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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冬季訓練信息要點
         　　　　　　　　　　第十篇 複合的靈 

前言
　前一篇信息說到聖膏油，本篇信息說到複合
的靈，下一篇要說到複合之靈的膏油塗抹，這
三篇都論到那靈。基於舊約裏聖膏油的圖畫，
聖膏油豫表複合的靈，我們需要進入關於那靈
神聖啟示的深處，明白複合之膏油的豫表，在
我們的經歷裏應用這奇妙的複合之靈。

　真理要點
　壹、關於複合的膏油，乃是到了出埃及三十
章末了，在神的居所和祭司體系的啓示以後纔
啓示出來；這指明複合的膏油（豫表複合的靈）
僅僅為着一個目的，就是膏抹神的居所和祭司
體系。
　貳、包羅萬有、經過過程、複合的靈，乃是
神的靈各方面的集大成，總和：以下是關於神
的靈在聖經中的十四個名稱：
　一、在神的創造裏，神的靈帶着神性元素乃
是活躍的—『神的靈覆罩在水面上』。在屬靈
經歷中，靈的來到是產生生命的第一條件。　
　二、在神與人的關係上，有耶和華的靈帶着
神聖三一的元素：在舊約裏，每當神來接觸人
時，祂就是帶有三一神元素之精粹的耶和華的
靈。
　三、在新約裏，對神的靈第一個神聖名稱乃
是『聖靈』，帶着聖別之神聖性情的元素：為
救主豫備人體，需要聖靈將神聖的性情分賜到
人性裏面，使人在性情上成為聖別，以完成神
救贖的計畫。
　四、基督復活以前，還沒有那靈，那靈還沒
有與更多元素複合：約翰七章三十九節說，『耶
穌這話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將要受的那靈說的；
那時還沒有那靈，因為耶穌尚未得着榮耀』。
　五、約翰的著作啓示那靈是實際的靈—那靈
就是實際，凡父的所是和所有，都具體化於子，
凡子的所是和所有，都藉着那靈向信徒宣示為
實際。
　六、耶穌的靈有基督之人性、人性生活、釘
十字架的元素。
　七、在羅馬八章九節裏，基督的靈有復活的
元素：基督的靈乃是包羅萬有之基督連同祂包

羅萬有之死與復活的總和、集大成。
　八、在腓立比一章十九節裏，耶穌基督的靈
就是三一神那複合、包羅萬有、賜生命的靈。
　九、那靈就是生命之靈帶着神聖生命的豐富，
也是賜生命的靈帶着神聖生命的分賜。
　十、那靈也稱為主靈：那靈的這方面包含了
作主身分的元素。
　十一、複合的靈也是恩典的靈，帶着對三一
神之享受的元素：那靈作為恩典之靈，意思就
是三一神在子裏作為那靈成為我們的享受。　
　十二、七靈就是七倍加強的靈：在本質和存
在上，神的靈是一個；在神行動加強的功用和
工作上，神的靈是七倍的。
　十三、榮耀的靈，就是神自己的靈，安息在
逼迫中受苦的信徒身上，好叫那位現今在榮耀
裏，復活、被高舉的基督得榮耀。
　十四、最終，神的靈是『那靈』，複合的靈；
那靈是神的靈這些名稱一切元素的總和，集大
成；因此，那靈是包羅萬有、經過過程、複合
的靈。
　這靈即複合的靈，乃是神的靈、耶和華的靈、
聖靈、實際的靈、耶穌的靈、基督的靈、耶穌
基督的靈、生命之靈、賜生命的靈、主靈、恩

典之靈、七靈、以及榮耀的靈。
　　　　　　　 　  負擔應用
　一、『那靈』，複合的靈，乃是神新約經綸
獨特並最大的福。神所應許亞伯拉罕的，不是
別的，乃是那靈，就是祂自己。我們需要對這
一切事有所認識，但不該只是停留在領會的層
次，我們還需要更多經歷那靈。
　二、我們相信救主時，就已接受了那靈－包
羅萬有、經過過程、複合的靈。我們不僅有那
靈在我們靈裏，也有那靈澆灌在我們身上，我
們裏面有靈，外面也有靈，我們乃是滿了靈。
　三、我們不要銷滅那靈，不要叫神的聖靈憂
愁，乃要照着靈生活行動，要憑着靈而行。這
就是基督徒的生活；這就是成為得勝者的路，
成為新耶路撒冷的路，建造祂居所的路，也是
作聖別的祭司體系事奉祂的路－一切都在於那
靈。（徐榮豐弟兄） 

＊屬靈到家座談交通：3/26（六）9: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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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去帶人並排排傳福音
傳福音得新人

　小排聚會…要作的事，就是看看在我們中間

有沒有新人？若是沒有，小排聚會就不能作了。

那新人從那裏來？惟有去訪人傳福音。三人分

作一組，出去叩門傳福音。一排有二、三組人，

每週最少出去兩次，越多越好，連叩幾週，一

定可以得到好幾個新人。然後把得來的新人分

配一下，由排裏的聖徒來專一照顧。盼望每一

個人手中最少有兩個新人，最好是三個，是可

以照顧的。（新路生機的實行第三一頁）

將基督分賜與別人的七個具體步驟
　我們都是主的枝子，並且被主分派前去結果

子，就當分賜基督給別人。這裏我們共列出七

個具體步驟：

　一、晨晨復興，以二、三節經言為享受基督

的靈食

　我們要把基督分賜給別人，第一步就得晨晨

復興。每一天早一點起床，甚麼事都先不作，

花十至二十分鐘，按照章節禱讀二、三句經言，

又讀又禱，把所讀的化作禱告。這樣，就把主

和主的話調在一起，接受到裏面，使我們享受

話中的基督作我們的靈食。

　二、日日得勝，以所飽嘗的經言為支撐的力

量

　我們只要這樣確實的晨晨復興，每天就有二、

三節經言在我們裏面。我們若是不能全記下來，

抄寫在紙上也不錯，可以帶在身上，反覆咀嚼，

作隨時的供應。我們整天有這二、三節經言，

作為裏面支撐的力量，就能過日日得勝的生活。

　三、接觸所認識的人，對他們供輸基督，並

約請、帶領他們來參加排聚會

　我們晨晨復興，日日得勝，有主自己供應並

支撐我們，就我們這面說是彀了，但我們還需

要把基督分賜給別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認識

的人，包括親友、鄰舍、同事、同學等，至少

有二十位還未得救的，我們需要把他們的名字

列出來，一分留着，一分交給召會；常常為他

們代禱，並接觸他們，對他們供輸基督。我們

眾人都這樣作，從自己的『耶路撒冷』傳起。（參

徒一 8。 ）同時，我們尋求交通，配搭起來，

每一次排聚會，都盼望有弟兄姊妹帶他們所認

識的人來參加，盡力約請，甚至親自帶領他們

前來赴會。

　四、排聚會將結束時，對他們個別的傳福音，

帶他們相信基督，求告主名，而受浸

　我們小排聚會要活，個個都作見證，彼此也

有交通；若有新人或福音朋友坐在其中，聽一

聽，看一看，一定會覺得有意思，也會受感動。

到了排聚會將結束前半個鐘頭，就可以把福音

朋友帶開，對他個別的傳福音，憑着信心、並

以眼看着他，對他傳講，運用主所賜的權柄，

帶他相信基督，求告主名，而受浸。

　五、浸後給他們上一課生命之路，教他們如

何用靈隨時呼求主名

　受浸之後，待他換好衣服，就給他上一課生

命之路，不必太長，重在告訴他，我們的救主

今天就住在我們裏面，我們可以隨時呼求祂的

名而接觸祂，享受祂。講過之後，就操練一下，

我們作給他看，也要他作給我們看，好把他教

會。這一定要作，且不能放鬆。

　六、約他們每晨電話晨興，並請他們當晚起，

每晚入睡前讀一章聖經

　除了呼求主名之外，還要告訴他，我們基督

徒不僅要禱告，還要讀經。所以要教他會禱讀

主的話。然後，要他第二天開始就晨晨復興。

請他早起十五分鐘，並約他每晨電話晨興。此

外，還請他當晚起，每晚入睡前，讀一章新約

聖經，可以從羅馬書、或哥林多前書讀起。這

樣，不僅能睡得香甜，長此以往也能得到許多

益處。

　七、每三數日探望他們一次，供應生命，帶

領前進

　一面每晨有電話晨興，另一面每三數日還要

探望他一次。在他受浸的頭一個月，最好看望

他七、八次，當面與他交通，供應生命，帶領

他逐步前進。

　我所交通給你們的，是經過相當的研究和試

作，是絕對可行的一條路。你們眾人不僅接受，

並且確實照此去作，就一定不會落空，最少也

會有百分之三十的擴增。這就不得了了。願主

祝福你們。（摘自神聖分賜的異象與新路實行

的指引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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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弟兄姊妹：

　盼望藉着簡短的交通，和你們分享近來德國

福音行動的蒙恩。從一月底 FTTA 訓練學員的

來訪到正在進行中的第二梯次福音回訪行動，

主在四個主要開展的城市傾倒了祂的祝福。主

不僅將許多向福音敞開的平安之子加給我們，

更藉着學員和海外聖徒的相調和交通，在召會

生活中作復興和加強的工作。

　這次福音行動主要的負擔是在難民中間尋找

主所豫備的平安之子，並將他們帶進召會生活。

對這些離鄉背井、遭遇人生極大苦難的難民而

言，一點點人性的顧惜對他們都是很大的安慰

和鼓勵，也使他們向我們十分敞開。但主體服

事的弟兄們裏面有個深切的負擔，就是如何將

三一神實際的帶給他們，使他們不僅向我們敞

開，更能受浸得救、在生命上長大，成為建造

的材料。為此弟兄們設計了三種課程 : 一、八

週的簡易德語課程；二、十二週晨興餧養系列；

三、五週約翰福音禱讀，幫助開展的聖徒們從

大量接觸的對象中，篩選出可以持續接觸的平

安之子。

　在已過週末全德語區的弟兄交通中，在這四

個城市參與配搭的弟兄們，分享許多激勵人的

見證。其中有兩兩配搭的德國弟兄們，週週開

辦德語課程，並樂在其中。有許多打開的家，

週週愛筵，牧養這些難民。還有在兩個城市的

福音收割聚會中，大量的參與者站起來呼求主

名，接受主作他們的救主。這一幕也使弟兄們

回想起九○年代主在俄國榮耀的開展行動。從

二○一五年底全德語區的福音行動吹號到現

在，主已將這福音行動的負擔逐步的帶進當地

聖徒的裏面，為此我們敬拜祂的作為。

　另一面因着開展聖徒的來訪，為當地的召會

生活注入極大的活力和新鮮的供應。某個城市

的一位聖徒見證說，召會生活中原本失去的小

排聚會因着聖徒的來訪得着恢復，當地聖徒都

一個個起來盡功用。因着在四個城市開展聖徒

和當地聖徒持續的接觸牧養，有好幾位的難民

陸續受浸進入神的國。願主護衛他們，也更深

扎根在他們裏面，使他們成為主榮耀的見證

人！

　這段日子我們深感翻譯人才的需要。許多時

候因着語言的隔閡，我們和這些敞開的福音對

象只能用 google 翻譯溝通，或者同唱少數幾首

翻譯的詩歌。在福音開展和新人牧養上，我們

都極其受語言的限制。願主向會說阿拉伯語和

波斯語的聖徒發出呼召，使他們能前來這裏，

以應付廣大的需要。也求主在這些尋求者中間

得着一些和我們一同配搭的同工。

　藉着身體的交通和這段日子主在法蘭克福的

行動，弟兄們決定在五月中全德語區的特會中

有第一次在法蘭克福的擘餅聚會。這將是主在

德語區行動往前關鍵的一步。我們盼望許許多

多從各地前來這個城市的聖徒能在這裏見證身

督身體的一。再者，二○一七年就是神使用路

得馬丁恢復聖經真理的五○○週年紀念。盼望

主在德國這地藉着外面局勢的改變和神聖真理

的傳佈，能彀在許多基督徒中間帶下一個屬靈

的復興。願主在這裏得着榮耀，叫祂的仇敵受

羞辱！ 耶穌是主，阿利路亞！

主恩洋溢！

　　　　 　　殷宗義弟兄夫婦於德國法蘭克福

主在德國的行動

主在匈牙利的行動

　經過聖靈的工作和眾聖徒許多的禱告 , 主在匈

牙利的金燈臺，終於在布達佩斯出現了 !

　三月十三日上午， 從世界各地，包括羅馬尼

亞、烏克蘭、 斯洛伐克、 斯洛維尼亞、 捷克共

和國、 英國、 紐西蘭、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聖徒，

一同聚集在布達佩斯，在一裏享受主並在祂裏

面緊密的聯結。讚美主！為着祂在歐洲的行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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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召會生活前，常常都拖到最後一刻纔肯

起床上班，生活沒有規律，也常很晚睡覺。在

得救以後，因着和弟兄們約定晨興，所以需要

早起，自然而然的，睡覺時間也提早，生活變

得規律。藉由這樣享受，也知道我們必須要傳

福音，所以開始邀約一位福音朋友參加聚會，

雖然自己也不知道該如何傳福音，但就是盡量

邀約福音朋友來到小排聚會中，藉着其他弟兄

姊妹的供應，也在生活中與他常有相調。感謝

主，在去年十二月他受浸得救了，今年一月也

一起住進新成立的青職弟兄之家。

　現在三戶弟兄之家的弟兄們也會來在一起晚

禱，一同享受基督的豐富。這樣的生活真是太

喜樂了。（701 區　許博舜弟兄）

　羅馬書一 16『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猶太人，後

是希利尼人。』使徒行傳二十 24『我卻不以性

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鄭重見證神恩

典的福音。』

　回想在求學的過程，傳福音對我來說，是害

羞的，只想要逃避，不敢向新生發問卷填寫。

在校園中只有我一位弟兄，但我心裏感覺有主

的同在，所以不是單打獨鬥，和聖徒一同禱告。

因此，再發問卷時，我的心藉呼求主名從焦慮

轉變成平安，雖然看到每一張問卷都勾『否』，

我的心也不是下沉，而是感謝並讚美主。至今

不管我傳職場或社區的福音，這兩處經節時時

的題醒我。（1403 區　謝明志弟兄）

　除了個人與團體的禱告，也需要實行活力伴

與小區事奉核心的禱告，列名迫切求主興起更

多聖徒獻上身體，並使他們從各種霸佔裏得着

釋放，能有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而盡恩典的管

家職分，得着眾神人。速興起傳揚國度的福音，

有享受，有建造，同配搭，去湧流。成全裏很

得傳福音的幫助，為宗教都是勸人為善，我們

卻該說我們不是要傳一個宗教，（不是要換一

個教來信）而是要告訴人－神來成為人，為要

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為神。

阿利路亞！這是福音的最高點。（1003 區　顏

俊智弟兄）

　在『相調的實行』一書裏論到相調的意義，

乃是基督身體的實際。這個實際不是別的，乃

是一班蒙神救贖，被神作成神，作成神人的人。

他們過一種生活，不是憑着自己，而是憑着他

們裏面那另一個生命。這另一個生命乃是三一

神，經過了過程並得着終極的完成，進到他們

裏面，以他們為祂的住處，祂的居所。後又論

到基督身體的實際是一種生活，就是所有這些

神人藉着人性調神性，神性調人性，而與神聯

結、聯合並構成在一起的生活。

　在這兩天的行程裏，我經歷了這樣的生活，

雖然神的成分在我裏面只有一點，但弟兄說只

有 10% 的果汁也是果汁，因此我們都是神人，

有神的成分和性情，一同過這樣與神調和的生

活。（201 區　童聖堯弟兄）

　因工作的關係，已許久未參加青職相調，今

年終於有分相調。在相調中，弟兄們釋放三篇

信息，摸着我們是神的兒女，在生命和性情上

要成為神，使我們能彰顯神。哦！主耶穌！這

是何等大的恩典，叫我這罪人在生命和性情上

要成為神！並且不是只有單獨的一個神人，神

要的乃是一團『神人』。『主阿！願你擴大我，

使我為福音去尋找可餧養的小羊，並使他們成

為常存的果子。』（202 區　蔡喨妍姊妹）

　我本因有事而不打算參加，但在與同伴禱告

後憑信心參加，主就讓我知道我們若要作神的

彰顯來傳福音，就需要在神國度的管制之下過

生活。我需要過國度規律的生活，每天要有規

律的晨興與讀經，因為操練靈會使我們這個人

被神的話充滿，而能自然而然的將基督傳給人，

並帶人得救。（1401 區　林倩如姊妹）

傳揚國度福音　過團體神人生活

青職福音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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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經－

－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複合之靈的膏油塗抹
基督徒的生活

　基督徒的生活完全是複合之靈塗抹的生活。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件事都與膏油塗抹有關。在複合

之靈的塗抹裏面，有聖別、得勝、生命、光、能力，和真正的屬靈。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在包羅

萬有賜生命之靈塗抹裏的生活。哦，願主開啟我們的眼睛，讓我們看見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教導、

改良、調整、糾正！基督徒的生活完全是複合的膏油塗抹！

　事實上，我們可以把膏油塗抹應用到日常生活的每件事上。我們可以把它應用到家庭生活、職

業生活以及購買東西的方式上。複合的靈藉着塗抹我們，在凡事上都教導我們。因此，我們不該

按着別的事情，而該按着複合膏油塗抹的教導，來過基督徒的生活。我們都必須看見這個異象。

（摘自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一六五篇）

　A 卷（默寫全文）：黃國玲、袁蔡瑞碧、戴李美玉、謝合一、王宇盈、張沈淑春、沈孟芝、於

簡瑋妤、陳華強、徐李翠瑩、石峯銘、葉賀彬、史欽堯、鄭杜惠娟、凌羅傑鴻、榮蘊智、王邱麗華、

王凱巨、李佳鴻、張雅萍、陳素雲、孫徐銘穗、陳良培、王汝華、林周素鑾。（共 25 位）

　B 卷（填充題）：黃麗環、蔡美華、連建聖、連黃秀禎、王宗智、王朱春美、汪吳彩月、林奉

全、張勳章、郭許美桃、張寧靜、何濤、朱秀琴、邱瑞芳、謝鄭美蘭、鄭郭惠姿、吳韻、崔芝榕、

郭陳櫻枝、楊國廷、謝沈美珍、許新傑、周柏銘、李光恩、李黃蘭君、賴慧娟、張張祝、許主榮、

吳周素卿、謝錫賢、陳周月仙、徐苡宸、黃儒霖、陳致均、魏毓熙、林景豐、溫子瑩、李陳秀美、

吳淑珍、吳宗庭、吳恩妍、楊筑琪、楊承佩、許素禎、李杜金鳳、楊劉碧華、林趙貴蘭、林昀靜、

歐文吉、詹謝淑如、繆江鳳、王李阿鳳、陳以潔、陳齊慧芬、徐正中、楊圓娟、黃梁美娟、鄭平恩、

李王渝茜、蕭黃慧真、曾施昀豆、陳俊榮、翁榮聰、翁李美治、陳如英、蘇鄧台英、黃陳秋英、

許真珠、王蕭碧雲、車惠軒、陳瑩端、蔡湯寶儒、鄭麗玫、何建興、林春美。（共 75 位）

兒童背經：吳鈞鎧、賴明愛、蔡語樂、蔡語謙、陳奕光、陳奕穎、蔡宗承。（共 7 位）

註：總應考人數 773 位，A 卷 90 分以上 64 位，B 卷 90 分以上 219 位，兒童背經 5~15 節 29 位。

腓立比書主題及第四章背經會考滿分獎勵名單
( 按小區順序列名，獎勵書券及得獎試卷隨週訊發至各區 )

　　     　  －青職－

　藉着青職特會，我很摸着『在享受主的事上

有規律，就會帶進福音的生活』，我們也需要

為人『列名禱告』，因為藉着禱告與金香壇代

求的基督合作，就會推動許多事，包括失聯許

久的福音朋友，主耶穌都會把他們找出來，或

是使他們主動和我們聯繫。

　我最近就有幾次特別的經歷，其中我最意外

的，是去年和我工作摩擦最多的同事，昨天竟

然主動問了我許多福音的問題、教會的問題，

雖然他說自己只信新台幣，但是主也往前了！

也是昨天，我最掛心的福音朋友，我高中學妹，

已經一個多月沒聯絡，她竟然主動問我關於工

作上有一個重要抉擇的問題，我抓住機會約她

談談，希望為她禱告祝福，她欣然同意。（1502

區　林翁貞如姊妹）

　讚美主，恩典的福音是為着國度的福音！正

確為着神的國和義的基督徒，每天都該滿了恩

典。以前，我喜歡和小羊傳恩典的福音，因為

我覺得這對他們來說，是容易接受的。至於國

度的福音，應該等他們生命長大到一個程度再

傳給他們。

　然而，我發現只認識恩典的小羊，情形是可

憐的，不穩定的，常常會誤會神的心意。於是

青職特會後，我在神面前為小羊一一尋求，如

何將國度的福音傳給他們。我自己的確因着傳

國度的福音，而有了平安。我也相信他們會被

穩固，因為神的國是不能震動的國。願榮耀稱

讚歸與父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1502區　陳善美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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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1）晨興聖言「出埃及記結晶讀經 (六 )」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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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課上半「在三一神的恩典裏經歷並享受基督為子」。
　　（4）書報追求 「話語的供應與召會的擴增」第 9~10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125~126篇。
　（5）背經進度「歌羅西書」，西 1:7～ 1:9

西　 1:7　正如你們從我們所親愛，一同作奴僕的以巴弗所學的，他為你們作了基督忠信的
執事， 

西     1:8　也把你們在那靈裏的愛告訴了我們。
西　 1:9　所以，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就為你們不住的禱告祈求，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 
                 智慧和悟性上，充分認識神的旨意，
Col   1:7    Even as you learned from Epaphras, our beloved fellow slave, who is a faithful minister 
                 of Christ on your behalf,
Col   1:8   Who also has made known to us your love in the Spirit.
Col   1:9   Therefore we also, since the day we heard of it, do not cease praying and asking on your 
                 behalf that you may be filled with the full knowledge of His will in all spiritua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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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主日 ) 口出 28:1-21 口可 1:14-28  口可 1:15
3/21( 週一 ) 口出 28:22-43 口可 1:29-45  口可 1:41
3/22( 週二 ) 口出 29:1-21 口可  2:1-12  口可 2:11
3/23( 週三 ) 口出 29:22-46 口可 2:13-28  口可 2:17
3/24( 週四 ) 口出 30:1-10 口可 3:1-19  口可 3:14
3/25( 週五 ) 口出 30:11-38 口可  3:20-35  口可 3:35
3/26( 週六 ) 口出 31:1-17 口可 4:1-25  口可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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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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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週一 )
 3/22( 週二 )
 3/23( 週三 )
 3/24( 週四 )
 3/25( 週五 )
 3/26( 週六 )

仁德開展各大區配搭　
時間：19:30，集合地點：仁德區會所（德善一街 8 號）。配搭大區：3/23（三），七大區；3/25（五），
六大區。大區支援人數以 20 人為目標，聯絡人：劉維仁弟兄（0971-031-362） 。
大區
  第六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3/22（二）20:00，地點：中正南路會所。
　第六大區集中主日聚會　 時間：3/27（主日）9:30（含青少年），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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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987 -303,154 -61,735 0 0 210,098 
本月收入 1,706,345 454,950 138,140 552,286 791,595 3,643,316 
本月支出 1,971,158 736,136 8,460 552,286 791,595 4,059,635 
本月結存 310,174 -584,340 67,945 0 0 -206,221 

　2016 年 2 月份財務奉獻收支概況 	

1. 本月個人奉獻包計 97 包。      
2. 海外開展奉獻累計 1,090,586 元，目標達成率 39.28%。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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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周永分弟兄夫婦－1.能用法語牧養小羊的牧者。2.求主祝福四月份法語
        世界的特會。3.求主穩固目前正在持續牧養之渴慕真理的尋求者。
    德國：因難民潮移民至德國接受福音而得救的聖徒，持續接受餧養，能過正常的召會生活。
    柬埔寨：吳教安弟兄夫婦－已過訓練學員福音開展所帶得救的新人，能成為常存的果子。
　土耳其：簡晨光弟兄夫婦－為聖徒們能建立一年讀經一遍，以及天天晨興的生活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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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排力量傳福音並托住現有聖徒、久不聚會聖徒及新人；人人盡功用、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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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家聚會，並與活力伴禱告，逐漸形成新排。 
    仁德開展：3/26～5 /1訓練學員與各大區聖徒配搭五週開展，盼能受浸40位，得5個關鍵的家。
    青職：建立每天讀經禱告的生活，人人結果子，建立家聚會，區區青職排，樂於服事，並成全
　　　　青職弟兄為區負責。
    大專：福音節期所得着的平安之子，能持續接觸並被帶到初信餧養聚會。
   青少年：
　　1.國三會考：
   賴明綸、李新平、柴俊豪、鍾詠年、蕭承恩、甘家恩、王勝軍、劉奕辰、秦宇 凡、郭欣綾、
      張昀詩、林妤萱、羅苙娗、劉映瑢、王思文、周柏銘、黃義軒、葉傳宇、陳鈺綺、陸瑋恩、
      孫學暐、杜潔茵、王得榮、李宜紘、蔡欣學、蘇怡瑄、張子勤、陳韋杉、許佩甄、曹顯榮、
      蔡旻綸、趙雅琪、鄧家昱、康育誠、鍾青樺、張承新、吳晏涵、呂婕羽、楊博策、陳以新。

　　 2.高三統測：王昱翔、戴御東、董儒霖、陳雷、蔡恩嘉、劉艮峰、王浩威、鄭宇心。
　　 3.求主帶領青少年到合適的學校，繼續過召會生活。若有遺漏名單，請來電告知執事室。
   兒童：80家打開兒童排，500兒童過召會生活。

    －代禱事項－	

  －報告事項－

＊2016年全召會主日人數目標：2000人，小排聚會人數目標：1800人，得人目標：受浸700人。

項目 電器 場地佈置 招待 交管 兒童 整潔
大區 三大組 七 六 二、四 一、三 五、九

  屬靈到家座談交通　時間：3/26（六）9: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將邀請李光弘弟兄交通。

  　事務服事　 總管：林暉智 0953-810-336、張明豊 0921-223-270

 台南大專四環相調 時間：5/20（五）19:00 ～ 5/22（主日）中午，地點：關子嶺統茂溫泉會館。

  全台大學院校教職聖徒相調聚會及論文研討會
時間：5/20（五）19:00 ～ 5/22（主日）中午，地點：關子嶺統茂溫泉會館。報名：請於 3/27（主
日）前向執事室賴錦富弟兄報名並繳費（通啟請上召會網站下載）。

長青聖徒
　服事者事奉交通　時間：3/22（二）9:30，地點：裕忠路會所長老室。

　全召會長青聖徒集中聚會　時間：3/23（三）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醫學講座專題：
                                                       眼睛保健的要領。會後備有愛筵。

德國、希臘後續福音行動　有意願前往者，請向執事室賴錦富弟兄報名，與負責弟兄交通。

安息聚會 
　十二大區林吳煙蓑姊妹（林右庸弟兄的母親）時間：3/26（六）13:30，地點：自宅（北門
　　　　　　　　　　　　　區三光里三寮灣 14 號，座標點 23.237413,120.115013）。

書報　
1. 歌羅西書背經卡，一張 10 元，請至書報室購買。

    2. 日間追求班生命班用書「歷史與啟示」上下冊，及召會的歷程，三月底特價 350 元。

 台灣南部眾召會書報博覽會暨召會生活展覽
1. 時間：5/14（六）9:00 ～ 17:00，地點：裕忠路會所。
2. 現場展售攤位：聖經詩歌、經典套書系列、電子產品、影音產品、兒童教材、各類精美用品，
       均以優惠價供應。
3. 各地召會生活蒙恩見證及展覽。請廣邀親友、聖徒前往，以手機掃瞄 QR-Code                     
       可將活動 DM 分享給好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