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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國際華語特會信息要點

         　 第五篇　神福音的最高點

　　　　　　　　前言

　第四篇說到『保羅的福音—完成的福音』，

保羅照神所賜的管家職分作了執事，要完成神

的話；因此，保羅的福音是完成的福音。保羅

的福音包括四卷福音的各方面—國度、生命、

赦罪和服事；然而，他在書信中涵蓋得更多，

因為福音的許多重要方面，只見於保羅的著作。

接着我們要來到本篇信息：神福音的最高點。

　　 　　　　　　
真理要點

　永遠的神在祂的永遠裏，照着祂的心願有一

個『夢』，使祂定了一個計畫，這計畫在新約

裏稱為神的經綸－『神成為人，人成為神』。

神永遠的經綸就是神永遠的目的和祂的心願，

要把祂自己在祂神聖的三一裏，就是父在子裏，

藉着靈，分賜到祂所揀選的人裏面，作他們的

生命和性情，使他們能彀與祂一樣，好成為祂

的豐滿，祂的彰顯。神永遠的經綸，乃是要使

人在生命、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與祂一模

一樣，並使祂自己與人成為一，使人與祂成為

一，因而使祂在彰顯上得以擴大並擴展，使祂

一切神聖的屬性得以彰顯在人性美德裏。

　神創造我們，為要完成祂的經綸，目的是要

我們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為神，但無分於祂的神

格，好成為祂的彰顯。神有一個心願和一個目

的，就是要把祂自己作成人，也把人作成神，

使神與人二者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一模一樣。

因此，神創造宇宙，以祂的心願—人—為中心；

這心願一點不差乃是與神同類的人，他要繁殖

而充滿全地。於是，神就按着祂的形像，照着

祂的樣式造人；所以，人不是照着自己的類被

造，乃是照着神的類被造。至終神成為人，就

是神人耶穌；這神人藉着祂的死與復活複製祂

自己。

　在基督裏，神和人已經成為一個實體，就是

神人。因着主耶穌是由神聖的素質成孕，且從

屬人的素質所生，所以祂生為一個神人；因此，

祂這位神人兼有兩種素質—神聖的素質和屬人

的素質。聖靈在童女裏面這樣的成孕，構成了

神性與人性的調和，產生一個神人，是完整的

神，又是完全的人。這個神人有人性連同人性

的美德，盛裝神並彰顯神連同神聖的屬性。

　起初，聖經說到一個神人；今天這個神人已

經成為眾神人。主耶穌這第一個神人是一個原

型，為要產生許多神人；這許多神人乃是祂的

複製。神成為人，為要得着祂自己的大量複製，

因而產生新的一類；這新的一類乃是神人類。

主耶穌這位神人是一粒麥子落在地裏，為要產

生許多子粒，作祂的複製。我們必須看見，我

們是神人，從神而生，有神的生命和性情，屬

於神的種類。

　　　　　  　 　負擔應用

　一、今天我們實行青年得一萬，家餧養、排

成全、與眾聖同過神人生活，以達到神經綸的

目標。

　二、在這世代的末了，我們教導並傳揚一個

真理，就是神成為人，為要使人成為神，在生

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與祂一樣；聽見

這真理乃是一大福音。

　三、神創造我們，為要完成祂的經綸，我們

不僅是基督徒或在基督裏的信徒—我們乃是神

人，神人類，神的複製；這是神福音的最高點。

（王志宗弟兄）

 

　全台弟兄事奉集調第二、三梯次，時間：4/25~27，4/28~4/30，地點：中部相調中
心。報到時間：16:00，聚會時間：19:30。

　春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信息特會，時間：5/1（主日）9:30，地點：各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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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福音最好的地方是在我們的家裏

家－傳福音最恰切的所在

　哥尼流是一家得救，不是一個人得救。哥尼

流請他親屬密友來，要聽彼得所說的話；彼得

對他們講了，哥尼流家裏所有的人都得着了，

聖靈降在他們所有的人身上。（初信造就，第

五十頁）

　把召會建造在聖徒家裏，就能藉着家普遍傳

福音。凡把家作得好的召會，都不需要大傳福

音，福音自然就傳遍了。家是最容易摸着人心，

滲透、深入人心、靈的。這並非說不可有大聚

會的福音，但一年只要有幾次就彀了，重在收

割而不是撒種。最重要的是要在家裏建造召會，

藉着家把福音普及出去。（新路實行的異象與

具體步驟，第二七八頁）

　從理論上來說，一個基督徒得救了，最低限

度一週要有一次家庭聚會，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聖經的榜樣給我們看見，凡願意每週打開家，

讓親友鄰舍有機會聽福音的，這能福音化他們

的全家，拯救他們的家少犯罪、少發肉體，而

多得主的祝福和光照。沒有一對夫妻是不拌嘴、

吵架的，但每週有這麼一次家庭聚會，會拯救

夫妻不吵嘴。有時輭弱，一週都不讀經；但在

小排裏，至少還能讀到一次聖經。一年讀經

五十二次，這也是很大的一件事。（新路實行

的異象與具體步驟，第一三九頁）

看望照顧的安排－愛筵

　信徒常在一起喫飯，乃是合乎聖經的；並且

信徒在一起喫飯，心裏容易火熱起來，靈裏也

能相遇交通。譬如在行傳二章，教會在新開始

時，信徒就常在一起喫飯交通。十八年前我在

北方，也常有這樣的經驗。弟兄姊妹在一起，

歡喜快樂，享受交通，這是很有助益的。所以

我鼓勵弟兄姊妹要常作愛筵。

　你們長老和負責弟兄也要常催弟兄姊妹有愛

筵。要問他們：今天有沒有請愛筵？如果他們

沒有請，就再問他們有沒有心請愛筵？如果他

們有心了，就再問他們何時請呢？如果日子沒

有定，就問他們大約何時？如果他們說，再過

幾天。你就再對他們說，可不可以後天呢？如

果可以，就再問他們要請誰？他們如果說，請

某某熟人或者弟兄姊妹。你若覺得不太好，就

要即刻問說，可不可以我代你介紹某某弟兄？

這樣作，就能使弟兄姊妹彼此熟悉，有更多的

交通。  
　如果一個聚會裏，有八十人來聽福音受浸，

之後就有許多弟兄姊妹自動請受浸的弟兄姊妹

愛筵，每一個受浸的人，有五、六人陪着喫愛

筵，我相信這些被請赴愛筵的弟兄姊妹無法不

愛主，無法不來聚會，無法不常存。愛筵的機

會必須弟兄姊妹去創造出來，可以在主日聚會

後約好，平時在家中總要豫備一些座位。你的

家如果常打開，請弟兄姊妹喫愛筵，你家中的

人就很容易信主。當然你們負責人光提倡不彀，

還必須自己具體的作…。

　愛筵的對象最好以福音朋友、不認識的弟兄

姊妹為主。如果弟兄姊妹之間，今天你去他家

喫，明天他來你家喫。末了用在愛筵上的花費，

就彼此報銷了，因為大家所有的都是主給的。

我們必須多請不認識的弟兄姊妹。這樣的愛筵

有深厚的意味；有愛心接待的愛筵，就容易生

發彼此相愛的心。弟兄姊妹如果常有這樣的愛

筵交通，教會的交通就會多有見證，記念主、

敬拜父，就多有讚美感謝。負責愛筵的弟兄姊

妹，必須盯住這件事。（主恢復中成熟的帶領

《卷二》，第三十九篇，第二○一～二○三頁）

關於聚餐

　至於弟兄姊妹間的聚餐，不能只是普通的在

一起喫飯，乃要變作猶大書十二節的 agape，可

以直譯作『愛筵。』『愛筵』這辭原文只有『愛』

的意思，並沒有『筵』字，就是在喫飯的時候

表示愛。在初期的教會裏，信徒常常在愛裏為

着交通和敬拜，在一起用餐，（徒二 46，）並

把這種筵席和主的晚餐聯在一起，（林前十一

21 ～ 21，33，）稱之為 agape。所以當我們來

在一起喫飯時，乃是為着表示彼此的相愛。（主

恢復中成熟的帶領《卷二》，第三十一篇，第

一一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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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召會中建立興旺的兒童工作
　
『全召會這樣一動起來，眾弟兄姊妹就都有事奉的機會。有的把家打開，有的帶孩子來，有的

教導他們，大家齊心努力為着主的心意，這個益處真是難言。那會給孩子們最好的印象，看見我

們都是為着主，…我們這樣作，孩子們從幼年的時候，就得着一個深刻的印象，看見人怎樣為基

督活着，為基督捨己，而不為自己。這個益處是到了極點。此外，這還有一種說不出的影響力，

無形中影響了兒童的親友；等到一有福音聚會，就容易請他們來。所以，兒童工作真是一大項服

事。』（事奉配搭與愛中洗滌，一○一頁。）

　主僕帶領眾召會實行神命定之路，尋求改制使召會繁殖擴增時，曾多次交通到兒童工作的重要。

兒童工作不僅能帶進召會現在的擴增，更與召會未來的前途及見證有關。為着召會的現在與未來，

迫切需要在召會中建立興旺的兒童工作。兒童工作的『興旺』，乃在於眾聖徒的配搭。在主僕橫

跨十八年（一九六七至一九八五年）的交通中，多次題到在兒童工作中關鍵的聖徒：負責弟兄及

同工們、姊妹們、青年人（大學生、青少年）、年長聖徒、全召會。

　正如每年九月為大專學生對福音空前敞開的節期，暑假是兒童們到主這裏來的最佳時機。召會

特於今年暑假分南、北區域舉辦兒童品格園，盼望更多兒童能藉着來到召會中，享受永遠生命的

祝福。時間、地點、兒童目標人數如下：

大區 時間 地點 目標兒童數
南台南 一～十，十五～十六 7/6（三）～ 7/9（六） 裕忠路會所 300 人
北台南 十一～十四 8/20（六）～ 8/21（主日） 各大區會所 200 人（各大區 50 人）

　上表各場目標兒童數，至少一半為福音兒童。為此，除了懇求眾聖徒獻上金香壇的禱告外，更

盼望下列聖徒們響應主的呼召：

　　　　　　　　　　　　　一　 兒童及兒童家長—邀約同學
　鼓勵所有兒童家長拿起負擔，陪伴孩子們列名單、代禱、邀約，並儘速報名。此次報名條件『聖

徒孩子以邀到同學參加者優先錄取』並非限制，實盼召會的下一代滿有福音的喜樂，帶着同學一

同來過節！

　　　　　　　　　　　　　二　 姊妹們—課程配搭施教
　『兒童工作也是百分之九十以上需要姊妹們作；姊妹們若不作，就毫無辦法。』（事奉配搭與

愛中洗滌，五三頁。）此次南、北品格園需有廣大課程配搭的需要，願中壯年及青年姊妹們能答

應主的呼召，響應主僕的呼籲，一同投身課程配搭，代代相傳，生生不息！

　　　三　 小學的教職聖徒—邀約福音兒童
　我們也鼓勵在小學任職的教職聖徒們，一同發放 DM，邀約孩子們同赴饗宴。『焉知你得了王

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這樣的時機麼？』（斯四 14 下。）

　　　　　　　　　　　　    四　 所有聖徒—飯食服事配搭
　品格園期間，飯食點心的豫備有極大需要，藉着聖徒們愛中的服事，基督身體實際的活出更是

對福音家強而有力的福音。（兒童服事者） ※ 凡有心願配搭者，請聯絡黃雅欣姊妹。

－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帳幕的蓋(四)
　第二層蓋－表徵基督替我們成為罪。山羊毛則象徵罪人的罪行。十一幅幔子，十一是五加六組

成的，五是責任的數字，六則表示過度、踰矩。基督自己雖然沒有作甚麼越軌的事，但祂卻擔負

了我們的罪。祂成為罪是要擔負我們的罪，那是基督的踰越。第三層蓋─公羊皮作的蓋。染紅公

羊皮的蓋表徵基督受死，流出祂的血。我們如今被基督完滿且完全的救贖所遮蓋。第四層蓋─海

狗皮作的頂蓋。海狗皮表徵基督是能彀抵抗所有攻擊的那位。祂面對撒但攻擊的時候，的確是嚴

厲而強韌的。（摘自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九十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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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到家神人生活座談報導

奇妙恩膏憑靈而行

　如同詩歌二百一十五首的副歌說到：『在我

裏面有一奇妙恩膏，有一奇妙恩膏，凡事都教

導；…。』這次的聚會滿了膏油的塗抹，使來

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得着主奇妙的引導－在尋求

婚姻的事上，在經營婚姻生活的事上，叫我們

看見不是憑着己意，乃是照着那靈。在擇配的

事上必須在神面前好好考慮過，好好地尋求。

進入婚姻後就不打算『出來』了。而在婚姻生

活、家庭生活、為人生活上走正確的路，乃是

天天向主敞開，向主話說『阿們』，使心思更新、

話語改變。當我們天天在生命裏享受主的話，

使我們經歷膏油的塗抹，我們的婚姻生活就會

有所改變。

　在經歷的方面，李常受弟兄的夫婦箴言裏面

有幾項重要的點：

　一、同心禱告、同讀主話是每日的需要：起

初一同禱告比較困難，最好是尋找對方需要的

信息輪流一起追求；在固定的合適時間裏，每

次短短幾分鐘，然後一同禱告。

　二、敬愛對方的親人是蒙福的本份：這點涵

蓋生命的變化和己的否認。這能使許多與對方

親人相處的問題得着解決。

　三、第一次的失和是撒但的門戶：夫妻爭吵

是可能有的，但一有失和的情形必須趕緊和好，

學習經歷『赦免就是忘記』。

　四、不讓自己成為對方的十字架。事實上，

我們已經是對方的十字架了，只是不要『故意

作』對方的十字架。卻要常常接受對方是自己

的十字架為得勝的祕訣。

　因此，我們必須『花功夫學習』如何作丈夫

和妻子。

　張紀尊弟兄夫婦見證，在他們五十年的婚姻

生活中，因為彼此都活在神面前，就在生命裏

過甜美的婚姻生活。結婚後雖然多少都會有

摩 擦， 卻 操 練『 不 可 含 怒 到 日 落，』（ 弗 四

26，）以及『但他們的心幾時轉向主，帕子就

幾時除去了。』（林後三 16。）因此即使吵架，

也轉回靈裏繼續往前。並且他們同心合意的禱

告，彼此的順服，為着成大校園把家打開，就

帶下神莫大的祝福。

　李光弘弟兄夫婦分享，『神人家庭生活』不

是人過的，人是作不到的，這樣的生活是神人

過的，夫妻必須一直經歷神人調和的生活。家

庭生活最重要的操練就是否認己，沒有己就有

美滿的家庭生活。並且『愛』是很重要的；在

生活中真誠、適時地在言辭和行動上，表達對

對方的愛和感謝，不僅使夫妻間關係甜美，也

會使孩子與父母間的情感維持親密。因此，神

人家庭生活就是『二靈成為一靈，二命聯於一

命，接枝的生活』。

問與答

　一、如果已訂婚，但不再有愛的感覺和吸引，

婚約是否要繼續？

　答：應該要有服事者交通，因為婚約取消是

重大、謹慎的。如果已有訂婚的關係就必須負

起責任，不要有虧欠。

　二、聖徒介紹婚姻對象都不合適，怎麼辦？

　答：讓老練帶不老練，一起操練作得更多，

配搭也比較安全。

　三、丈夫下班回到家不曾幫忙家務，只靠當

職業婦女的妻子作家事，家中一直很凌亂，該

怎麼辦？

　答：姊妹憑着主的恩典忍耐。弟兄學習被變

化到姊妹所感覺的。

　四、在婚姻生活中，姊妹在各方面比弟兄優

秀，以致無法給弟兄肯定，該如何？

　答：弟兄要更在靈裏，使弟兄的好比姊妹的

好更有價值，在靈裏就受尊重。姊妹知道自己

比弟兄好，還得覺得自己沒那麼好，時時在靈

裏表揚弟兄。

　五、弟兄內向，許多對外的事是姊妹處理，

姊妹覺得無力感，怎麼辦？

　答 : 姊妹為弟兄作，還得學習蒙頭，使弟兄得

着扶持。

　六、弟兄（姊妹）參加過全時間訓練，但是

現在聚會不正常，另一半該如何服事？

　答：不是參加過訓練就永遠是神人。要看見

主一鬆手我們就跌碎了，人的輭弱是可諒解的，

人的失敗是可赦免的。一面，離了主我們就不

能作甚麼，另一面，離了主我們甚麼壞事都敢

作；因為離了主我們就活不出正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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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2016 年書報展裕忠路會所整潔相調

大區 整潔區域 大區 整潔區域
一 A102、A 棟廚房 十 B101、B102
二 A103、A104（含廁所） 十一 B 棟 1F 男女廁所、更衣室
五 大會場左 1/2（鋼琴側） 十二 A101（含廁所）、會所圍牆
八 大會場右 1/2（電器側） 十五 A 棟男女廁所、走廊
九 中型會場（含電器室） 十六 B 棟 1F 大廳、茶水間

會後整潔：書報展當天會後，四大區負責大會場，七大區負責中會場。
    1. 請各大區於 4/30、5/1、5/7 當日自行選定時段完成整潔，並回報總管。

    2. 請各大區服事窗口於整潔完成後 , 巡查各區域門窗及物品定位。

    3. 服事總管：簡錦龍弟兄（0982-468-032）、陳瑞淦弟兄（0918-403-738）。

  大區　 四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5/3（二）20:00，地點：裕忠路會所 A102 室。

　　　   六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4/26（二）20:00，地點：中正南路會所。

  青年班全時間訓練學員呼召聚會 時間：4/30（六）10: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區域分配（註：三、六、十三、十四大區為書報展當天交管服事）

　七、弟兄在職場上忙，如何幫助弟兄享受主？

　答：姊妹需有智慧的陪弟兄享受，不要讓弟

兄有壓力。

　八、弟兄在職場忙，姊妹也忙召會生活，如

何培育兒女？

　答：父母皆在生活中作榜樣！

　九、孩子們彼此年紀相近，常常因為小事爭

執，不知道如何處理？

　答：可與有經驗的姊妹多相調、多交通。

　　　　　　　　　　　　　　（文字組整理）

　　      －神人生活－

　　      －仁德開展－

忠信出訪，為主得人
　三月二十七日，我們到達台南仁德，開展交通禱告後，已經是晚上八點多了。當我們正在考慮

這麼冷的天氣且時間也不早了，究竟是該出去傳福音或是留在會所打電話回訪名單。就在這時候，

我們感覺還是順從裏面主的引領，於是各人披上羽絨外套外出開展去！結果不到半小時，就在會

所附近一家香雞排店遇見平安之子。我們簡單地邀約她回會所一同認識主，她就提着剛買好的雞

排跟着我們走。回到會所，她專心的聆聽我們所傳的信息，並跟着姊妹呼求主名並禱告，然後她

就受浸得救了！在這過程中真是經歷我們只需要忠信的走出去，只憑信心接觸人，必能遇見主所

豫備的平安之子！
只憑信心，不憑眼見

　在仁德這地，每個社區中都有大大小小的廟宇，傳統的信仰也深根於人心。但我們眾人仍堅定

持續的禱告，在禱告中深信主必分別一班人，並將他們從這宗教的世代中拯救出來。週六正好會

所附近的廟正在舉辦活動，且有大型的宴客。但我們仍憑信心至廟口傳揚福音，尋找平安之子。

有位姊妹分享當她走到廟口看見一位年輕人時，她就憑信心跟他傳講福音，然後跟對方說『走！

帶你去會所看看！』福音朋友就跟着走了。到了會所，聖徒看見福音朋友來就請他坐下！對方就

坐下聽聖徒所傳講之受浸的真理。最後，繼續帶着權柄吩咐他『起來！受浸！』對方就順服的換

衣服準備受浸，我們真是經歷信已經得着的就必定得着！（全時間訓練學員）

傳福音前釋放靈的禱告

　　　，，

校園傳福音 得救受浸 福音聚會結果子 甜美的家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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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晨興聖言「春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建造召會的事奉」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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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課下半「在三一神的恩典裏經歷基督為子（五）」。
　　 4. 書報追求 「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福分與地位」第 1~2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第
             135~136 篇。

　  5. 背經進度「歌羅西書」，西 1:22 ～ 1:24
西 1:22 但如今祂在基督肉體的身體裏，藉着死，叫你們與自己和好了，把你們聖別、沒有
        瑕疵、無可責備的呈獻在自己面前； 
西 1:23 只要你們一直留於信仰中，根基立定，堅定不移，不被移動離開福音的盼望；這福
        音就是你們所聽過，傳與天下一切受造之物的，我保羅也作了這福音的執事。
西 1:24 現在我因着為你們所受的苦難喜樂，並且為基督的身體，就是為召會，在我一面，
        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
Col  1:22  He now has reconciled in the body of His flesh through death, to present you holy and   

without blemish and without reproach before Him;
Col  1:23  If indeed you continue in the faith, grounded and steadfast and not being moved away 

from the hope of the gospel, which you heard, which was proclaimed in all creation 
under heaven, of which I Paul became a minister.

Col  1:24    I now rejoice in my sufferings on your behalf and fill up on my part that which is lacking 
of the afflictions of Christ in my flesh for His Body, which is th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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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主日 ) 口利 16:20-34 口路 1:5-25  口路 1:16
4/25( 週一 ) 口利 17:1-16 口路 1:26-46  口路 1:35
4/26( 週二 ) 口利 18:1-30 口路 1:47-56  口路 1:50
4/27( 週三 ) 口利 19:1-37 口路 1:57-80  口路 1:79
4/28( 週四 ) 口利 20:1-27 口路 2:1-8  口路 2:7
4/29( 週五 ) 口利 21:1-24 口路  2:9-20  口路 2:14
4/30( 週六 ) 口利 22:1-33 口路 2:21-39  口路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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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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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週一 )
 4/26( 週二 )
 4/27( 週三 )
 4/28( 週四 )
 4/29( 週五 )
 4/30( 週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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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召會青職集中成全相調
時間：5/8（主日），下午 16:30~18:20，晚上 19:10~21:10，中間用餐相調。地點：裕忠路會所

中型會場。請各大區統計報名人數，於 5/1 以前回報給朱玟蒓姊妹（0979-043-131）。 
 長青聖徒
 長青服事者事奉交通   時間：4/26（二）9:30，地點：裕忠路會所長老室。
 長青聖徒集中聚會     時間：4/27（三）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備有愛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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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日 起 至 展 覽 日 止， 電 子 產 品 Asus 
Zenphone 通話平板及智慧型手機，特價 9000 元起；iPad mini4/Air2/Pro 等平板電腦特惠方案，
特價 16500 元起。歡迎至書房索取刷卡訂購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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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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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底前能有五個完整的家持續在牧養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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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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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庭羽、林泓儒、黃靖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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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宏諭、 
          張暄、郭毓柔、黃建富、張育維、林育穎、陳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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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德開展各大區配搭時間表（地點：黃文昌弟兄家，仁德區土庫路 15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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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大區 日期 大區 日期 大區 日期 叩訪 聚會

4/27 三 4/28 十五 4/29 十六 4/30 十四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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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區 日期 週 時間 地點 行動簡述 聯絡人 手機

二 每週 一 20:00 全聯 外出傳福音 白家禎 0985-780-113
二 每週 四 18:00 成大醫院 外出傳福音 吳林成新 0919-100-622
四 4/30 六 18:30 楊清籐家 福音愛筵 楊清籐 0917-610-151
五 5/1 主日 18:00 郭永益家 福音愛筵 郭永益 0932-985-357
六 4/25 一 19:30 大橋全家 外出傳福音 陳文川 0920-887-093
六 4/27 三 19:30 馬路福音 外出傳福音 李光恩 0911-071-700
六 4/27 三 19:00 陳志峰家 福音聚會 陳志峰 0910-736-424
六 4/29 五 20:00 孫志誠家 福音聚會 孫志誠 0922-964-882
七 4/24 主日 19:30 鄭煥生家 福音聚會 許博舜 0988-010-292
八 4/30 六 20:00 仁安路會所 福音聚會 沈仁傑 0925-109-710
九 4/30 六 18:30 黃文昌家 福音愛筵 劉維仁 0971-031-362
十 4/29 五 19:30 陳漢洲家 小排福音 陳漢洲 0911-677-427

十二 4/30 六 18:30 佳里會所 福音愛筵 陳韋字 0928-789-015
十三 4/28 四 19:00 麻豆區會所 福音愛筵  洪琮博 0921-562-513
十五 4/27 三 20:00 林暉智家 小排福音 林暉智 0953-810-336
十六 4/25 一 18:30 鄭博字家 福音愛筵 鄭博字 0972-856-138
十六 4/30 六 18:30 翁世明家 福音愛筵 林右庸 0910-846-084

青職福音月福音行動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