者，
  可轉搭捷運至信義國小站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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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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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梯次第四次發書 : 神救恩的變化與模成；晨興聖言（召會作神的殿－神永遠經綸  
         的目標），已發至各小區。
 五、請各區聖徒向書報服事者確實登記冬季結晶讀經訓練教材，以免缺書，影響訓練及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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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報名資訊，

請掃 QR-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