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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國際華語特會信息要點

         　　　　　　　　　　第一篇  國度的福音

　　　　　　　　前言
　主的恢復是生命、真理的恢復，更是福音的

恢復。我們需要對福音的異象有正確、寶貝並

珍賞的認識。羅馬書十六章 25 節保羅說到：『神

能照我的福音，就是關於耶穌基督的傳揚，照

歷世以來密而不宣之奧祕的啟示，堅固你們；』

福音不只是帶罪人重生，這裏是指完全的福音，

包括基督與召會。福音不只是一則道理，一篇

信息，而是論到這福音就是神的兒子耶穌基督，

是一個活的人位。我們信入了這福音，就是這

位耶穌基督的擴大，成為祂的見證。我們所認

識的這福音要來加強、堅固我們，也要成為我

們所傳揚的福音。本次信息共有五篇，首先第

一篇信息啟示國度的福音。

　　 　　　　　　真理要點
　真理就是福音。福音包括聖經中一切的真理，

整本聖經就是神的福音。真理就是福音，真理

的光就是福音的光；召會今天惟一的使命，就

是傳福音，而福音的內容就是真理。福音是整

本舊約的應驗；福音應驗了應許、豫言和豫表，

並且把律法撤去；這是福音完滿的定義。

　接着我們從福音書的啓示來看福音的各方面。

在馬太福音裏，國度福音的目標是要將人帶進

神裏面，使他們成為諸天之國的國民。在馬可

福音裏，傳福音是為着將舊造的一部分帶進新

造裏。在路加福音裏，有赦罪的福音，為着將

蒙救贖的人帶回到神所命定的福分裏。在約翰

福音裏，有永遠的生命，使我們結果子，為着

建造基督的身體，就是基督的擴增。

　從國度的真理來看，福音就是神國度的福音。

神的國是神聖的範圍，使神能成就祂的計畫；

神的國也是神能執行祂權柄，以達到祂心意的

領域。宇宙中基本的問題乃是背叛神的權柄；

人墮落了，就背叛神，把神的權柄擺在一邊，

不承認神的權柄，不讓神在人身上掌權。藉着

國度的福音，神將人帶到屬天掌權的管治之下，

使他們成為祂的國度，就是受祂權柄管理的人。

新約傳福音是說到國度；因為神的國是真正的

福音，我們要認識福音就需要認識國度。福音

是為着國度，宣揚福音是叫背叛的罪人得救、

合格且被裝備，好進入神的國。在馬太福音裏，

國度福音的目標乃是將人擺在三一神裏，使他

們成為諸天之國的國民，而設立諸天的國。因

此，神吩咐人人要為着國度悔改。

　對於跟隨主的門徒，國度的福音要傳遍整個

居人之地，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到。

國度的福音必須藉着主恢復裏的眾召會帶到整

個居人之地（太二四 14，帖前一 8）。所有的

權柄都已經賜給復活的基督，祂就差遣門徒去，

使萬民作祂的門徒。

　　　　  　 　  負擔應用
　一、召會今天惟一的使命，就是傳福音，而

福音的內容就是真理。我們需要對福音完滿的

定義有完全的認識；珍賞真理，被真理構成，

並成為傳福音的人，召會是傳福音的召會。

　二、福音不只帶人重生，福音就是神的兒子

耶穌基督，是一個活的人位。我們要傳揚這完

全的福音，宣揚國度的福音，叫背叛的罪人得

救、合格且被裝備，好進入神的國，成為這位

耶穌基督的擴大，成為祂的見證。（游元良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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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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心意是要眾地方召會在推廣福音上有交通

　在使徒保羅所寫的書中，只有腓立比書以很

特別的方式說到傳福音。腓立比一章五節說，

『為了你們從頭一天直到如今，在推廣福音上

所有的交通。』保羅以禱告開始這卷書，喜樂

的為着腓立比人在推廣福音上所有的交通感謝

主。在此使徒不用『傳』，而用『交通』一辭，

這是很有意義的。僅僅說到傳福音有一點膚淺，

但說到推廣福音上的交通，就非常深。今天，

我們基督徒對於推廣福音上的交通是甚麼意

思，可能並不清楚。

　許多研讀聖經的人承認在腓立比的召會是傳

福音的召會。使徒保羅為他們禱告，叫他們在

推廣福音上的交通能繼續，以達成神的定旨。

在六節保羅繼續說，『我深信那在你們裏面開

始了善工的，必完成這工，直到基督耶穌的日

子。』藉着這個禱告，我們可以看見，神的心

意是要眾地方召會在推廣福音上有交通，不只

是一段時間，而是持續的，直到主耶穌基督的

日子，就是直到祂回來。我們讀到這話，也可

以看見使徒的負擔，是要這交通不被打斷。所

以，他說他深信那在他們裏面開始了善工的，

必完成這工，直到主回來的日子。藉此我們可

以看見，這裏的確有爭戰。神的心意是要眾地

方召會在推廣福音上有交通，但這交通，就是

主親自所開始的善工，有可能被打斷。我有這

個感覺與負擔，這話也可應用到我們身上。善

工已經在我們中間開始了，但有可能被打斷，

有可能停下來。所以，我們必須禱告主，使這

工作不斷往前，直到主回來的日子。

　保羅告訴腓立比人，他受監禁也是為着福音

的進展。一章十二和十八節說，『弟兄們，我

願意你們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為着福音

的進展，…這有何妨呢？…無論怎樣，基督究

竟被宣傳開了，為此我就歡喜，並且還要歡

喜。』甚至他在監裏，也是推廣福音。

　他也說當他受監禁時，他渴望並有負擔要顯

大基督。二十節說，『這是照着我所專切期待

並盼望的，就是沒有一事會叫我羞愧，只要凡

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體

上，現今也照常顯大。』這告訴我們，真正的

傳福音，不僅是話語的傳揚，乃是一種顯大基

督的生活。

　在腓立比一章末了，保羅告訴我們，我們必

須有一種行事為人，一種日常的生活行動，成

了基督的福音。二十七節上半說，『只要你們

行事為人配得過基督的福音，叫我或來見你們，

或不在你們那裏，可以聽見關於你們的事。』

我們必須有一種生活，一種談話，一種行事為

人，與我們的福音相配。然後二十七節下半說，

『就是你們在一個靈裏站立得住，同魂與福音

的信仰一齊努力。』這裏『努力』一辭，意勞苦、

爭戰。我們必須一齊勞苦、爭戰並努力。『一齊』

也非常有意義，含『如同一人，並肩完全的合

作』之意。這要求我們在一個靈裏，有一個心

思。

　真實的傳福音乃是一種交通
　這些經節裏說到好些事，我有負擔傳給你們，

使你們可以將其實行出來。首先，我們必須知

道傳福音不是僅僅個人的事，這乃是身體的事。

在五節使徒保羅使用『交通』一辭，說到推廣

福音的交通。如果這只是個人的事，就不需要

交通了。傳福音的行動必須是在交通裏的事，

因為這是身體的事。

　傳福音乃是經歷並顯大基督
　腓立比書告訴我們經歷基督的祕訣。腓立比

書是惟一一卷告訴我們如何經歷基督的書。經

歷基督是為着傳福音，傳福音就是對基督有所

經歷。換句話說，傳福音就是彰顯基督。當我

們彰顯基督，活出基督，基督藉着我們得彰顯

時，福音就得着傳揚。

　我們的傳揚需要耐心與恆忍
　我們無法單靠運氣把人帶到主面前。反之，

傳福音帶人到主面前的工作需要很多耐心。我

們需要學習基督作我們的耐心，使我們能持續

爭戰傳福音。真正的傳揚乃是爭戰。我們不該

以為我們能很容易把福音帶給人。使徒保羅用

到『一齊努力』這辭，（27，）這指明我們需

要耐心與恆忍。

傳福音需要許多禱告
　這對我們的禱告生活是真實的試驗。不要以

為要拯救一個靈魂是很容易的工作，這需要一

種禱告。我們為某個人多有禱告，他就會得救。

（摘錄自「憑生命的路傳揚福音」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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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要求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有實際、真實的見證】

　真實的傳揚和福音的開展，必須是我們的日常生活，是我們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我們不僅藉着

話語傳揚，更藉着我們的生活傳揚。不僅如此，我們必須有所花費，並且花費自己。大部分藉着信

徒生活見證而被帶到主面前的，都堅定站住並在生命裏長大。他們是憑藉甚麼得救？乃是藉着生命

的見證。（摘自「憑生命的路傳揚福音」第九章）

【青少年福音月負擔交通】

　面對這世代墮落的洪流，青少年在這個階段中（13 ～ 18 歲）最需要的是有正確的人性，而這六

年是他們人性器皿被裝備的時候。他們如何成為這世代的見證和醫治呢？他們需要享受耶穌的人

性，走一條構成的路。我們需要幫助他們在素質上享受主耶穌自己，並且在他們身上散發一種芬芳

的美德，而成為對同學的吸引。在已過的半年，有 55 位福音朋友因着這個吸引，一個月至少兩次

來到青少年的小排中。為着這個，目前我們有五項實行來配合我們在青少年身上的負擔：

　一、讀經 ─ 天天在學校打開聖經讀五分鐘。

　二、唱詩 ─ 每週學背唱一首詩歌。

　三、禱告 ─ 天天花至少五分鐘在主前禱告。

　四、福音 ─ 在神聖的愛裏關心他們，為他們禱告，邀約他們到你的小排中。

　五、宣告 ─ 向主宣告本學期你要邀多少人到小排中，要結多少個果子獻給主。

【需要配搭的項目】

　請為青少年在這三方面禱告：第一、青少年過神人的生活走構成的路，在校園中有實際、真實的

見證；第二、為着青少年的心願〈邀約 108 位福音朋友至小排，31 位受浸〉得着成就；第三、為

小排常客突破受浸的屬靈關口。

　在四月裏，我們將為這 55 位經常來小排的福音朋友們有幾場福音收割的聚會，在各面事務〈福

音短講、會中陪伴以及飯食等〉需要弟兄姊妹們的配搭。還有，青少年受浸需要經過父母的同意；

但是，有一些情形是孩子願意，父母不答應，故需有活力看望〈小排常客的家訪〉的配搭。藉着看

望讓這些家長看看我們，使他們對孩子的受浸有一種信心和把握，看見讓他們的孩子在年少的時

候就得着耶穌是他們最大的幸福。這將成為召會未來的盼望，也是為着主的回來豫備新婦，為此，

我們需要得着今日的少年人。（青少年服事者）

青少年福音月負擔交通－憑生命的路傳揚福音

－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帳幕的蓋(二)

　出埃及記二十六章一節題到藍色、紫色、朱紅色。藍色表徵性質和外表都是屬天的東西。主耶

穌在祂的人性裏，在祂的為人生活裏完全是屬天的。祂的生活不像一個屬地的人，反而在性情上、

外表上，都像一個屬天的人。

　紫色是君尊的顏色。它表明在地位上、行為上，都是君尊的。雖然主耶穌是一個拿撒勒人，但

祂的為人卻像一位君王。帳幕頭一層蓋是朱紅色，表徵主耶穌為着救贖罪人而流血。

　用功匠的手工，繡上基路伯。基路伯乃是活物，在其中能看見神的榮耀。在人性裏的基督乃是

受造之物，而神的榮耀彰顯在祂身上。頭一層蓋遮蓋並保護我們，這蓋也包圍我們。主耶穌的人

性遮蓋我們、保護我們，也環繞我們。我天天都在神帳棚的遮蓋之下，也為神的帳棚所保護。這

蓋環繞我，甚至把我包含在裏面。在主耶穌的遮蓋、保護、環繞之下，我享受基督作為約櫃、陳

設餅的桌子和燈臺。（摘自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九十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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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南市召會所有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喜

樂！離開台南轉眼已過一個半月，此期間在主

恢復中有許多的沖擊，裏面憂喜交織，但我們

相信一切都在祂手中，也相信一切變遷都是為

着祂經綸中的分賜，也為着祂身體的建造。

　巴黎召會繼續在主的恩中往前。二月份一回

到這裏，就發現校園服事團這一批青年弟兄姊

妹，仍舊堅定持續的禱告交通；更得鼓勵的是

目前已有近二十位新人（法語的尋求者）持續

在他們的牧養之下。感謝主，漸漸得着一些年

輕聖徒，願實行活力排並照神牧養。

　但我們仍有重的負擔，為着主在法國巴黎的

見證，一再求主復興法國的聖徒，也求主興起

更多能用法語餧養小羊的人，至少盼有更多聖

徒願意陪人有法語的晨興，願主真是引領更多

聖徒從『靈』開始，從『靈』得成全，盼全召

會能彀逐漸有晨晨復興的生活。

　為着主在法語世界的行動，我們滿了感恩。

今年又有了往前，二月下旬的一個週末，法國

幾處較成形的召會之代表弟兄們有一次全天的

相調禱告與交通，彼此認識，共同追求，同心

禱告，尋求主在法國的往前行動，也一同進到

主今日在歐洲行動的水流中。一整天的交通加

上二餐的愛筵，真是滿了主的同在，我們都感

覺我們何等需要更多有交通，使我們相調為一，

讓主在法國的見證，有強的同心合意作為基礎。

　這段時間，為着中東與北非的難民潮大量湧

向歐洲，使得這福音的白馬在歐洲，特別是在

德國快速奔跑，主已興起全球的聖徒趕往德國，

配合主福音的流，凡有分於福音行動的聖徒都

極其受感動。我也去了德國二次，非常受感動，

看到主在這些難民中間，這樣愛他們，這樣得

着他們，這些難民向主是這麼敞開，我覺得這

是黃金機會，一定要趁現在加緊得人。我們實

在是親眼看見難民們的敞開，首先他們普遍對

我們敞開，只要你打個招呼，許多人就會湧過

來與你交談，而在這許許多多敞開的羣眾當中，

我們總會找出一些人對福音，對主耶穌，對聖

經有興趣的人。他們從原本的宗教、文化、社

會，連根拔出，失望至極。如今願重新尋求人

生的意義，與宇宙的至寶－主耶穌基督，這位

又真又活的神。開展二個月下來，在杜賽多夫、

柏林、法蘭克福以及司圖加特四處都有許多人

接觸到福音，有了穩定的家聚會餧養。許多人

來到我們的各種福音聚會中，接受主並呼求禱

告，甚至在司圖加特的召會，已有十幾位難民

穩定參加主日聚會，也有十位難民已經受浸歸

主，逐漸有更多的新人進入 《與神同行》的初

信餧養課程中，看見主真是愛他們，我們也油

然興起對他們的愛。

　同時，主又藉着在校園裏發送德文恢復本聖

經，也發現或

許因德國社會成分變動，德國人中也顯出了更

多尋求真理的人。因此，主在德國人中間也有

了強的工作，但願他們能真實摸着主和神的經

綸，被成全成為德國眾召會中的柱子。

　目前四處召會都積極的將新人和福音朋友聯

於本地聖徒的家中，一面這些難民實在需要家

中的家排聚會，好被托住，得養育和成全；一

面這也是地方召會得建造的路。願主得着每一

本地聖徒的家，打開牧養為着建造。另一面，

目前在開展上，最急迫的需要，就是我們需要

有阿拉伯語、波斯語的翻譯人才，請為着主能

得着許多合適的翻譯者禱告，好使我們的福音、

餧養不受攔阻。 

　這段日子一位位親愛的聖徒離世與主同在，

他們多已成熟，如同寶貝被主『偷去』，我們

一面不捨，但一面又何等需要儆醒，我們都渴

慕成為得勝者，豫備新婦，建成國度，迎祂回

來，與聖徒共勉之。戴冠璋弟兄夫婦已平安到

達，與我們同住一段時間，就要去姊妹之家陪

伴十天，求主祝福他們牧養的腳蹤。問候眾聖

徒安，特別求主記念在病痛中的聖徒們，願主

的安慰、同在加倍的臨及他們，願三一神的愛、

恩、與交通與你們眾人同在。

　　　　　基督的家奴

        　　　　　　          陳洵弟兄 陳王靜姊妹

　　　　　你們的同夥 

奮力活動的神在歐洲繼續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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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大區 日期 週 時間 地點 行動簡述 聯絡人 手機
二 每週 一 20:00~21:15 全聯 外出傳福音 白家禎 0985-780-113
二 每週 四 18:00~20:00 成大醫院 外出傳福音 吳林成新 0919-100-622
三 4/16-17 六 ~ 主日 08:00~17:00 墾丁 大區相調 翁宏仁 0912-008-557
四 4/16 六 18:30~21:00 林凱翔家 小排福音 楊清籐 0917-610-151
五 4/17 主日 18:00~20:00 喜樂屋 青職福音愛筵 陳王永江 0912-123-793
六 4/11 一 19:30~21:00 大橋全家 外出傳福音 陳文川 0981-172-565
六 4/13 三 19:30~21:00 馬路福音 外出傳福音 李光恩 0911-071-700
六 4/16 六 15:00~16:30 李天義家 青職福音 李天義 0920-726-736
六 4/18 一 19:30~21:00 大橋全家 外出傳福音 陳文川 0981-172-565
六 4/20 三 19:30~21:00 馬路福音 外出傳福音 李光恩 0911-071-700
九 4/16 六 18:30~20:00 仁德區會所 福音愛筵 劉維仁 0971-031-362

十三 4/14 四 19:00~21:00 麻豆區會所 青職福音愛筵  洪琮博 0921-562-513
十三 4/21 四 19:00~21:00 麻豆區會所 青職福音愛筵  洪琮博 0921-562-513
十五 4/16 六 18:30~20:30 新興路會所 青職福音愛筵 林暉智 0953-81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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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人－

受浸名單（3/1~4/3）
101 呂妍儀、洪譽恩 102 杜健暐、黃秉豐、戴祿庭、

鄭明峰、鄭旭倫、張哲修、陳冠廷、吳榮沅、、莊

人樸 105 吳麗芳 107 王珞安 202 丁德維、劉羽晨、

梁德萱 203 吳明家、潘士榮、施元明、鄭乃文 204
劉東霖、黃沛翔、徐子彧、錢坤逸、吳明家 301 馬

國豪、陳皇翰、莊惠雅、陳湘文 302 許翔崴、吳尚軒、

徐國軒、張博鈞、吳政勳、黃舜旗、張朝翔、吳宗

奇 303 陳冠雅 306 廖昱婷、趙靖 401 詹志忠、詹喬

宇、徐加城 402 鄭婉如 404 蔡哲維、陳思豫、劉羽

宣、吳宛宜 503 沈弘明 602 許桂蘭、馮嘉毅、朱宜

蓁、簡振庭、林倢伃、巫國任 603 廖筱茜、胡哲晨

604 吳彩滋 605 余敏銡、黃志成、邵昱仁、陳俊宏

701 吳姿穎、周三奘 704 李承誌、紀宗澔、張家誠、

郭建毅、邱建銘、鄒罕傑 705 魏阡卉、蔡嘉穗、陳

琦婷、吳俞萱 802 呂幸娥、王怡凱 901 吳美萱、陳

葆庭、曾世堯、劉子銘、黃孟泓、洪進雄、林靖傑、

陳洹瑀、尹綺憶、陳弘諭 902 黃苡雰、張民協 903
郭庭瑜、陳宇珩、陳姿綺、曾天意、雷誠忻、何家

美、孔祥珊、莊得仲、吳珮如 1001 傅羽嬋、陳科谷

1002 陳翰騰、朱睿宇、黃寶英、顏周滿榮 1003 張

瑋芳、房妗芠、楊念綺、林培芬 1101 王見全、曾嘉

正 1103 蔡佩伶、吳奇 1301 黃泰欽、紀宜佑、盧昱鈞、

張育萍、朱珮吟、郭宸希、曾柏憲、邱有翔 1302 張

若琳 1302 莫綺婷 1303 吳品萱 1403 陳天翔、陳泳滕、

曾敏惠 1404 鄭松池 1501 邱鈺婷、吳佩蓉 1601 沈承

翰 1602 曾雨恬、李奕諵 1611 郭宸銘（共 131 位）。

受浸心得
蔡佩伶：平安喜樂！

陳天翔：希望一切能重新開始。

陳泳滕：感謝主接納我。

王見全：喜樂！

陳翰騰：驚奇！

張博鈞：人被造是為了盛裝神。

吳政勳：感動，感激楊老師介紹主耶穌給我。

劉羽宣：很開心！

陳宇珩：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

李承誌：我很喜樂，感謝神！

鄭乃文：很喜樂 !

陳皇翰：太喜樂了！

曾天意：成了神的兒女。

吳佩蓉：心靈得到平靜，不再懼怕。

孔祥珊：喜樂，身份的轉換，接受主得救。

張家誠：受到神的保護。

張瑋芳：清新、心靈安穩而平靜。

吳俞萱：認識新朋友－主耶穌。

曾柏憲：喜樂！

莊惠雅：感謝主讓我得救，使我重生。

陳冠廷：希望擺脫過去的一切。

吳榮沅：感謝主耶穌！

趙    靖：我得救了！

沈承翰：感到愉快和幸福。

黃泰欽：我把重要的 e-mail 留作資料，代表我願意

　　　　相信主。

王珞安：信主前，焦慮、自卑、失眠、恐懼、不安、

　　　　痛苦；信主得救後，平靜、樂觀、喜樂、

　　　　勇敢、好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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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4 20 9 2 21 13 2 21 14 4 2 14 11 3 5 169

1/1 ～ 4/3 各大區受浸人數累計

脫離黑暗權勢　遷入愛子國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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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晨興聖言「國際華語特會－福音」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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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課下半「在三一神的恩典裏經歷基督為子（四）」。

　　 4. 書報追求 「同心合意實行神命定之路」第 5~6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131~132 篇。

　  5. 背經進度「歌羅西書」，西 1:16 ～ 1:18
西 1:16  因為萬有，無論是在諸天之上的、在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
         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都是在祂裏面造的；萬有都是藉着祂並為着祂造的； 
西 1:17  祂在萬有之先，萬有也在祂裏面得以維繫；
西 1:18  祂也是召會身體的頭；祂是元始，是從死人中復活的首生者，使祂可以在萬有中
         居首位；

Col  1:16   Because in Him all things were created, in the heavens and on the earth,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whether thrones or lordships or rulers or authorities; all things have been 
created through Him and unto Him.

Col  1:17    And He is before all things, and all things cohere in Him;
Col  1:18   And He is the Head of the Body, the church; He is the beginning, the Firstborn from the 

dead, that He Himself might have the first place in all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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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主日 ) 口利 6:1-30 口可 11:1-16  口可 11:9
4/11( 週一 ) 口利 7:1-38 口可 11:17-33  口可 11:24
4/12( 週二 ) 口利 8:1-36 口可 12:1-27  口可 12:24
4/13( 週三 ) 口利 9:1-24 口可 12:28-44  口可 12:30
4/14( 週四 ) 口利 10:1-20 口可 13:1-13  口可 13:13
4/15( 週五 ) 口利 11:1-47 口可  13:14-37  口可 13:33
4/16( 週六 ) 口利 12:1-8 口可 14:1-26  口可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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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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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週一 )
 4/12( 週二 )
 4/13( 週三 )
 4/14( 週四 )
 4/15( 週五 )
 4/16( 週六 )

  －報告事項－
仁德開展各大區配搭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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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日

15:30-17:30
叩訪

19:00-20:30
叩訪

日期 大區 日期 大區 日期 大區 日期 叩訪 聚會 日期 大區 日期 大區

4/13 十五 4/14 十六 4/15 二 4/16 十二 三 4/17 十 4/17 四

4/20 四 4/21 五 4/22 一 4/23 十三 四 4/24 七 4/24 六

4/27 三 4/28 十五 4/29 十六 4/30 十四 六 5/1   - 5/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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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請聖徒提供住仁德區之親友名單給劉維仁弟兄（0971-031-362），以便配搭接觸、看望 。
3. 白天配搭時段：週二～六，10:00 ～ 12:00；15:30 ～ 17:30。地點：仁德區會所（德善一街 8 號）。

 大區 
  二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4/12（二）20:00，地點：北門路會所。  
  十四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4/12（二）20:00，地點：鹽水區會所。   
  十五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4/12（二）20:00，地點：新興路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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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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移民潮至德國接受福音而得救的聖徒，能持續接受餧養，過正常的召會生活。

    柬埔寨：吳教安弟兄夫婦－4/30-5/2在磅士卑的家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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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職福音月，全力得青職，受浸目標為58位青職果子。

    大專：福音節期所得着的平安之子，能有80位持續被接觸並帶到初信餧養聚會。

   青少年：青少年福音月，小排常客過受浸的關；國三會考及高三統測，求主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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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兒童品格園
1. 時間：7/6（三）至 7/9（六）。

2.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生（限額 300 人）。 
3. 費用：1000 元。聖徒孩子以邀到同學參加者優先錄取，額滿為止。

4. 報名窗口：蔡湫雁姊妹（0955-354-629），報名表請至召會網頁下載。DM 已隨週訊發至各區。

 二○一六年全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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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截止日：4/10（主日），逾期將不受理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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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息聚會　
（101 區）于世俊弟兄　 時間：4/16（六）9:30，地點：台南市立殯儀館懷慈廳。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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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報　歌羅西書背經卡，一張 10 元，請至書報室購買。

一○四年度個人奉獻收據領取
 1. 一○四年奉獻收據已發至各小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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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召會成全聚會暨專項成全
1. 時間：4/10（主日）15:30 ～ 16:50 成全聚會，17:00 ～ 17:50 專項成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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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豫讀出埃及記二五 23 ～ 40 及生命讀經第 90 ～ 94 篇。

區／項目 場地 真理班 生命班 事奉班 兒童 青少年 大專 青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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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台南聚會場地及事務服事　 總管：鄭博字 0931-838-111、蔡登南 0956-061-558

　  電器：三大組，交管：八、九大區，兒童：二、十五大區。
　北台南事務服事

整潔 會前電器、場地佈置 會後一樓厠所 會後一樓會場、會客室 會後二樓餐廳、厠所
大區 十四大區 十一大區 十二大區 十三大區

兒童服事 15：20 ～ 16：00 16：00 ～ 16：40 16：40 ～ 17：20 17：20 ～ 17：50
大區 十三大區（操練靈） 十二大區（故事） 十一大區（美勞） 十四大區（遊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