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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冬季訓練信息要點

         　　　　　　　　第十一篇  複合之靈的膏油塗抹

前言
　上篇信息說到複合的靈，本篇信息接續說到

複合之靈的膏油塗抹。在新約中只有約翰壹書

二章題到複合之靈的膏油塗抹，故本篇信息會

專注於這章聖經的意義。這次訓練中有三篇信

息（九至十一篇）論到那靈，因為這份職事在

關於那靈的啟示和經歷上，有極大的恢復。

 真理要點
　首先我們來看膏油塗抹的意義與目的。膏油

塗抹就是內住複合之靈的運行並工作，將經過

過程之三一神的一切成分和祂的活動應用到我

們裏面，使我們完全與祂調和，使祂得着團體

的彰顯。三一神經過成為肉體、人性生活、釘

十字架、復活並升天的種種過程之後，成了包

羅萬有、賜生命的複合之靈。（約一 14，林前

十五 45 下。）這複合之靈在我們的靈裏，用

三一神的元素膏我們，漆我們；這膏抹，這漆

越多，三一神連同祂的人位和所經過的過程，

就越灌輸到我們裏面。基督徒的生活完全是由

複合之靈塗抹的生活。

　接着我們來看膏油塗抹教導的內容。我們若

仔細讀約翰壹書二章十八至二十七節，就會看

見膏油塗抹的教導主要是教導我們關於神聖

三一的事。我們藉着包羅萬有、複合之靈（神

聖三一的組成）的塗抹，就能認識並享受父、

子、靈作我們的生命和生命的供應。複合之靈

的元素，教導我們各樣關於三一神和祂活動的

事，可以總結為以下十個點。第一，我們眾人

都知道，我們不需要人教導我們關於膏油塗抹

的事。（20。）第二，我們曉得真理，真理就

是實際（21。）第三，耶穌就是基督，否認耶

穌是基督的，乃是說謊的。（22。）活在膏油

塗抹之下的，就知道耶穌是基督。第四，否認

子的，就否認了父，所以子與父是一。（23 上。）

第五，承認子的，也承認了父。（23 下）。第

六，要讓生命的話住在我們裏面，我們也就住

在子裏面，並住在父裏面。（24。）第七，有

一個大能的應許，就是永遠的生命，這生命乃

是三一神自己。（25。）第八，不需要人教導

我們。（27 上。）第九，膏油塗抹在凡事上教

導我們。（27 中。）第十，膏油塗抹的目的，

是要叫我們住在祂裏面。（27 下。）

　末了，我們要留意，避免落入『反膏油塗抹』

的原則裏。我們需要蒙保守，免於在敵基督的

原則裏過生活；敵基督的原則就是反對基督並

頂替基督的原則，『反膏油塗抹』的原則，也

就是敵擋三一神在我們裏面的運行、工作和浸

透。我們若以自己的好性格和行為頂替基督，

就是在實行敵基督的原則。我們需要為着以別

的事物頂替基督而悔改；我們需要為着日常生

活在敵基督者的原則裏，讓文化、宗教、倫理

和天然觀念頂替基督而悔改。

　　　　  　 　  負擔應用
　一、求主拯救我們、釋放我們脫離一切的頂

替，包括我們自己的好性格、好行為、文化、

宗教、倫理和天然觀念等。

　二、積極操練活在調和的靈裏，時時活在膏

油塗抹的教導裏，憑着我們裏面三一神的運行、

工作和浸透生活行動。（鄭高珍弟兄）

 

＊全召會成全聚會及專項成全：4/10（主日）15:30～16:50成全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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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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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持續接觸人　結常存的果子

　藉着我們自己直接、個人、並持續的

接觸人，結出常存的果子
　我仰望主使你們每一個人都能下決心，為着

召會生活，每年帶一個人得救。在天然的領域

裏，人有孩子是正常的。然而，今天對我們這

些愛主的基督徒，要生一個屬靈的孩子似乎很

困難。主在約翰十五章告訴我們，祂是葡萄樹，

我們是枝子，祂立了我們，要我們前去結常存

的果子。我們都該渴慕結常存的果子。我們可

能會禱告：『主，我們恨惡不結果子。我們要

多結果子。』然而，我們中間結果子的事，還

沒有進入神所命定實行的路。身為信徒，基督

的肢體，並葡萄樹的枝子，我們必須結果子。

主說，枝子若不結果子，就要剪去。被剪去不

是受永遠的沉淪，乃是失去在與基督生機的聯

結裏對祂的享受。不結果子是一件嚴肅的事。

然而，我們許多人並沒有嚴肅的考慮自己的不

結果子。

　主要我們在召會中有屬靈的生活，去參加聚

會、敬拜祂、並活祂。然而，這一切是為着甚

麼？若是召會中所有的聖徒都如此，但是沒有

人結果子，召會最終就會消滅。…靠着主的憐

憫，我發現要生屬靈的孩子，你必須鄭重的下

決心去直接接觸人。不要依賴傳道人或福音聚

會。只要信賴你直接、個人、持續不斷的與人

接觸。我向你保證，你若下此決心，你每年至

少會帶兩個人到主面前。

結常存果子簡單的路
　首先，你應當向主許願。你可以禱告：『主，

我是你的一根枝子，我知道我必須照着你在約

翰十五章的囑咐結果子。若我一年之內不能帶

一個罪人得救，這是羞恥。主，我每週要花二、

三小時去接觸人，帶人得救。』這是原則。

　要作基督結果子的枝子，我們需要天天被主

復興。我們出版的『晨興聖言』對聖徒每早晨

被主復興是一個幫助。過基督徒生活最有效的

路，是藉着與主有一個有活力的、活的、有效

的晨更。我們每天該從聖經中得着二節，憑以

活着；然後以確定的方式實行每週親自接觸人，

個別的接觸他們。你可以接觸你的親戚、朋友、

鄰居、同事、同學等。你需要計畫並規畫你的

時間，好讓你每週能接觸二、三個人。你應該

禱告：『主，我不願用天然的方式接觸他們，

我與他們相聚時也不願有天然的談話。主，指

示我有活力的路、活的路，好把他們帶到你面

前。』你若這樣禱告，主必會指示你。

　我們也許接觸某人，卻沒有任何成效或結果。

我們就可以到主面前悔改，並向祂敞開，讓祂

調整我們。祂會感動我們以某種方式再回去看

他們。當我們跟隨主，照着祂的方式接觸人，

他們就會得救。我們出去一個一個的接觸人，

就會從主得着正確的路，也會找出適合我們去

訪問的人。我們發現僅僅用一般的方式去叩門，

可能會浪費時間。我們必須仰望主，好得着合

式的人選，讓我們去勞苦。然後，我們要用合

式的方式在他們身上作工。這就是在福音上勞

苦成功的路。我們在他們身上勞苦的這些人，

應該是我們直接或間接認識的人。這樣，我們

所花的時間就會是值得的。

　為了我們所在召會的前途，這是需要的。我

們勞苦時，要帶着誠實並真摯的心去學習。要

學習怎樣和人談話，怎樣在一段短時間之內得

着他們。若是我們這樣努力，我們每年至少能

帶兩個人到主面前，成為常存的果子。我們可

能給五個以上的人施浸，但這五人中，可能有

二人會留在召會中。

　我們要計畫如何去接觸我們所認識的人。我

們必須在他們其中一人身上直接、個別、並持

續的作工。帶一個人得救並使他得建立，大概

要花六個月；要帶他進入召會，又要花六個月。

我們可能認為一年帶一、兩個人進入召會生活

太慢了。但是，這條慢的路事實上是快的路。

若是一處地方有二十人聚會，他們中間有五人

各帶二人進入召會生活，那就有百分之五十的

擴增。我向你們保證，這一定作得出來。任何

其他的路都會浪費我們的時間。（長老訓練第

十冊長老職分與神命定之路（二）第九章照着

神命定之路實行福音祭司的職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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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區 日期 週 時間 地點 行動簡述 聯絡人 手機
一 3/27 日 18:30 李永信弟兄店 青職福音愛筵 林石安 0931-802-728
二 每週 一 20:00~21:15 全聯 傳人生奧祕 白家禎 0985-780-113
二 每週 四 18:00~20:00 成大醫院 傳人生奧祕 吳林成新 0919-100-622
四 4/2 六 9:30 高雄市 大區福音相調 楊清籐 0917-610-151
四 4/9 六 18:00 裕忠路會所 大區福音收割 楊清籐 0917-610-151
五 4/9 六 18:00 黃主賜弟兄家 青職福音愛筵 黃主賜 0910-869-653
六 4/9 三 19:30~21:00 馬路福音 外出傳福音 李光恩 0911-071-700
七 4/9 六 19:30 張懷德弟兄家 詩歌 / 見證 / 福音短講 許博舜 0988-010-292
九 4/3 六 18:30 仁德會所 福音愛筵聚會 劉維仁 0971-031-362
九 4/10 六 18:30 仁德會所 福音愛筵聚會 劉維仁 0971-031-362
十 4/9 六 18:30 崑山會所 福音愛筵聚會 顏俊智 0956-106-905

十二 4/2 六 18:30 佳里會所 福音愛筵（各家帶菜） 陳韋字 0928-789-015
十三 4/7 四 19:00 麻豆區會所 青職排福音愛筵  洪琮博 0921-562-513
十五 3/30 三 20:00 林暉智弟兄家 青職小排福音 林暉智 0953-810-336
十六 4/9 六 18:30 崑山會所 青職福音愛筵 林右庸 0910-846-084

（四月 )青職福音月福音行動規劃 

註：各大區福音行動將陸續刊登在週訊上。

　全台新人得一萬，已經邁入第七年。雖然去年因着大家齊心努力，終於第一次超過一萬人。但

其中青年人的比例並不到七成。如此，對於召會年輕化的目標，並沒有幫助，因為召會整體年齡

仍然是老化的。因此，弟兄們交通後，覺得我們必須在得青年人的事上，有厲害的突破纔行，特

別每年得着的新人中，青職的比例總是不盡理想。若是我們希望召會年輕化，就必須大大增加青

職的果子。因此，今年我們必須全召會全力起來得青職，而各大區今年要得着的青職人數，乃是

以主日人數（扣除大專及青少年）的五分之一為目標。如此，今年全台南要得的青職人數的目標

乃是 300 人。

　倪柝聲弟兄在一篇講『照着山上的樣式走教會恢復的路』的信息中說，『一個教會如果剛強，

就能指揮若定；要得多少罪人，是能控制的。教會要剛強，就得按着主所啟示山上的樣式作；如

果不按着主所給的樣式作，就帶人得救好像是很難的事。但如果教會按着主所給的樣式作，就今

年要增加五百，就增加五百，要增加一千，就增加一千。我們按着主的路走上去，不只救三百、

五百，就是救三千、五千也不希奇。感謝主，我們當中的弟兄稱主為復興之子。其實主是不是復

興之子，乃在於我們是否照着祂藉聖靈所啟示給我們的律來作工。凡認識主作工之律的人，就會

同意我所說的。教會傳福音時，如果認識聖靈的律，按着聖靈的律來作工，人得救就沒有問題。

教會一出來，人就不能不得救，教會就不能不復興。…神復興的路，乃是全體事奉…。』

　所以今年能不能在台南得着 300 個青職的果子，全在於是否全體事奉，全體都起來傳福音，而

且着重在對青職的青年人傳。四月是青職福音月，我們更需傾全力來得青職，主量給我們的目標

是 58 位青職果子。如果你們的大區有一些青職聖徒，那就需得着更多的青職果子，如果你們的大

區沒有多少青職聖徒，那就更需傾全力去得着青職果子。神是一直祝福的，但事在人為，我們若

為着主有一個強的負擔，神必尊重並祝福。（青職服事者）

  全召會全力得青職



             2016.03.27 4 　　　      －大專福音節期－

　感謝主，已過的福音節期我很寶貝在身體裏

與眾肢體的配搭，不論是出去傳福音前的禱告

或傳講的過程，我們都在一裏互相扶持。

　在上學期的福音節期，因着我來到一個新的

環境，加上之前在台北又沒有傳福音的經驗，

所以在傳講的過程中，我都是站在一旁負責微

笑，不時附和姊妹們，但心裏總覺得我沒有分

於這行動。在這學期的福音節期，我與活力伴

一同配搭傳福音。在第一次出去傳的時候，姊

妹就問我可不可以配搭講傳講版的第二面－就

是基督，為了我們經過過程的部分－當下我心

裏愣了一下，心想上學期聽了那麼多次應該沒

有問題，就勉強答應了。但就在當下我心中充

滿恐懼和不安。感謝主，在傳講的過程中恐懼

就消失了，因為我不是自己一個人在傳講，乃

是基督與我一起傳講，所以我越講越喜樂，也

覺得在這福音的行動中有分，何等榮耀。

　另外，這個學期有一個新的突破，就是我帶

我同學得救了。其實我和這個同學不是很熟，

只是聽說他有參加其他教會的活動。上學期末

就打算邀他來初信餧養，到了這學期初，我想

與其等到初信餧養，不如就先邀他來福音聚會。

沒想到他答應了。因為他是一位男同學，所以

我當下抱持的心態是『我把他邀來，其他的就

交給弟兄們了。』沒想到他就受浸得救了，大

家跟我說我帶的同學得救了，其實我覺得我並

沒有作甚麼，就只是把他邀來，弟兄們的傳講

纔是他得救的關鍵。但後來服事者對我說：『有

邀人來，就有機會帶得救。如果我沒有邀他來，

他就沒有機會聽見福音，沒有聽見福音就沒有

機會得救。』感謝主，給我勇氣，邀我同學來

福音聚會。（蔡依庭姊妹）

　在福音節期中，很寶貝與弟兄姊妹們的禱告，

我們總是在聚會開始前的二十分鐘，就來在一

起豫備我們的靈，在身體裏得着加力。記得有

一天，我因着忙於班上畢業的事務，靈裏下沉，

覺得自己很輭弱，回到姊妹之家感覺無力。那

時心想，要跟服事者說，我今天幫忙洗碗並作

收拾的工作就好了，傳福音的任務就交給其他

的弟兄姊妹們吧！我可以一邊作事，一邊為他

們禱告。但我還沒說，傳福音配搭名單就發下

來了。

　於是我和一位大一的姊妹配搭，要傳講人生

的奧祕。當下我覺得，『主阿，我很疲累了，

我能彀傳講嗎？如果講不好怎麼辦？主阿，其

實我洗碗也很好的，可以在背後為他們禱告』

那時就有了一些自己天然的感覺，想要照着自

己所覺得該作的事去作，但就在那時的禱告中，

主藉着兩處的經節使我得加力：以弗所書二章

六節：『祂又叫我們在基督耶穌裏一同復活，

一同坐在諸天界裏。』還有腓立比書三章十節：

『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

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主說，『我是復活，

我是生命，你需要來取用我的復活並復活的大

能。』我就馬上轉回靈裏，不看我自己輭弱的

光景，順服主，與姊妹一同配搭傳講人生的奧

祕。

　感謝主，在配搭的過程中，經歷主是我的復

活，帶我勝過消極的環境，也使我在傳講時，

不靠着我天然的才智說話，乃是讓祂在我裏面

說話；並且經歷主復活的大能，勝過並驅逐仇

敵的作為，當天所傳講的福音朋友就受浸得救

了。讚美主，祂是又真又活的神，是我們可經

歷的那一位。（洪明貞姊妹）

不憑天然脫離己　身體配搭結果子

福音節期，大專弟兄姊妹及社區聖徒同心合意配搭，共結近 120 個果子



          2016.03.27 5

－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香

　香的成分：一、拿他弗：用來作香的頭一種馨香的香料是拿他弗，拿他弗是一種沒藥，表徵基

督甜美的死。第二種香料是施喜列，表徵基督以及祂為罪人而死的救贖生命。喜利比拿是香的第

三種成分，表徵基督產生生命大能的死。第四種香料是乳香，表徵基督甜美的復活。

　根據三十章三十四節：『各樣的分量要相等。』這意思是說，四種基本成分的比例必須是相等的。

這表徵基督死與復活的所有屬性都是均衡的。三十五節說：『你要用這些加上鹽，按調製香品者

之法作成香品，作成純淨聖別的香。』我們已經看見，這裏的鹽是表徵基督之死的甜美。這鹽殺

死消極的東西，也有防腐劑的功用。（利二 13。）

　香要搗細並放在會幕內見證的櫃前：三十六節說：『這香要取些搗得極細，放些在會幕內見證

的櫃前，我要在那裏與你相會；你們要以這香為至聖。』表徵基督甜美的死和祂馨香的復活融合

起來，以及祂的死與復活在香壇上獻給神，作為基督和祂肢體代求的基礎。

　我們要經歷基督成為獻給神的馨香之氣，這些經歷就必須加上鹽、搗細，最終再完全焚燒。我

們的經歷通過了這樣的歷程，就成為獻給神的馨香之氣。這意思是說，我們不但需要經歷基督所

是、所作的素質，我們對這位基督的經歷也需要加上鹽、搗細並焚燒。有些東西焚燒，就減成灰了。

　不是給人聞香味的：出埃及記三十章三十七至三十八節說：『你們為自己調製的香；不可按這

些成分調製；要以這香為聖，歸耶和華。凡作香和這香一樣，為要聞香味的，這人要從民中剪除。』

香完全不是給人聞香味的。香絕對是為着主的享受和滿足。對我們實際的經歷來說，這是甚麼意

思？這意思是說，我們禱告不該為着讓會中的人聽見。香只該獻給神，它應當升到神那裏去，應

當給神來享受。（摘自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一六九篇）

　　   　  －大專福音節期－

　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節：『我又實在告訴你

們，你們中間若有兩個人在地上，在他們所求

的任何事上和諧一致，他們無論求甚麼，都必

從我在諸天之上的父，得着成全。』

　寶貝這次福音節期，乃是有許多和諧一致的

禱告，有傳福音前的禱告，也有傳福音時，有

人為我們禱告。因這次福音節期，姊妹們約到

的福音朋友不多，所以當姊妹們在傳講時，也

有一些姊妹們，在小房間裏為福音朋友禱告，

不管是男界或女界的福音朋友，我們和諧一致

的向主求，賜給他們一個單純的心，可以接受

主，並受浸成為神的兒女，也求神釋放一切從

撒但來的捆綁；並且我們禱告時，迫切到向主

認罪，求主洗濯我們身上一切的污穢，使我們

的的禱告不是出於自己，乃是憑着神禱告。

　因此，我很寶貝這次福音節期裏每位弟兄姊

妹們的禱告，乃是和諧一致並迫切的向神禱告。

這次福音節期乃是一個湧流神聖生命的節期，

使更多人認識神，得着神和神賜生命的靈，使

他們得着真正的滿足。（陳心姊妹）

　

　這學期課修得比較多，所以有許多傳福音和

福音聚會的行動都與課堂衝突，到了第二個禮

拜裏面有種感覺，是否要退週四晚上的課。沒

想到週三的小排讀到學問、知識都沒辦法叫人

滿足，這點題醒了我，但我又不願少修課，於

是我和主說，我把週四晚上的課退了，但你使

我週五下午的課能加簽成功。於是週四晚上我

就配搭福音聚會。週五下午正不知該如何加簽

時，遇到一位同學願意陪我跑加簽，我擔心會

浪費她的時間，她卻回應我，這個時間就是拿

來浪費的，我裏面立即有個感覺，邀她參加福

音茶會，可是我有加簽的任務在身，與主掙扎

了一下，最後決定倚靠主，不管有沒有簽到，

或發生甚麼事都願意交給主。

　感謝主，最後她得救了，雖然犧牲了我樂團

課的一些時間，但讚美主，為主擺上是有價值

的。感謝主，我為着祂，祂也為着我，主不虧

待人，我的課終於順利加簽成功了。（李想姊

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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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1）晨興聖言「出埃及記結晶讀經 (六 )」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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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下半「在三一神的恩典裏經歷並享受基督為子」。
　　（4）書報追求 「同心合意實行神命定之路」第 1~2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127~128 篇。

　（5）背經進度「歌羅西書」，西 1:10 ～ 1:12
西　 1:10 行事為人配得過主，以致凡事蒙祂喜悅，在一切善工上結果子，藉着認識神而長大，

西     1:11 照祂榮耀的權能，得以在各樣的力上加力，使你們凡事歡歡喜喜的忍耐寬容， 　
西　 1:12 感謝父，叫你們彀資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給眾聖徒的分；　

Col   1:10  To walk worthily of the Lord to please Him in all things, bearing fruit in every good work
                  and growing by the full knowledge of God,  
Col   1:11  Being empowered with all power, according to the might of His glory, unto all endurance
                  and long-suffering with joy,
Col   1:12  Giving thanks to the Father, who has qualified you for a share of the allotted portion of
                  the saints in the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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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主日 ) 口出 31:18-32:35 口可 4:26-41  口可 4:26
3/28( 週一 ) 口出 33:1-23 口可 5:1-20  口可 5:20
3/29( 週二 ) 口出 34:1-35 口可  5:21-43  口可 5:28
3/30( 週三 ) 口出 35:1-35 口可 6:1-29  口可 6:7
3/31( 週四 ) 口出 36:1-38 口可 6:30-56  口可 6:34
4/01( 週五 ) 口出 37:1-29 口可  7:1-23  口可 7:15
4/02( 週六 ) 口出 38:1-31 口可 7:24-37  口可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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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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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週一 )
 3/29( 週二 )
 3/30( 週三 )
 3/31( 週四 )
 4/01( 週五 )
 4/02( 週六 )

仁德開展各大區配搭　
集合地點：仁德區會所（德善一街 8 號）。大區支援人數以 20 人為目標，週六飯食由第九大區

統籌豫備。聯絡人：劉維仁弟兄（0971-031-362） 。

  －報告事項－

 大區 
　一大區主日集中聚會 　時間：4/3（主日）9:30，地點：青年路會所，會後備有愛筵。 
　十五大區主日集中聚會 時間：4/3（主日）9:30，地點：新興路會所，會後備有愛筵。 
 青年照顧區擴大事奉交通　時間：3/27（主日）16:00~18:00，地點：青年路會所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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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次
週三

19:30-21:00
週四

19:30-21:00
週五

19:30-21:00

週六
15:30-17:30 叩訪
18:00-19:00 愛筵

19:00-20:00 福音聚會
項目 日期 大區 日期 大區 日期 大區 日期 叩訪 聚會

第三週 3/30 一 3/31 二 4/1 五 4/2 八 四
第四週 4/6 六 4/7 七 4/8 八 4/9 十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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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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工作，學生受成全成為中幹，盼年底能成立學生區。

　土耳其：簡晨光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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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學員與各大區聖徒配搭五週開展，盼能受浸40位，得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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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凡愷、張博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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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昕、

                                 張暄、林宏諭、 郭毓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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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六年全臺高中聖徒一週成全訓練
1. 時間：7/17（主日）下午至 7/23（六）中午結束。

2. 對象：有心接受成全的高中聖徒（以應屆國三畢業生為主體，不接受高三畢業生的報名）。

3. 報名資料：請上召會網站下載，填妥參訓學員情況表、訓練報名表、個人健康調查表。

4. 報名截止日：4/10（主日），逾期將不受理報名。

5. 報名窗口：黃彩虹姊妹（ 0982-823-818 ，gusani0624@gmai.com）。

安息聚會　（五大區）葉啟芳弟兄
  時間：4/16（六）13:30，地點：台北市立第一殯儀館景行廳。備有交通車，欲搭車前往聖徒請

　於 3/31（四）前與蔡中暄弟兄（2251-343）或黃主賜弟兄（0910-869-953）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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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5 水流之音聖樂團首演雙場音樂會紀念專輯》內含 2 片 DVD，特價 600 元。

 台灣南部眾召會書報博覽會暨召會生活展覽
時間：5/14（六）9:00 ～ 17:00，地點：裕忠路會所。聖經、書報等均以優惠價供應。

一○四年度個人奉獻收據領取
   1.一○四年奉獻收據本週已發至各小區，如有遺漏請洽執事室申請補發。

   2.奉獻收據請個人妥慎保存，如遺失恕不辦理補發，未領之收據請區負責代管並於4/19（二）

      前繳回執事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