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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秋季長老訓練『回歸召會的正統』信息要點

第五篇　在推雅推喇的召會

前言
　神的經綸是藉由個人的基督（耶穌），擴大並

產生團體的基督（召會），而終極完成於新耶路

撒冷這個神人的宇宙大合併。在這過程之中，撒

但極盡所能不斷的攻擊和破壞，從初期的召會，

撒但的教訓和作法，逐漸滲入召會中，並且加多、

加深；至終在第六世紀後期，因着普世教皇的建

立，形成一個完全墮落的背道召會。就表號說，

在推雅推喇的召會，豫表羅馬天主教，我們唾棄

並反對這個邪惡的系統和他們一切的教訓和實

行。對主當前的說話，願我們都有耳可聽，不是

客觀的接受，而要把這話看作給我們的，並作相

反的見證人，為着主的恢復爭戰。

真理要點與經歷應用

　一、容讓那自稱是女申言者的婦人耶洗別

（啟二 20）。以色列王亞哈的異教妻子耶洗別

將許多異教的作法帶進神的選民中，這與馬太

十三 33（一個婦人把麵酵藏在三斗麵裏）和啟示

錄十七 1~6（將可憎之物與神聖事物混雜的大妓

女）所說的乃是同一個女人。羅馬天主教擅裝由

神授權為神說話，用異教和宗教教訓麻醉神的兒

女，使他們喫祭偶像之物，而犯了屬靈的淫亂。

我們要常常儆醒並悔改，是否自己有了攙雜？除

主之外，別有所愛？是否對真理打折扣，有妥

協？是否不知不覺落入撒但詭計而輭弱無力，臥

病在床了。

　二、背道的召會教導撒但深奧之事（啟二

24）。召會的墮落是慢慢累積下來，從尼哥拉黨

的教訓，撒但的會堂，撒但的居所，撒但的座位，

巴蘭的教訓，最後集大成就是撒但深奧之事，使

召會不僅墮落，更成為背道的召會。這些奧祕的

哲學，披着美麗的外衣和動人的辭藻，但內裏滿

了貪慾、野心、污穢、罪惡。我們要謹慎小心，

徹底認識這背道的召會，要宣告聖經是我們獨一

無二的標準，願神這永遠經綸異象，定住我心中

每個方向（補充本詩歌第 427 首）。

　三、那眼目如火焰，腳像光明之銅的神之

子這樣說（啟二 18）。背道的羅馬天主教，不

僅有許多撒但的儀式和作法，更否認了耶穌為神

之子的人位，強調基督是馬利亞的兒子。但約一

18 和二十 31 明確的說出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

子，並將父表明出來。願我們接受祂眼目的搜察

和踐踏的腳來審判，對這神之子不是當作知識道

理接受，而是主觀來經歷，成為祂活的見證。

　四、主對得勝者的應許（啟二26~28）。1. 主

應許在千年國裏與基督一同轄管列國，乃是給得

勝者的賞賜，轄管直譯為牧養。我們若像推雅推

喇其餘的人那樣，不持有那教訓，不明白深奧的

事，不落入列國的風俗裏，並彼此牧養，今日就

能豫嘗這應許。2. 在這世代即將結束最黑暗的時

期，主賜晨星是何等的安慰和鼓勵。近百年來，

在中國的宣教士們，必定看見這晨星，而能毫無

懼怕的為主殉道。彼後一 19 告訴我們，申言者

更確定的話，如同照在暗處的燈，也是晨星在我

們心裏出現。我們要切慕主活的話，並被這話充

滿，而能活出這話，成為得勝者。（馮永祥弟兄） 

全召會福音聚會 　11/26（六）在各照顧區舉行，目標：福音朋友 200位，40人受浸，請代禱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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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有效能（三）

　　  　　 －生命讀經－

拾貳　要追求愛

　林前十三章說到愛，然後十四章一開始就說

到，我們在羨慕屬靈的恩賜時，要追求愛。（1。）

我們羨慕恩賜，同時也必須追求愛。否則，恩賜

會使我們自高自大。

拾參　與那清心尋求主的人一同追求愛

　我們要勝過召會的墮落，就必須與那清心尋求

主的人一同追求愛。（提後二 22。）我們必須與

一班尋求主的人一同追求愛。這就是活力排。

拾肆　我們屬於基督的表記

　彼此相愛是我們屬於基督的表記。（約十三

34 ～ 35。）我們不需要一塊外在的牌子，表明

我們是屬於基督的。在主恢復裏的眾聖徒，若都

彼此相愛，全世界就會說，這些人是屬於基督的。

拾伍　神的愛使我們得勝有餘

　神的愛使我們勝過一切的境遇而有餘。（羅八

35 ～ 39。）我們若要得勝有餘，就需要基督的

愛和神的愛。

拾陸　愛是極超越的路

　林前十二章的末了啟示，愛是極超越的路。

（31 下。）一個人如何作長老？愛是極超越的路。

一個人如何作同工？愛是極超越的路。我們如何

牧養人？愛是極超越的路。愛是我們申言並教導

人極超越的路。為着我們的所是和所作，愛乃是

極超越的路。

　愛是有效能的。我們應當愛每一個人，甚至愛

我們的仇敵。如果同工和長老不愛那些不好的

人，最終長老和同工就會無事可作。我們必須藉

着一無分別的愛惡人也愛好人而得以完全，像我

們的父是完全的一樣。（太五 48。）我們必須像

我們的父一樣完全，因為我們是祂的眾子，是祂

的種類。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如何作長老和同

工？乃是在每一方面都憑着愛。我們必須愛任何

一種人。主耶穌說，祂來是作醫生，不是為着強

健的人，乃是為着有病的人。主說，『強健的人

用不着醫生，有病的人纔用得着。』（九 12。）

　召會既不是逮捕人的警察局，也不是審判人的

法庭，乃是養育信徒的家。作父母的都知道，他

們的孩子越壞，就越需要父母的養育。如果我們

的孩子是天使，就不需要我們作父母養育他們。

召會是愛的家，為着養育兒女。召會也是醫院，

為着醫治並恢復有病的人。最後，召會也是學校，

為着教導並造就尚未學習的人，就是那些沒有多

少認識的人。召會既是家、醫院和學校，同工和

長老就應當與主是一，在愛裏養育、醫治、恢復

並教導人。

　然而，有些召會是逮捕罪人的警察局，也是審

判這些人的法院。保羅的態度不是這樣。他說，

『有誰輭弱，我不輭弱？』（林後十一 29 上。）

當經學家和法利賽人帶着一個行淫的婦人到主那

裏時，祂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

誰就先拿石頭打她。』（約八 7。）當眾人都離

開後，主問那犯罪的婦人，說，『婦人，那些人

在那裏？沒有人定你的罪麼？』她說，『主阿，

沒有。』然後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10～

11。）誰是沒有罪的？誰是完全的？保羅說，『向

輭弱的人，我就成為輭弱的，為要得輭弱的人。』

（林前九 22。）這就是愛。我們不該以為別人是

輭弱的，我們不是輭弱的。這不是愛。愛遮蓋人

並建造人，所以為着建造基督的身體，在我們的

所是所作上，愛乃是極超越的路。（摘自活力排

第八篇）

 利未記生命讀經導讀 (七 )平安祭－
基督作神與神子民之間的平安，叫他們在交通中同有享受

本週進度：利未記生命讀經第十六至十八篇，利未記第三章。

經文事實
　本週我們來到利未記第三章，論到平安祭。首先，我們先來看平安祭牲。就如燔祭有不同的大小，

平安祭也有不同的種類。平安祭的種類有公牛或母牛（1），或是綿羊（6~7）或山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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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祭有不同的種類，這事實不在基督，乃在獻祭者對基督的享受有不同的光景。按照馬太二十五

章，綿羊是好的，山羊是不好的。那麼，我們怎麼會有時享受基督如同綿羊，有時享受基督如同山羊？

假定一位弟兄剛與妻子吵架後想要享受基督，這時他對基督的享受就很貧窮；他所享受的基督，不

會如同綿羊，乃會如同山羊。這指明在我們的感覺裏，基督可能按照我們的情形而有所不同。並且，

平安祭牲必需是沒有殘疾的，這表徵沒有罪和過犯。基督作我們的平安祭，乃是完全的，沒有瑕庛。

　接着，我們來看如何獻上平安祭。獻平安祭的人要按手在供物頭上。（2，8，13。）這表徵獻

祭者與供物的聯結。然後，把平安祭牲要宰於會幕門口。這表徵基督是在地上，並在神前被殺。基

督若只在天上，祂就與我們無分無關。今天我們就在地上，在我們所在之處享受基督。

　此外，平安祭牲的血要潑在壇的周圍。 這指明血是為着使獻祭者的良心得平安。並把所有蓋臟

的脂油，兩個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與肝上的附屬物，和整條肥尾巴，都燒在祭壇上，作怡爽的香氣。

（3~5，9~11，14~16。）這表徵神應當是最先享受者，享受祭物第一的、上好的部分。

　最後，不僅只有神可以享受平安祭牲，祭牲的胸和右腿要歸給祭司。（利七 30~34。）這表徵所

有作祭司事奉神的信徒，都可以與神一同享受基督，並得以享受基督作愛的能力和站住的力量。但

是，祭司不可喫祭牲的脂油和血。脂油不可喫，這表徵基督上好的部分乃是為着神的滿足。血不可喫，

表徵基督為着救贖我們所流的血，完全滿足神公義、聖別、榮耀的要求。因此，在宇宙中惟有耶穌

的血是信徒可喫的。喫任何別的血，都是把基督的血當作俗物。 (摘自利未記生命讀經第十七篇。)

　　  　　 －生命讀經－

享受隱藏的嗎哪並流露基督

　啟示錄二章十七節乃是主對別迦摩的召會得勝者的獎賞，說：『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

給他，並賜他一塊白石，上面寫着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認識。』

　主在這裏賜給得勝者『隱藏的嗎哪』，指明我們在喫基督的事上需要往前，喫這隱藏的嗎哪。這

個字『隱藏的』說出我們在享受主的事上是深的、內在的、隱祕的、隱藏的，並且是非常的親密且

個人的。要勝過召會的世俗，就需要在我們的靈裏、在至聖所裏與祂有非常親密、個人與主的交通。

我們需要得着祂隱藏的供應，來變化我們內在的所是，成爲一塊蒙稱許的白石，爲着神的建造。這

塊白石指明，我們藉着喫那隱藏的嗎哪，不僅使我們棄絕外面的世界、世俗，更被煉淨脫離一切的

攙雜，並且從一切人事物中分別出來，進到主面前，並留在與主親密的交通裏。有這樣與祂深而親

密的關係，我們就在那裏，得着特別的一分基督。並且，這嗎哪不只被我們所喫，被我們消化、吸

收，祂還要成爲我們、構成我們、煉淨並頂替我們，成爲我們內在的構成，使我們適合建造神的殿，

並合併到作神終極帳幕的新耶路撒冷這宇宙的合併裏。

　祂所賜給的這一塊白石，上面寫着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認識。這新名就是我們主觀

經歷的基督，我們屬靈的自傳，我們在神面前個人的歷史。在這屬靈的歷史裏，見證在這由祂所命

定的路上，神是如何帶領我們，祂如何變化我們，並把我們建造到新耶路撒冷裏。這就是這名的故事，

是寫在這白石上的故事。它說出神如何把我們這亞當墮落的後裔，帶到成爲一塊爲着神建造的白石，

這是何等美妙的故事。

　為着能被變化成為一塊建造的白石，並有新名寫在它上面，我們樂意答應祂的呼召，在召會生活

中享受這隱藏的嗎哪。十一月二十六日全召會在各照顧區同時舉辦福音聚會，願我們都跟上召會的

水流，抓住機會跟上召會的帶領，並將主對我們所說的話應用在生活中。天天操練在主面前有更深、

更隱密的交通，讓主煉淨我們身上的世俗、攙雜和世界。在身體的配搭中，週週出訪，盡肢體生機

的功用，流露基督。屆時，每位聖徒都帶一位福音朋友來參加福音聚會，並結常存的果子。（福音組）

　　   －福音聚會負擔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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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奴得釋放

　　   　－小排福饗宴－

詩歌 244首　「釋放釋放，榮耀釋放」

　　　　　一　我因歸耶穌，全人得着釋放；耶穌我救主，今在我心作王；

　　　　　　　聖靈充滿我，使我終日歡唱；主耶穌已把我釋放！ 
  　　　　（副）  釋放！釋放！榮耀釋放！我不再被罪惡捆綁；

　　　　　　　　寶血洗淨我，全人明亮、清爽；主耶穌已把我釋放！ 
　　　　　二　罪惡失權勢，情慾不能羈絆，今生的憂慮也難再將我纏，

　　　　　　　屬地的捆索也都已被斬斷；主耶穌已把我釋放！ 
　　　　　三　救主已為我衝破世界重圍，霸佔的魔鬼祂也替我擊退；

　　　　　　　恩光今照我，榮耀何其煌輝！主耶穌已把我釋放！

聖經經節
　　路一 78~79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

　　　　　　　   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約八 12           於是耶穌又對眾人講論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絕不在黑暗裏行，必要得

                                着生命的光。

信息選讀
　活在安全無虞、免於恐懼、不受侵擾的和平世界，是許多人心中的嚮往。柏拉圖曾著書，冀望建

立一個正義、理性並和諧的理想國，中國的陶淵明也曾作詩期盼在人間找到一個無爭無擾的世外桃

源。遺憾的是，今日翻開報紙，令人驚悚的事件時有所聞。在捷運車廂內，有人出其不意的拔刀揮

砍素未謀面的人。在公園，愜意帶着兒女出遊，卻遭到莫名人士的殺害。校園裏，有人拔槍掃射無

辜的學童。生活中，有毒物質攙混在日常的食物及生活用品裏。甚至坐在家中，

也會接到詐騙集團的電話。

　或許你覺得這些罪惡的事與你無關。但請想想自己，被人得罪時，是否心生怨恨，甚至咒詛對方。

再看看周圍環境：家庭中，孩子頂撞父母；父母溺愛兒女。兄弟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夫妻為着小事，

就要離婚。職場中，為了錢，不惜出賣自己的人格，做了許多無法攤在人面前的事，以假亂真。四

圍充斥着抱怨、貪婪、淫亂。罪的氣氛就彌漫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所處的世界，道德良心每況愈下，

根本不是理想國，也非桃花源。

壹　誰是沒有罪的

　聖經記載了一個故事。有一批自視甚高，又自以為義的經學家和宗教人士帶着一個行淫時被拿的

婦人來，問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在行淫時被抓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

人用石頭打死，這樣，你怎麼說？ 』（ 約八 4 ～ 5。 ）很奇妙！主耶穌卻回答他們說：『你們中間

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先拿石頭打她。』 （ 7。）於是就彎下腰來，在地上寫字。這些人一聽見這話，

就從老的開始，一個一個的出去了。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婦人仍然站在當中。這事例給我們看

見一個事實：沒有一個人是沒有罪的。這些在當時被社會視為道德高尚的宗教人士，都禁不起主耶

穌的這一問。所以當你看見別人犯罪，要咒駡別人時，請先想想自己 —『難道我沒有罪嗎？』

貳　誰能定罪、 審判並赦罪

　那些自義的宗教人士都離開後，只剩下那個犯罪的女人和主耶穌還留在那裏。太奇妙了！只有主

耶穌是沒有罪的，而那個有罪的女人還在等候着審判。在這嚴肅的情景和氣氛中，主耶穌直起腰來

問她說 :『婦人，那些人在那裏？沒有人定你的罪嗎？』 那女人回答說『主阿，沒有。』然後，出乎

她意料之外，主耶穌竟然對她說 :『我也不定你的罪。』那些人沒有一個人定那女人的罪，是因為他

們有罪。而耶穌是沒有罪的，也能定那女人的罪，但祂也不定她的罪！這叫那個犯罪而恐懼等候審

判的女人，得到何等的安慰和釋放！親愛的朋友，你感覺自己有罪麼？你為自己的罪難過憂愁麼？

你的良心常常定罪自己麼？請聽主耶穌的話說，『 我也不定你的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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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申言者的話　儆醒活在主面前    

　　   －全台姊妹集調－

　留意申言者的話，就是注意活的話。這不是僅

僅讀主的話，乃是進入這話，直到基督這晨星在

我們裏面升起。一位九十歲的弟兄，見證他晨興

聖言至少讀八遍。他不是以自己讀一遍有客觀的

認識就以為已經得着或完全，乃是竭力追求，要

讀出主要對他說甚麼，對他的事奉有甚麼影響。

　所以我們必須來到確定的話跟前，以謙卑倒空

的靈向這話敞開。不僅看見七個召會不同的消極

光景，更是看見向這七個召會說話的基督，是何

等的一位基督並祂向我們所說的話。（802 區　

許素禎姊妹）

　啟三 15 ～ 17『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也

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你既如溫水，也不

熱也不冷，我就要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因為你

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

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

當我們覺得受祝福、有恩典，自認我有、我能的

同時，可能就開始墮落了。光榮的歷史和曾經有

過一次的富足，帶進了屬靈的驕傲；昨天的故事

今天雖還記得，但已往的生命失去了。

　主阿！保守我們，謙卑俯伏，對你有長久的渴

慕。不是昨天有，今天就會有。要重新看見，所

有的都是從主領受的！時時檢視自己在主面前

的光景，儆醒持守，不自誇、不覺自己富足，

一直活在主面前，作神諸般恩典的好管家。                                                      
（404 區　李景麗姊妹）

　感謝主，這次姊妹集調太享受了，藉着歷代一

點一點的恢復，現今我們在主恢復裏，能看清七

個召會的真相。如推雅推喇，她的行為（外表）

愛、信、服事、忍耐很吸引人，但裏面卻非常可

憎，滿了拜偶像和淫亂，如最近聖母升天論之謬

誤，馬利亞是說，『我魂尊主為大，我靈曾以神

我的救主為樂。』（路一 46）。

　撒狄，按名是活的，其實是死的，沒有一樣是

完成的，如路德馬丁，恢復因信稱義，卻妥協於

德國，產生了德國的國教。她是死的且沒有完成，

求主使我們在新路實行的生養上，是活的且堅定

持續的。最後，摸着要成為非拉鐵非的召會，實

行弟兄相愛；且不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乃是向

着標竿，竭力追求，達到高峰的終極完成，新耶

路撒冷。

　這次姊妹集調，講到恢復正統的非拉鐵非召會

與再次墮落的老底嘉召會僅一線之隔，深感需以

此為戒。（305 區　翁張蘊慈姊妹）

叁　從罪的奴役中得釋放

　主耶穌不但不定這女人的罪，並且對她說『去罷，從今以後不要再犯罪了。』（ 11 下。 ）這意思

是說，主不僅能赦免她的罪，還能拯救她使她不再犯罪。 然而，主耶穌要如何把人從罪裏拯救出來

呢？主耶穌接着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絕不在黑暗裏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有

在罪惡裏的人，都是在黑暗裏。但主耶穌就是這『 世界的光』、『 生命的光』，這光乃是主作生命

進到我們裏面，從裏面照亮我們。這個生命的光在人裏面一照亮，黑暗和罪惡就從人裏面出來。所

以，主耶穌拯救我們，不是藉着外面任何的規條或教訓，乃是藉着祂自己進到我們裏面作生命的光。

這光要拯救我們脫離黑暗，過光明的生活，不再作罪的奴僕，受罪的轄制。

肆　得着救恩的路

　人的立志和定意至終都歸於無用。惟有神來作人的生命，帶來生命之光和一切的供應，纔是人脫

罪的能力，正如風扇所以能轉動，乃是因為打開了開關，接通了電流。 我們所需要的，乃是簡單的

接觸這位神，讓祂進到我們裏面，成為我們的生命和一切，我們就有能力從罪惡中出來。所以，得

着救恩之路，就是來接觸神，向神悔改，相信並接受祂。只要在這位是光的主面前，承認我們的罪，

敞開我們的心，從心裏接受祂作救主，祂這生命之光就要來照亮，驅除我們裏面的黑暗，拯救我們

脫離罪的權能。因為祂已經在十字架上，流血救贖了我們的罪，使我們的罪得赦免，並且祂還要進

到我們裏面作我們的生命和生命的光，在凡事上照耀並引導我們，使我們不在黑暗裏受罪的奴役，

而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摘自職事文摘第一卷第三期）

　　   　－小排福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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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晨興聖言「長老訓練－回歸召會的正統 」第 6 週。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11/20 主日「真理課程」二級卷四第 48 課上半「在三一神的交通裏經歷並享受那靈為神聖

            三一的完成（九）」

　　4. 書報追求 「職事文摘」第一卷第二期第 38 ～ 55 頁，「利未記生命讀經」第 16 ～ 18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1:16 ～ 18
弗 1:16  　 也就為你們不住的感謝，在我的禱告中常題到你們；    

弗 1:17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賜給你們智慧和啟示的靈，使你們充分的認

                  識祂；  

弗 1:18      光照你們的心眼，使你們知道祂的呼召有何等盼望；祂在聖徒中之基業的榮耀，

                  有何等豐富； 

Eph 1:16     Do not cease giving thanks for you, making mention of you in my prayers, 
Eph 1:17     That the God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e Father of glory, may give to you a spirit 
                   of wisdom and revelation in the full knowledge of Him, 
Eph 1:18    The eyes of your heart having been enlightened, that you may know what is the hope of
                   His calling, and what are the riches of the glory of His inheritance in the s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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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讀經新舊約一遍） 禱讀經節

11/20( 主日 ) 口代上 15:1-16:43 口羅 1:26-2:10  口羅 2:6-7
11/21( 週一 ) 口代上 17:1-27 口羅 2:11-29  口羅 2:29
11/22( 週二 ) 口代上 18:1-19:19 口羅 3:1-20  口羅 3:20
11/23( 週三 ) 口代上 20:1-21:30 口羅 3:21-31  口羅 3:25
11/24( 週四 ) 口代上 22:1-23:32 口羅 4:1-12  口羅 4:3
11/25( 週五 ) 口代上 24:1-25:31 口羅  4:13-25  口羅 4:20-21
11/26( 週六 ) 口代上 26:1-32 口羅 5:1-11  口羅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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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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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 週一 )
11/22( 週二 )
11/23( 週三 )
11/24( 週四 )
11/25( 週五 )
11/26( 週六 )

長青聖徒相調
時間：11/30（三），發車時間地點：7:00 青年路會所，7:15 永康上海銀行，7:30 裕忠路會所，

前往高雄中央公園（發福音單張），9:50 新盛會所。聯絡人：劉天貴弟兄（0933-334-036）

安息聚會　（404區）吳柏青弟兄　時間：11/26（六）10:00，地點：台南市立殯儀館民德廳。

書報 
　一、2017 年福音月曆：預訂購者，11/30 前優惠價 120 元。

　二、新約聖經恢復本含註解橫排（繁體及簡體）、直排（繁體）32 開普及版三款，每款訂購達

　　　24 本者，每本優惠價 500 元。優惠期限至 12/31，聖徒可彼此邀約合購。

  －報告事項－

  11/26 全召會福音聚會

照顧區 大區 時間 地點 照顧區 大區 時間 地點

北台南

十一 19:30 新市區會所
青年 一、五、八、十五 19:30 青年路會所二樓 十二 19:30 佳里區會所
永康 二、六、十、十六 19:30 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十三 19:30 下營區會所
裕忠 三、四、七、九 19:30 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十四 18:00（愛筵） 新營區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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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周永分弟兄夫婦－巴黎召會約30個青職家庭得復興，被成全成為柱子。

   德國：1.新受浸的新人在年底前被堅固於召會生活中；2.在法蘭克福及柏林受訓練的繙譯人員，

                   能進一步在基督身體裏盡功用同配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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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建立定時禱告生活。

　初信成全：參加初信成全聖徒及福音朋友，能持續過召會生活並有分主日聚會。    
　福音出訪：列名代禱，週週出外接觸人，每月小排福饗宴，福音相調。

    福音聚會：11/26各照顧區（大區）福音聚會，福音朋友200位，目標40人得救。

    開家牧養：實行家聚會餧養，並送會到家，加強晨晚興網的建立。 
　經營小排：年初全召會宣告新增84個排，目前已開排30排；增加活力人，產生活力伴。

    主日繁增：建立福家架構、養成生養習慣，至年底主日聚會人數繁增至2000人。

　全台青年得一萬：全召會全力得青職，使召會年輕化，看重青年人的成全 。

　青職：十一、十二月每小區至少每月再得一個青職果子，全召會目標再得着50個青職果子。

    大專：得救新人持續接受餧養，並渴慕入住弟兄姊妹之家，接受成全，過團體的神人生活。 

  青少年：明年一月學測代禱名單：（弟兄）馮國柱、楊宣綸、洪笙峰、吳子郇、余兆、戴源、劉

　　　　  奕宏、魏光亮、劉威成；（姊妹）王宇盈、戴傳新、林潔玟、許新晨、彭卉、賴一方、

                 蔡依晨、李芷家、陳怡妏、曾子嘉。若有遺漏名單，請來電執事室。

 兒童：十一月兒童福音月，全召會150家打開，1000位兒童到主這裏來。

    －代禱事項－ 

＊2016年召會人數目標：主日：2000人，小排：1800人，得人：受浸700人。截至11/13受浸人數：622人。

　　   　　－財務－

2016 年 10 月份財務奉獻收支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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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207 -1,327,724 667,582 0 0 141,065 
本月收入 2,693,776 551,300 1,121,200 131,850 40,100 4,538,226 
本月支出 2,397,065 900,507 1,122,041 131,850 40,100 4,591,563 
本月結存 1,097,918 -1,676,931 666,741 0 0 87,728 

1. 本月個人奉獻包計 106 包。        
2. 海外開展奉獻累計 3,537,456 元，目標達成率 127.41%。       
3. 本月福音收入含為福音車購置之奉獻款 100 萬元，及經常費收入含大專弟兄姊妹之家維護費奉獻

　款 41 萬元。        

 冬季結晶讀經訓練
 一、假日班（六～主日）：收視 DVD 錄影、信息傳輸、禱研背講。
            時間：1/14 ～ 15，第 1 ～ 6 篇；1/21 ～ 22，第 7 ～ 12 篇，14:55 ～ 20:30。
            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二、白天班（一～六）：收視 DVD 完整錄影信息、禱研背講。
            時間：1/16 ～ 21，第 1 ～ 6 篇；1/23 ～ 26，2/2 ～ 2/3，第 7 ～ 12 篇，9:00 ～ 11:00。
　　　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三、夜間班：收視 DVD 完整錄影信息。

　四、報名窗口：請於 12/18（四）前將報名表電子檔寄至 jcyeh2000@yahoo.com.tw ，詳情請見通啟。
　五、訓練教材：請向各小區書報服事者繳費訂購。　

大區 地點 時間 總管 日期

一 青年路會所 20:00~21:30 賴錦富 1/16~1/20
1/23~1/25,2/2~4,2/6八 仁安路會所 19:30~21:30 黃博文

三、四、七、九 裕忠路會所 19:30~21:30 張文淵、許博舜
1/16~1/21

1/23~1/25,2/2~2/4
十二 佳里區會所 19:30~21:30 黃清連、林秉斌

十四 新營區會所 19:30~21:10 楊豐誠、莊唐彰

十 崑山會所 19:30~21:30 顏俊智 1/16~20
1/23~25,1/31~2/3十六 鹽行會所 19:30~21:30 鄭博字

二 北門路會所 19:30~21:30 林益生 1/16~1/20,1/23~1/25,2/2~2/4

  －報告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