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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春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信息要點

第三篇　在神兒子的福音上，在我們的靈裏事奉神

　全召會成全聚會暨專題交通：5/15（主日）15:30～16:45成全聚會，16:50～17:50專
題交通：開排與得青職。地點：裕忠路會所，請弟兄姊妹竭力邀約同伴參加，並請
提早五分鐘赴會。

    全召會福音聚會：6/18（六）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前言
　許多人得救後就很有心要事奉神，但卻沒有
正確的路，因此，弟兄在開頭就引用倪柝聲弟
兄文集第三十七冊第三十篇『在靈裏事奉神』。
事奉神不只是事作得正確，更要有正確的路，
正確的源頭。本篇篇題來自羅馬書一章九節：
『我在祂兒子的福音上，在我靈裏所事奉的神
可以見證…。』我們的靈和福音不但是事奉神
的憑藉，也是事奉的範圍。

真理要點

　一、在宣揚神福音的事上，我們需要藉着經
過過程之三一神的分賜，接受基督身體的神聖
供應。先接受正確充足的神聖供應，纔能有正
確豐富的流出（事奉）。如果我們自己沒有得
着神聖的供應而把己給人，這是很大的危險。
　二、『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祂。』（太
四 9。）在福音上事奉神就是敬拜神。神對我們
必需是活的，並且活在我們裏面，日常生活的
每一面，都在祂的管治、指引並改正之下，能
活出我們所傳的福音纔是真正的福音。
　三、保羅把傳揚福音，當作對神的事奉，而
不僅是一種工作。事奉一辭在原文是在敬拜中
事奉。事奉活的神，我們的良心需要藉神兒子
的血得潔淨，脫離罪，脫離死行，脫離死亡。
這福音是個人位，就是包羅萬有的基督，傳揚
祂，要在我們重生的靈裏，在靈的新樣裏，憑
內住基督賜生命的靈，而不在我們的魂裏，或
憑天然的能力和才能。我們作神福音的祭司盡
功用，就要主觀經歷保羅這完整、完全福音的
內容，活出基督而供應給人。
　四、約翰福音四章的婦人是有罪的，宗教的，
假冒為善的，主暴露她的情形，叫她認自己的
罪，更供應她活水，使她明白：敬拜神的，必
須在靈和真實裏敬拜。舊約中敬拜神要在祂所

選立為祂居所的地方，（申十二，）並帶着祭
物。（利一。）新約中祂居所的地方豫表人的
靈，（弗二，）祭物豫表基督，（來十，）藉
着在靈裏享受基督作祭物，祂就成了我們的真
實和真誠，纔能對神有真正的敬拜。
　五、保羅一生積極熱心事奉神，但原先是在
肉體裏，在魂裏，（腓三 3 ～ 6，）而經過大
馬色大光之後，他的事奉徹底的改變了，乃是
在調和的靈裏事奉神。我們要常蒙光照，（神
聖屬天的 X 光），接受屬靈的割禮，了結一切
自信，纔是真正在靈裏，憑着那靈事奉敬拜神。
　六、主耶穌開始祂職事時作的第一件事，就
是接受施浸者約翰的浸，（太三 13~17，）甚
至祂這神而人者都承認，祂的人性沒有資格作
神的僕人，需要成為死了的人，埋在死水中。
倪弟兄被人責罵時一直回答：『你說得對！對！
謝謝！我比你說的更壞。』他這樣願意學習被
了結、釘死並埋葬，是我們最好的榜樣。
　七、在福音上為主工作勞苦，是憑主復活的
生命和大能，復活乃是我們事奉神永遠的原則，
亞倫發芽的杖就是神的表白。（民十七 8。）
唯有經過死，纔有復活。當我們對自己絕望，
不再憑天然生命，而是憑裏面神聖生命而活，
就在復活裏，結果就有基督身體的實際，作為
神福音的目標。

負擔應用

　一、我們必須藉着三一神的分賜，和基督身
體的神聖供應，得着福音和事奉的動力，個人
一面每日晨興，定時禱告，讀經追求要持之以
恆；團體一面投入召會當前的水流，有份禱告
聚會、福音叩訪，家排牧養、成全等行動。
　二、願意認真操練，每時每刻，大事小事轉
向靈，呼求主名，尋求主活的說話，活在身體
的交通中，活基督，顯大基督，而有真正、真
實的事奉。（馮永祥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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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生活的建立 (二 )傳福音的能力與技術 

傳福音的能力

　在基督教裏通常有一個思想，以為說傳福音

的能力乃是由於彀多的禱告，和聖靈的澆灌。

不錯，我們絕對承認，要傳福音有能力是需要

有禱告，有聖靈的澆灌，這是沒有疑問的。但

是，就着一個基督徒剛剛得救之後的傳福音來

說，他的能力基本的還不在於禱告和聖靈澆灌，

乃是在於他是一個基督徒。你是一個基督徒，

這就是你傳福音的本錢，福音基本的能力就在

這裏。

　我們還有一個不很正確的觀念，以為說老練

的基督徒傳福音纔有能力，像長老們出去傳福

音，定規有能力。不，完全相反。常常人一到

老練了，傳福音反而不行了，因為一老了就不

能結果子了。你去葡萄園看看，所有的葡萄沒

有一粒是從老枝子結的，都是從當年生的新枝

子結出來的。所以一到冬天，種葡萄的人就把

所有的老枝子都砍掉，到第二年春天，新枝都

發出來，就在新枝上結出葡萄。結果子的能力，

就在於新枝子。照樣，每一個新得救的人，都

是主這葡萄樹上的新枝子，他們傳福音的能力，

也就在於他們是新得救的人。所以召會要傳福

音，多救人，也要多讓新蒙恩的人去傳福音。

今年得救的人，今年就傳福音，這就是福音的

能力。

　今天我們在這裏必須改這個觀念。我們要說，

初信的人傳福音不必老練，不必有那麼多的禱

告，甚至不必有聖靈的澆灌。你只要是一個得

救的人，你的剛剛得救就是本錢，就是能力。

傳福音基本的能力就在於剛剛得救。如果你是

一個很老練的使徒，出去傳福音，那你反而需

要像彼得一樣先要禱告十天之久，還要得着聖

靈澆灌纔可以。但今天你不過是一個小門徒，

剛剛纔得救，感謝讚美主，小門徒傳福音不需

要老資格，只要是新得救就可以了。這個新得

救，就是你的本錢。當然，傳福音還需要有別

的本錢。不過慢慢來，現在你惟一可用的本錢，

就是你得救了，而且你是剛剛得救，你是個新

得救的人，你是一個新的枝子。

　或者有的人要辯論說，我雖然是一個基督徒，

但不像樣子，那怎麼傳福音？請記得，你一傳

福音就像樣了。你若等像樣了再去傳福音，就

越等越不像樣。你就是這樣不像樣子去傳福音，

結果就像樣了。希奇就在這裏，不傳福音的人

差不多都不像樣，傳福音的人差不多都像樣。

不傳福音的人慢慢會變成不像樣，傳福音的人

原來不像樣，越傳就越像樣。所以你只要是一

個基督徒，就要去傳福音，別的一點不必考慮。

傳福音的技術

　無論作甚麼事情，都有技術上的講究。傳福

音當然也非常有技術的講究。但對於初信的人，

我們要說，你別的暫先不管，只要去傳就好了。

你去傳就是你的技術。初信的弟兄姊妹，在傳

福音的事上總要注意兩件事：第一，你是基督

徒，這就是你的能力。第二，你去傳，這就是

你的技術。你不會傳嗎？傳了就會傳。你不能

傳嗎？傳了就能傳。先不要問怎樣就會了，怎

樣就能了。越問反而越麻煩。一切事的定律，

都在於自然。是一個基督徒就是能力，這是自

然的。傳就是技術，這也是自然的。所以先不

要學許多方法，只要照着自然的定律去傳就是。

　我們常常喜歡把甚麼事都弄得整整齊齊的，

在傳福音事上也是這樣。但神不一定喜歡這樣

作。你去讀聖經裏的傳福音，都是不整不齊的。

你看見腓力遇見了主耶穌，馬上就去傳。（約

一 43 ～ 51，）他把話都說錯了，但是他也不管

錯不錯，一碰到拿但業就向他講耶穌。他覺得

拿撒勒人耶穌，木匠的兒子，約瑟的兒子，都

差不多，反正你要信祂，你不懂就請來看。他

這樣亂傳一陣，拿但業到底給他傳得得救了。

你看見拿但業得救，並不是藉着一個滿有經歷，

講道準確，技術高明的傳福音者，乃是藉着一

個剛剛歸主，講道不清楚，一知半解，似是而

非的人所傳的話。所以初信的弟兄姊妹，一定

要去傳。你傳福音的技術，就是傳。你是基督

徒就是能力，你去傳就是技術。( 摘自初信課

程，第二十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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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今年的弟兄集調共報名了約 2300 多

人，更有海外的聖徒花代價前來參加。讚美主

的話在我們中間極其豐富，祂寶貴可愛的人位

也在這裏，吸引我們親耶穌。

　信息的開頭，弟兄們說到我們事奉主的方式，

需要是更新、搆上時代的方式。我也領會我們

要進入信息以前，需要有更新的看見、更新的

眼光和方式來領悟。我摸着第五篇－事奉主者

的人格和第六篇－事奉的根據－祭壇的火。

　最高的道德乃是人道加上神性，就是你這個

人活出一種神的味道，神聖的屬性在你這人身

上表顯出來，這些高超的美德包含：超凡的愛、

極廣的寬恕、無上的信實、盡致的卑微、絕頂

的純潔、至聖至義的、光明正大的。嚴格來說，

這些美德只有主耶穌纔有。但感謝主，今天我

們能藉着喫基督、喝基督，就將祂的人性與神

性吸收進來。祂不僅是舊約利未記二章裏的素

祭；更是新約約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節

的活水。在祂有人性、神性、復活的馨香、基

督的死。這位神進到人裏面、經過死而復活、

終極完成為那賜生命的靈流出來，叫喝的人不

僅不渴，更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 讚美主 ! 喫主

耶穌就是路 ! 喝主耶穌就飽足 ! 若這樣喫喝主耶

穌，就自然而然的成為主耶穌了 !
　求主一直吸引我們愛祂，跟隨祂。因着我們

愛祂，我們纔能進到第六篇－事奉的根據－祭

壇的火。這火是燒在那些愛神、把自己獻給神、

肯為神捨棄一切、肯把自己擺在神手裏被破碎

的人身上。申四 24『因為耶和華你的神乃是烈

火，是忌邪的神。』凡一切不屬祂的，與祂聖

別性情不符的，祂都要燒盡。真正的事奉神乃

是要被神燒，（利六 13 火要在壇上一直不斷燒

着，不可熄滅。）

　去集調前，我覺得自己靈裏枯竭，沒甚麼動

力。但感謝神，神的靈在相調弟兄們身上，焚

燒他們，也焚燒了我們，使我重新得着加強，

靈裏的火也被重新挑旺起來。

                                       （201 區　白家禎弟兄）

　很摸着第二篇『帶着異象，照着啟示，在身

體中事奉，為着建造神的家』。在全地上其實

有很多事奉神的人，但有多少人是真正在神的

心意，神的旨意裏來事奉神？有的時候，我的

召會生活也會變成習慣，事奉只是一直在作工，

缺少事奉的異象與啟示。

　這次來到弟兄集調，蒙主話的光照，前面的

道路又清楚了。我們在各小區、各專項的事奉

都要受神異象與啟示的管制。要常問主兩個問

題，『主阿，你是誰？』及『主阿，我當作甚

麼？』願我們對主都有更新的認識，得着主活

的引導，使我們前面的道路，目標是清楚的；

過程中也有神的同在。（511 區　葉賀彬弟兄）

建造召會的事奉

－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帳幕的豎板（三）

　豎板－帳幕裏共有四十八塊豎板。六這個數字是指第六天被造的人。這人墮落了，後來蒙了救

贖。因此，六是指受造、墮落、蒙救贖的人。八這個數字乃是復活的數字。所以，六乘八的意思

是說，作為帳幕豎板的信徒們，是受造的、墮落的，然後蒙了救贖，並且復活了。這就是豎板有

四十八塊的意義。

　座－它們是用銀作的，表徵基督的救贖成了信徒站住作為神居所的根基。（三十 12 ～ 16。）

在每塊豎板底下，有兩卯接這塊板上的兩榫，北面要作四十個，南面也要作四十個，表徵為着見

證受到試驗和試煉。豎板共有九十六個帶卯的銀座。這個數字是由十二乘八組成的，表徵在復活

裏神聖行政的完全。（摘自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九十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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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定持續傳揚福音　敞開胸懷喜樂相調

　記得我初傳福音是和南台的學生一起去傳。

當時對傳福音沒有太大的感覺，因為那時只是

跟着大家一起傳，所以沒有太多的挫折感。

　當召會生活越過越久的時候，我漸漸摸着主

的渴望和心願，就是要將國度的福音傳遍地極，

所以開始對傳福音有負擔。之後又讀到『主恢

復的四大支柱－真理，生命，召會，福音』，

看見真理、生命和召會，最終都是為着福音，

所以我對傳福音的負擔，纔漸漸的成形。

　現在我覺得傳福音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

我不傳福音就覺很虧欠主。所以在還沒結婚前，

我會和聖徒配搭去小橋公園、恩典之家附近傳

福音。開始遇到很多的挫折，發覺在社區，居

民並不像學生那麼單純。

　感謝主，為我豫備姊妹，我們在結婚奉獻書

上，向主奉獻要週週出去傳福音，因此我在傳

福音的事上就有同伴。我的心態也受了調整，

那就是不要有作『業績』的心態，而是要作基

督福音的大使，將福音傳給外邦人，作撒種的

工作；雖然人不一定會立刻受浸，但我相信只

要福音的種子撒在他裏面，有一天一定會得救。

　因此，我們自去年五月開始週週外出傳福音，

剛開始有 5 ～ 7 位聖徒一同配搭，有時會只有

二位，偶而會有失落感，不知如何往前。直到

今年三月參加全召會青職專項成全，弟兄交通

青職福音月要讓區裏聖徒對青職有負擔，裏面

就有一個轉，原來傳福音不能只是青職而已。

晚上就和姊妹們交通這負擔，並為區裏的聖徒

禱告。到了晚上，聖徒竟從四面八方而來，再

加上主日聚會也交通到配搭傳福音的負擔，就

這樣一連三週，傳福音的有 9 ～ 10 位的聖徒一

同配搭。感謝主，配搭的人位一多，分組也多，

名單也就多。之後這些名單有的邀來排裏，有

的交接，有的繼續回訪。求主繼續堅固我們，

也願國度的福音傳遍整個居人之地，對萬民作

見證。                    （602區　陳文川弟兄夫婦）

　這次三大區福音相調真的非常喜樂，見證眾

人同有一位主，同有一顆愛主的心。彼此洗腳、

彼此扶持、同奔屬天賽程。青職聖徒要享受主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平常工作的煩悶壓力，

讓青職聖徒在聚會時心口難開。但藉着相調，

放下一切屬世的攪擾，使每位聖徒緊繃的心都

得釋放。當大家一起享受主，果真許多聖徒都

『口開、心開、靈就開』，聖靈的水流大大的

流通，彼此得供應、得復甦。

　感謝主的祝福！這次相調來了一位久未聚會

的青職聖徒、以及 8 位青職福音朋友。久未聚

會的聖徒藉這次的相調得着滋潤，重新回到身

體裏，享受在身體裏的交通，靈裏大大的喜樂，

也樂意上台見證基督身體的榮美。

　而其中的兩位青職福音朋友，一位剛開始雖

然較排斥，但當他聽詩歌時，卻被聖靈感動而

流出眼淚。藉着禱告，主要拯救祂所愛的人。

　另一位福音朋友非常敞開，在晚間聚會時聽

到其他聖徒得救的見證，顯得很有興趣，甚至

開始私下詢問大家是如何得救的。也在此次相

調後隔週的青職福音聚會再度出席。雖然心裏

還有些許的遲疑尚未受浸，但神大能的福音必

能叫他蒙拯救，受浸歸入神的國。

　盼望藉着相調，讓每位青職的心都能有大的

翻轉，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將萬事看

作虧損，為要贏得基督；並緊緊的聯於身體，

作柱子，同抬約櫃。    （305 區　楊勝凱弟兄）

　這次墾丁相調很喜樂能帶着媽媽一起來！讓

媽媽接觸弟兄姊妹，一起交通、相調。我也很

喜樂地和兒童一起相調，兒童都會問許多『為

甚麼』，所以很開心的教導他們。在第一天前

往牡丹水庫時，當巴士開到一條路時，路途崎

嶇蜿蜒，越走越窄，突然兩部巴士停下來討論

快一個小時。後來聽說要倒車迴轉，我心裏想，

路這麼窄怎麼迴轉？心裏開始不安，所以一直

呼求主名。感謝主，後來繼續往前開，結果到

了一個祕境－水庫的水源，且可以讓巴士倒車

迴轉，這祕境好美哦！第一次看到這麼乾淨的

水源，弟兄姊妹很開心的拍照，打水漂，覺得

很感謝主，弟兄姊妹一同呼求，享受相調在一

裏的生活。                    （302區　王茵芝姊妹）
六大區青職及社區聖徒外出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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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報－

　徐弘昌弟兄：因着多年有份書報基本訂戶，

書架上累積不少書籍。多年前共同追求完五年

生命讀經之後，便開始有計畫的【追求基本訂

戶書籍】，可以說從每一本書報追求中都會有

許多的『驚嘆號』。最近追求『從以弗所書看

召會在基督裏的福分與地位』一書，內容是李

常受弟兄於一九五三年期間訓練中帶領查讀以

弗所書的記錄。每一篇信息都逐句逐節的解開

以弗所書，並用許多深入淺出的比喻來闡明屬

靈深奧的事，可說是以弗所生命讀經的補充教

材。分享其中摸着的一段，使徒保羅說，『照

着啟示使我知道這奧祕。』（弗三 3 上）惟有

在神面前蒙了憐憫，看見了這奧祕，有了這奧

祕的啟示的人，他們身上纔有職事的託付。

　楊曾儷珺姊妹：我推薦【如何享受神及操練】，

在如何禱告享受神的細節與實行上很得開啟與

供應，在初得救時期，幫助我享受與主的交通！

 　王吳慧珍姊妹：我推薦 1984 篇【生命讀經】，

一讀就讓我回到生命樹的線上，每天讀，每次

都蒙光照，得滋養，更與主有交通，與主更親

更近。

　崔王子鳳姊妹：【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

因着倪弟兄愛主的絕對，幫助我在初得救，建

立良好的根基，倪弟兄因主所受的苦難，更幫

助我度過每個為難的環境。【初信造就】，在

剛得救時，幫助我在職業的選擇上有很大的幫

助，一直到如今在工作和召會生活有牴觸時，

一定以召會生活為優先考量，諸如婚姻，父母，

兒女…都有極大的幫助。

好書推薦　開卷有益 

　　      　－青職－

　已過全召會青職相調成全，總共來了超過 170
位聖徒。弟兄們信息的闡明，及父老們語重心

長的勸勉，不僅在真理裝備與生命經歷上，給

予開啟；更是很實際的幫助青職聖徒在工作、

婚姻、事奉上有正確的態度與學習。以下是青

職聖徒的分享：        

　我很享受在身體裏的交通，是因為主日參加

的成全，能延續到接下來的生活裏。很珍惜每

次的特會，並在會後的幾天禱告，讓信息都能

加強到我的生命裏。　  （305區　李思潔姊妹）

　很摸着聖徒的見證，雖帶着孩子，在召會的

需要上仍不遺餘力，不論在青職、社區、兒童…

各環都全力配搭。每天從主有享受的生活，這

是他們的祕訣。願我們天天生活規律，晨晨復

興，使我們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

　　　　　　　　　 （305區　翁張蘊慈姊妹）

　靈剛強就是越過魂的感覺，就像飛機起飛，

飛越層層白雲，上面就是晴空萬里。來到會中，

不用等靈感動我們，乃要積極操練釋放靈，挑

旺靈。　　　　　  　（303區　郭周瑞琪姊妹）

　在聚會中先操練靈，而不是等到聖靈來充滿，

小排不該只是療傷止痛，需要真理來構成，需

要讀主的話，纔能彀有扎根的生活，彼此供應

基督。青職更應當在召會中有事奉，事奉是一

切蒙福的原則，在我們的心中應當都該有人，

心中惦記我們的聖徒，然後去餧養他。我們該

把事奉擺在第一位。  （302區　殷沈孟真姊妹）

　青職聖徒在職場上是生命的光，是要作鹽作

光。上班不是為了下班趕去聚會，而是要帶着

基督去上班，在職場上活出神的彰顯，湧流生

命，叫職場同事都看見神的榮耀和美德，讓福

音能彀藉着我們，深入每一個職場。

                                        （305區　楊勝凱弟兄）

　摸着基督徒的前途：雖有大狼犬撲向我們，

但不能傷害我們！一回頭看，卻是康莊大道，

旭日東升！                     （305區　翁宏仁弟兄）

　摸着弟兄分享並勸勉青職，要作一個四『跟』

的人，分別是－『根』：要作一個有根基的人；

『跟』：作一個緊緊跟隨的人；『耕』：要作

一個願意追求主話，好好經營召會生活的人；

『更』：要作一個在主裏日日更新的人。並且

為着生命長大我們應有的操練：一、天天禱讀

主話；二、定時隨時隨處禱告。

　若我們沒有禱告，一切的事奉都是假的，禱

告也能將所有事轉為祝福。若我們心思愁苦，

則是因為靈不彀剛強，所以我們需要不斷的被

題醒，時時刻刻再轉回到靈裏，時常與主靈調

和為一。                         （302區　葉齡云姊妹）

真理裝備　生命經歷　職場上作鹽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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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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週。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5/15主日聚會「真理課程」二級卷三第35課下半「在三一神的恩典裏經歷基督為子（六）」。

　　4. 書報追求 「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福分與地位」第 7~8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

　　　  第 141~142 篇。

　  5. 背經進度「歌羅西書」主題及西 2:1 ～ 2:3
西 2:1 我願意你們曉得，我為你們和那些在老底嘉，甚至所有在肉身上沒有見過我面的人，

是何等竭力奮鬥，
西 2:2 要叫他們的心得安慰，在愛裏結合一起，以致豐豐富富的在悟性上有充分的確信，能

以完全認識神的奧祕，就是基督；
西 2:3 一切智慧和知識的寶藏，都藏在祂裏面。 

Col  2:1 For I want you to know how great a struggle I have for you and for those in Laodicea, even
              all who have not seen my face in the flesh,
Col  2:2 That their hearts may be comforted, they being knit together in love and unto all the riches 
              of the full assurance of understanding, unto the full knowledge of the mystery of God, 
              Christ,
Col  2:3 In whom all the treasures of wisdom and knowledge are hi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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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主日 ) 口民 7:1-41 口路 8:1-15  口路 8:15
5/16( 週一 ) 口民 7:42-88 口路 8:16-25  口路 8:18
5/17( 週二 ) 口民 7:89-8:26 口路 8:26-39  口路 8:24
5/18( 週三 ) 口民 9:1-23 口路 8:40-56  口路 8:48
5/19( 週四 ) 口民 10:1-36 口路 9:1-17  口路 9:1
5/20( 週五 ) 口民 11:1-35 口路  9:18-26  口路 9:26
5/21( 週六 ) 口民 12:1-13:33 口路 9:27-36  口路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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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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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 週一 )
 5/17( 週二 )
 5/18( 週三 )
 5/19( 週四 )
 5/20( 週五 )
 5/21( 週六 )

全召會成全聚會暨專題交通
1. 時間：5/15（主日）15:30 ～ 16:45 成全聚會，16:50 ～ 17:50 專題交通。

2. 地點：裕忠路會所。

3. 聚會場地：真理班－大會場；生命班－ B201 室；事奉班－中會場；專題交通－大會場。 　

　註：真理班聖徒請帶舊約聖經，並豫讀出埃及記 27:1~8，30:1~21 及生命讀經第 147 ～ 152 篇。

  事務服事總管：王瓊賢弟兄 0916-785-507、賴錦富弟兄 0939-247-896
    電器：一大組，交管：五、十五大區，兒童：十、十六大區。

全召會福音聚會　時間：6/18（六）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大區 二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5/17（二）20:00，地點：北門路會所。

　　五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5/17（二）20:00，地點：郭永益弟兄家。　　

外地聖徒來訪 頭份、造橋召會　  時間：5/21~22，接待大區：青年照顧區。

　　　　　　   台北市召會 42 會所  時間：5/21~22，接待大區：北台南照顧區。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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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戴冠璋弟兄夫婦、周永分弟兄夫婦－1.能用法語牧養小羊的牧者。2.目前

        正在持續牧養之渴慕真理的尋求者得着穩固 。

    德國：因移民潮移至德國的福音接觸，家聚會中的餧養，新人得堅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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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們能恢復一年讀經一遍，以及天天晨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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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已過仁德開展得救新人52位，繼續接受餧養，並過正常的召會生活。

    青職：為青職福音月受浸得救的青職，能成為常存的果子。

    大專：全台考上台南大學院校大一新生入住弟兄姊妹之家。

   青少年：青少年操練讀經、禱告、唱詩並傳福音的神人生活。

　兒童：暑期兒童品格園，南台南目標300位兒童，北台南目標200位兒童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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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7/6（三）至 7/9（六）。對象：升小一至小六生（限額 300 人）。費用：1000 元。聖徒孩

子以邀到同學參加者優先錄取，額滿為止。報名窗口：蔡湫雁姊妹（0955-354-629）。

 兒童教育系列講座：此講座專為提供福音家長接觸召會而舉辦，亦歡迎聖徒家長報名參加
時間：5/28（六）10:00 ～ 11:30（9:30 開始報到）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主題：品格活出來。

  報名窗口：黃雅欣姊妹（0933-071-217，shinerdaisy@gmail.com），請廣邀福音家長及兒童參加。

  因需預備材料，欲參加講座之弟兄姊妹皆需報名。

 青少年週末入住及期中特會
  週末入住 時間：5/21（六）15:30 ～ 5/22（主日）中午，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費用每人

　　　　　　 200 元（含主日午餐）。

     期中特會 時間：5/22（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備有午餐，每人 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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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聖徒
 服事者事奉交通　時間：5/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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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三）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會後備有愛筵。

全台國殤節特會暨禱研背講追求
 時間：6/3（五）10:00 ～ 6/4（六）中午。地點：中部相調中心。費用：每人 800 元，車輛自理。

  秋季國際長老暨負責弟兄訓練
時間：10/6~8，地點：澳洲昆士蘭省黃金海岸。本地將組團前往參加，日期為 10/3~10，團費為

現金 49,000 元（刷卡加 1,000 元，不含訓練費 10,000 元），請於 6/15 前洽執事室徐弘昌弟兄報名，

並繳交訓練費 10,000 元及護照影本，逾期報名將加收訓練費美金 50 元。

書報
第四十八梯次中文基本訂戶，費用續訂戶及新訂戶每戶均豫繳 1,500 元，各種書刊均以六折加稅

優惠價供應與訂戶。凡加入本梯次基本訂戶者，將有資格獲贈電子版基本訂戶書刊。請於 6/20
前向各區書報服事者登記並繳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