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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夏季訓練信息要點

第六篇　帳幕所豫表在三一神裏的一

經節：出二六15，24～ 29，約十七 11
前言

　我們在帳幕裏面有這一班的祭司，在那裏被建

造，他們一同事奉，這個事奉就要產生出一個一

的見證。這一的見證，在舊約的帳幕裏面給我們

一幅很美好的圖畫，整個帳幕有四十八塊豎板，

這些豎板完全聯結為一，這個豫表就給我們看見

在三一神裏面的一。

　　　　　　　　真理要點
　首先，基督身體的一乃是約翰十七章主的禱告
裏所啟示在三一神裏的一；基督身體的一是神聖

三一擴大的一。主耶穌要上十字架之前，祂先有

一個禱告，就是為着信徒們能彀在三一神裏面成

為一，也就是使他們都能彀成為一，正如父與子

是一一樣。所以，召會的一、身體的一乃是三一

神在他們裏面的一擴大到信徒裏面，這個一不是

你我天然有的一，乃是在三一神裏面而有的一。 
  其次，主在約翰十七章所禱告的一，乃是出埃

及二十六章裏的帳幕所豫表的一；因着帳幕的

四十八塊豎板豫表信徒建造在一起作神的居所，

所以帳幕是三一神裏的一清楚的圖畫：在帳幕裏

面，第一個可以看到布幔裏面有聖所，各個豎板

都包上金，然後豎板上面有金環，還有橫着的金

閂。豎板之間能彀聯結在一起，是因為有三個金

環，然後有橫着的金閂。 
　在三一神裏的一的第一方面，見於三個金環

（聯結之閂的套環）；這三個金環表徵起初的靈，

就是重生並蓋印的靈，也就是在復活裏三一神包

羅萬有的靈，為着聯結信徒。我們今天能彀在

三一神裏面是一，首先需要有那起初的靈。感謝

主，我們一得救都有起初的靈，都已經在我們的

靈裏了，我們能彀和別人是一，需要來看這個靈。 
  在三一神裏的一的第二方面，見於金子（表徵

神同其神性）包裹豎板（表徵信徒同其人性）－

出二六 29。金子包裹豎板。金是豫表神和祂的性

情，皂莢木豫表基督那拔高的人性。這說出我們

不僅要有起初的靈在我們裏面，也需要有神和祂

的性情，包裹在我們變化過的人性美德上。因為

金是包裹着皂莢木，所以我們就藉着金子─神的

生命、神的性情─能彀與眾聖徒聯結為一。這金

子要發光照耀，說出我們還要把神的性情彰顯出

來，使我們在彰顯上成為一。 
　在三一神裏的一的第三方面，見於聯結的閂，

將四十八塊豎板聯結在一起，使其成為一；這些

聯結的閂表徵起初的靈成為聯結的靈，將基督所

有的肢體聯結成為一個身體—出二六 26 ～ 29。 
　金閂豫表聯結的靈，把我們聯結在一起。這個

金閂不僅有聯結的力量，這金閂橫過金環，也豫

表在那靈裏有基督十字架的功效，能彀使我們變

化，有變化的人性，能彀來建造祂的召會。所以，

弟兄姊妹，我們在召會生活裏面，我們需要藉着

基督復活的大能，來經歷基督殺死的功效，我們

需要更多來經歷基督的十字架，而與眾聖徒聯合

為一，這時你就會經歷那靈更豐富的供應。

　　　　　　　　負擔應用
　一、 我們需要讓神聖的生命更多浸透我們，神

聖的屬性－金的性情完全的包裹我們，好使我們

有真正的一。首先是在父的名裏憑着父的神聖生

命而有的一；其次，是在三一神裏，憑着聖別的

話而有的一；第三，是在基督裏的信徒在神聖榮

耀裏的一。要實行一就必須從世界分別出來，並

蒙保守脫離撒但的手。

　二、 我們需要經歷聯結的靈且和這靈合作，需

要接受十字架，因為聯結的靈總是橫過豎板的。

聯結的靈一直要橫過我們而臨到別人，在於我們

願意跟隨祂。當我們照着那靈生活行動，就經歷

那靈的橫過。當我們的靈協同橫過的靈時，我們

就有了聯結的閂。藉着接受身體的平衡，經歷十

字架的對付，經歷基督復活的大能，與眾聖徒聯

合為一，使神的建造得以完成。(吳宗庭弟兄 )

 初信成全班：9/25（主日）至11/13（主日）9:30，請鼓勵新人及福音朋友踴躍報名。
 全召會成全聚會及專項成全：9/11（主日）15:30，地點：裕忠路會所及新營區會所。       



             2016.09.04 2 　　     －禱告聚會信息－

月月饗福音、初信成全班
八月七日全召會成全聚會負擔交通之二

因篇幅豐富，禱告聚會僅讀粗黑體字

　弟兄們已經很清楚的給我們看見，我們實在是

需要在增區增排的事上。繼續的往前。最遲四年

之內，我的小排要繁增。我們真是要在主面前

有一個豪邁的宣告，我們向主大大的張口，願主

來給我們充滿。那另外一面我們也真是看見，其

實各職場中實在是我們得人最好的機會。我們有

太多的時間都在職場裏面，但願職場不是消耗我

們的地方，而是我們福音傳揚的地方。就像弟兄

作的見證，作一個校長實在是非常的忙碌，但是

忙碌下來，我們得著甚麼呢？真是勞苦愁煩轉眼

成空。我們每一天的生活，是不是都是滿了歎息

呢？但是，當我們拿出那一個小時，我們真是經

歷在地如同在天。當我們願意把福音傳揚給人，

如果我們找到小羊，我們在那裏陪他讀經，那個

職場就不是一個消耗你的場所，那個職場反而成

為你的充電站。就像弟兄所見證的，事實上，似

乎是他得供應，實際上是我們最得供應。我們實

在能彀同魂與福音的信仰一齊努力。

　那剛剛也聽到弟兄姊妹們的見證，非常受鼓

勵，他們忠信的、週週出訪。我們卻常常覺得我

們怎麼叩了半天都沒有人得救。但是你聽聽他們

的見證，一個月受浸一個人，這一個是五月，這

一個是六月，這一個是七月受浸的。你會發現，

有的時候，我們不見得直接從路上找到人。記得

有一段時間，我在俄國也是帶著弟兄姊妹，週週

去，週週去。我們用盡各種方法，結果呢？在路

上，我們真正只帶進一個人，可是每年我的區卻

繁增一倍。為甚麼呢？那些人從那來，我不知

道，但我只知道一個祕訣，就是週週出去。只要

我們肯動，主會把得救的人和我們加在一起。你

不動，主就沒有路給你。主怎麼給你，那是主的

事，但是我們要作甚麼呢？我們真是要『出去』。

我們越出去，我們越有福音的靈。

　當我們有福音的靈，你會發現人就容易得救。

所以盼望主真是用福音的火、福音的靈，來加強

祂的召會。我們要交通到兩個主題。第一個與

『福音』有關。召會最大的使命就是傳福音。我

們週週出訪，藉著福音，增排增區。我們所有的

排，都願意來實行每個月定時的來傳揚福音。這

就是月月小排福饗筵。 
　　　　　月月小排福饗筵
　召會擴增與開展的基礎是甚麼？是小排的聚

會。李弟兄告訴，我們以為的召會的傳福音，都

是由那些屬靈大漢來完成。但事實上，召會的福

音不是由一兩個屬靈偉人，乃是藉著一班一班的

門徒，他們在所居住的各城內，成為一排一排，

挨家挨戶在那裏傳福音。當我們來看到使徒行傳

講到這位復活基督的繁殖，我們都以為是使徒們

來盡這個繁殖的責任。是的，我們有看見使徒們

的差遣。但是，更多的福音，乃是藉著門徒們挨

家挨戶的傳揚福音。

　在耶路撒冷的召會剛起來的時候，因著他們堅

定持續的在使徒的教訓和交通裏，並且在那裏擘

餅，還有禱告。結果呢？他們有甚麼樣的結果

呢？在使徒行傳二章 46 節，他們天天同心合意，

堅定持續的在殿裏，並且挨家挨戶擘餅，存著歡

躍單純的心用飯，讚美神！他們在挨家挨戶的聚

集裏，一定在那裏享受主、記念主。他們不只有

聚會他們還用飯，所以我們鼓勵弟兄姊妹小排要

用飯。但是，在這裏，你看，讚美神在眾民面前

有恩典，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和他們加在一起。　

所以主不僅是把得救的人給他們，還把他們加在

一起。有的時候，我們帶了很多人得救，但沒有

加在一起！但在小排中，挨家挨戶，是最好把得

救的人加在一起的地方。然後到了使徒行傳五

章，使徒們雖在那裏被議會逼迫，但是他們不僅

不害怕，他們逼迫完了，他們說甚麼，42 節『他

們每日在殿裏，並且挨家挨戶，不住的施教，傳

耶穌是基督為福音。』使徒們的傳揚不僅是到殿

裏面，有公開廣大的宣揚，他們更是挨家挨戶。

所以，這給我們看見，福音的傳揚，需要落實在

挨家挨戶。這是當初召會生活的榜樣。耶路撒冷

的召會是第一個在地上的召會。聖經的原則，第

一個，就是我們的榜樣。所以，我們真是要看重

我們的小排。我們要增區增排，但我們的小排自

己要傳福音。



          2016.09.04 3　　     －禱告聚會信息－

　小排有兩面的功用，一個是甚麼？『守』。這

個守，叫我們要有黏力，任何人到了我們的小排

就黏住了，走不了了。我們要照顧每一個弟兄姊

妹。我在俄國的時候開展，有深刻的經歷。那時

候在莫斯科，我那個區，每一年，換一個主日聚

會的地方。因為我們沒有自己的會所，我們都是

租的。房東租給我們都不知道我們在幹甚麼，後

來租給我們纔發現，你們這些人到底是誰？所以

一年之後就不簽了。我們每年都換會所。每年一

換會所，區裏人數就掉一半，再換一次，又掉一

半。後來我就仔細研究，我們換了兩次了，到第

三個會所的時候，凡是留下來的，都是在小排裏。

沒有在小排裏的，一換會所就找不到了。如果我

們只是主日來聚會的聖徒，是不會和聖徒之間有

任何聯結。只有在小排的生活裏，我們在生活中

彼此有聯結，我們纔能真正成為常存的果子。所

以，我們小排需要照顧每一位弟兄姊妹，所有的

新人，所有的久不聚會的弟兄姊妹，我們都要把

他黏回來。求主給我們這一種『黏力』，給我們

這一種『纏功』。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黏進小排

生活，叫我們不是只有主日聚會的生活，我們真

是和聖徒在生活中，能彀調在一起。

　我們是有照顧一些的聖徒，如果照著一月份

一千五百多人的平均加上主日人數的話，等於我

們主日的百分之八十五的聖徒是在小排裏。這是

很蒙恩的。我到很多地方，沒有看過這樣的見

證，所以弟兄姊妹要受鼓勵。但是我們還有一個

需要，我們不能只有守住這些人，我們需要『進

攻』。這個進攻就在於我們要去傳福音。想增排

開排，就不只要節流，更要學習開源，我們要傳

各界的福音，我們應該多有一點見證。意思是多

讓弟兄姊妹盡功用。在小排裏，你很難會有前面

弟兄去。太多排了，290 個排，他跑不完的。誰

傳福音？大家傳，當我們一傳福音，就滿了動力。

基督徒所以死沉，是因為我們不傳福音。很多弟

兄姊妹，今天不是很有活力的光景，是因為他不

過一個湧流的生活。但是如果今天小排裏面，來

了一個福音朋友。你看，大家就會儆醒又活過來

了。余潔麟弟兄講過，我們的小排如果都是自己

人來聚，聚聚聚，這叫甚麼呢？這叫『老人下

棋』。甚麼叫作老人下棋，就是你下一步要下甚

麼我早就知道了。你就是同一步。你看我們在召

會生活裏，我們在小排裏，聚了那麼多年，你那

一個見證，我已經聽過，我都可以講給人家聽了。

我們都不會覺得新鮮。可是，如果有一個新人，

有一個福音朋友坐在那裏，你會說，雖然我聽過

很多遍，拜託你再講一遍，為他講一遍，你會發

現你的見證永遠常新。本來就是這樣，你的見證

就是那麼一個。你得救怎麼得救就是那麼一套。

但是不同的人傳過去，大家聽起來很新鮮。難怪

李弟兄講新面孔是小排的命脈，這個新面孔很在

於我們有福音的生活。

　小排第二個功用是『攻』－傳福音。為了這樣

的傳福音，有幾面操練。第一，經常邀請福音朋

友到家裏喫飯。我們的家要學習打開，邀請我們

的親屬密友。在小排裏為著帶進福音的實行，召

會定規在每個月的第三週，那週的小排，我們要

『愛筵福音』。接觸人最好的路，乃是邀請他們

到你家中喫飯，這是得著人最有效的路。倪弟兄

他自己也講，他用了這個信息是，猶大書第十二

節，他說，至於弟兄姊妹之間的聚餐，不能只是

普通的在一起喫飯，乃要變作猶大書十二節的

『agape』。『agape』是甚麼意思？就是神聖的

愛，就是那個卓越的愛。他說，猶大書十二節的

『agape』，可以直譯作愛筵，愛筵這詞原文只

有愛的意思，並沒有筵這個字，這在喫飯的時候，

表示愛，神聖之愛的展示－愛筵。　　

　你讀哥林多前書第十一章，你會知道早期門徒

時代，效法主耶穌在逾越節，他們有那個晚餐，

喫完了以後，他們就有主的桌子。在使徒時代的

召會生活，他們繼續這個實行。所以在哥林多前

書就記載，他們在擘餅之前，富人帶的多，分給

大家，窮人帶的少。但是後來富人就不等了，就

自己喫到喝醉了。窮人來了沒東西可以喫就餓

了。在他們的中間就有了分門別類。所以使徒在

那裏責備他們。但是你可以看見在早期的召會生

活中，他們就實行愛筵。當我們邀請人來，不是

只是喫一頓飯，而是當他喫的時候，他不僅看見

神的愛，聽見神的愛，他乃是喫到神的愛。

　這是我們的見證。我可以作見證，我們從去年

開始在當地實行，我就在我們那個小排開始作。

第一次作的時候，真的也不知道誰會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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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讚美主！有一位姊妹，她就邀到了她兩個以

前認識的朋友。平常也不太接觸，就是在這個愛

筵之前，前一天，還前兩天遇到的。就問他說『你

要不要來？』他說，『好。』就有這麼單純的人！

邀一下就會來。然後在那一天！我們第一次實

行，還很擔心飯食不彀。但感謝讚美主，後來發

現我們真是太過擔心太過憂慮，其實每一次都是

太豐富了。當我們喫完，我們就唱那首詩歌。（聽

我唱奇妙愛，是耶穌從天來，十架上，祂裂開，

將神聖生命釋放出來。…）那兩個朋友，後來作

見證，光是喫完飯唱那個詩歌，他們就說：『我

們要信主。』後來隔一週，我們還有一個相調，

也是喫飯，那天，好像是過年，我們沒有出去，

就在會所，自己包著餃子，當天受浸。

　第一個也是喫飯。第二個，是在元旦愛筵受浸

得救的。他不僅自己得救，後來他還帶他女兒得

救。所以一下子，我們小排在半年內，就受浸得

救三個人。還不僅如此，在這個小排裏面，因為

有愛筵，我姊妹照顧了三個姊妹，他們年紀都是

不小了，四、五十歲。那三個姊妹，都是有愛筵

纔來，他們常來。每次愛筵都會剩很多，他們家

養了好多的貓狗，他們很喜歡拿剩菜、剩飯、骨

頭，拿去餧養他們家的十幾隻貓狗。我真的可以

告訴你，人越喫就越看見，他喫到神的愛。這是

真正神聖的愛筵。那個喫，把神的愛彰顯出來了。

所以，我鼓勵弟兄姊妹，甚至有一點勉強弟兄姊

妹，到了第三週，不管有沒有人來，就是愛筵。

我告訴你，如果真的沒有人來，你自己喫幾次，

你自己就會走出去了。

　我們真是盼望每個月，那不是只有第三週可以

帶福音朋友來。你第一週有就帶來。第二週有，

也可以。雖然沒有愛筵，也可以帶人來。如果我

們有一個確定的，譬如說第三週，那我們相信我

們就會在小排裏更多的禱告，禱告聚會也會為

這個禱告。我們真是能彀從我們的耶路撒冷去傳

講，去叩訪。我們的職場，也就是從我們的耶路

撒冷，我們的親朋好友，好好的接觸他們。你看

我們小排最缺一個東西，就是多為人禱告。我們

缺少一種生機的指派，缺少一種對人的負擔。所

以我們盼望在每一次小排結束之前，我們總要禱

告。為我們的親朋好友禱告。每一個人提出你的

福音對象，我們好好禱告。相信主會藉著挨家挨

戶的福音，把許多的新人和我們加在一起。所以

在實行上，我們要這樣說，第一，每個月第三週

的小排，我們要實行愛筵並傳福音。盼望弟兄姊

妹，我們不重在多好喫，多豐盛。但是我們每一

個人學習來帶一點。

　第二，傳福音誰來傳呢？我們自己傳！首先，

每一個人都學習作見證，挑一首你們愛唱的詩

歌，我們說一句我們最摸著，享受主的話，總是

有詩歌、有主的話、有見證，其實這就可以了。

為著每月第三週小排的愛筵，盼望弟兄姊妹能列

名單禱告，要帶誰來參加我們這個愛筵的福音，

我們需要每一個人自己有禱告的名單，我們也需

要在小排裏面有禱告的名單，把每一個人的名單

加起來，就是我們小排禱告的名單。然後，我們

應該操練：1.每天晨興之後，就為人代禱，你禱

告你的名單，也為弟兄姊妹們的名單禱告；2.每

一次小排結束之前，我們要來為這些名單禱告。

3.每次結束前我們需要交通他們的近況，為他

們禱告。但願我們能彀提名為這些福音朋友們禱

告。最後我們需要在生活中經常來接觸、聯絡，

並且送小冊子，給他們傳簡訊，鼓勵他們來參加

我們的小排聚會。就像特別剛剛上一堂所作見

證，『週五你有沒有空呢？』，『你來看就知道

了』，『來喫飯！』喫到神的愛，他們就要喫進

神的國裏面。

初信成全班

　福音的目的不只是拯救靈魂，更是要得著召會

建造的材料。所以不僅要有福音，我們更需要有

家聚會，來餧養我們所得著的新人，好叫他們真

是成為常存的果子，並且能彀成爲建造召會的材

料。所以在這裏的主題初信成全聚會，它的第一

段就講到當你帶人得救之後，要立刻在他的家裏

給他有初信的造就，這就是我們講的家聚會，甚

至在一個人剛剛從受浸池裏上來，你就要開始第

一次的家聚會，這是非常重要，你不要等到下一

次，你要立刻給他有家聚會，叫這一個新人能彀

得著一些基本的操練，李弟兄說他就能彀穩定下

來。當然更重要的是甚麼呢？我們盼望第一次除

了能給他一些基本的交通，幫助他能彀認識主、

有悔改的禱告、認識主已經成為賜生命的靈，有

一些基本的認識和操練，你要跟他約下一次家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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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時間，好叫我們真是能彀陪著這些小羊，讓

他們在生命裏慢慢藉著餧養而長大。召會還有

一個負擔就是從九月份就會有全召會初信成全聚

會，這是一個補充，這不是一個取代。我們要補

充我們在家聚會的不足，還有我們的不老練，我

們盼望能彀用一種集中的方式，來幫助你所餧養

的新人、你所照顧的弟兄姊妹，能彀在屬靈上、

奠定好的根基。倪弟兄在這裏講，初信造就的重

要，他說每一個初信的弟兄，一起首就應該對自

己抱極大的懷疑。今天他得救了，就應當絕對不

相信他自己纔可以。他對自己要起首抱極大的懷

疑。…作基督徒是有標準的。一個基督徒的生活，

一個基督徒的看法，一個基督徒的意見，都是有

標準的。…在主面前有所學習，認識這個標準的

人，纔知道那些事絕對不能行，那些話絕對不能

說；纔能尋出甚麼叫作錯，甚麼叫作不錯。初信

造就，就是要帶初信的人認識基督徒的標準，要

他們照著這個標準來作人。

　這裏給我們看見當一個初信的人一得救，他需

要對自己抱有極大的懷疑，懷疑甚麼？懷疑他的

過去，他如果對自己一點都沒有懷疑，這個人通

常都不會得救的，我們所以會覺得我們的人生是

浪費的，我們覺得以前是犯罪最墮落的，所以我

們纔會向著這位救主敞開。但是很多人當他得救

之後，他還是照著他沒有得救之前的觀念、想法，

和生活方式，來過他現在的基督徒生活，難怪他

過不好。在馬太福音第九章，講到國度的時候，

主耶穌就提到，施浸約翰的門徒有一天來找主耶

穌，問到主耶穌，他們常常禁食，但主的門徒都

不禁食。後來主耶穌講了比喻，未漂過的布，新

布補在舊衣服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結果那個

皮袋就破了，洩掉了。你看很多人得救之後，仍

然用他以過傳統的宗教、想法，來裝那個新酒，

就是指著新的生命，結果兩樣都不得保存。新酒

要裝在新皮袋裏！你要有一種新的生活！你要有

一個新的觀念，初信造就就是要叫他們把新酒裝

在新皮袋裏面，他們需要改他們的觀念，改他們

的價值觀，甚至改他們的生活，要不然他不能作

一個標準的基督徒。對於初信的人，第一步要拆

毀得彀，拆毀得徹底。人一信主，連一個觀念也

不能跟從已往的。叫人得新生命，是重生。拆毀

人的已往，是『回轉』變成小孩。初信造就，在

消極方面，就是要拆毀人已往的一切；在積極方

面，就是要人重新起頭作人。

　人一信主連一個觀念也不能跟從以往，難怪主

在馬太十八章第三節，祂說人若不回轉像小孩子

的樣式，這個人斷不能進諸天的國。小孩子最容

易相信、接受，但是在我們的舊觀念、舊生活裏，

我們有很多東西是不能接受這一個屬天之國的觀

念。我們很多時候帶新人來過召會生活，他帶著

他的觀念過召會生活，他很不適應。我們常常主

日帶他們來，他們來一次就不想再來了。因為他

們有很多問題，他們認為聚會就是安安靜靜坐在

那裏聽人家講，結果你們聚會是吵得要死，都頭

痛了，你有沒有聽過新人講這個？我常聽到新人

說參加你們聚會我頭都痛了，他就覺得我們怎麼

會那麼大聲喊，哦！主耶穌阿！然後一節經節要

讀那麼多遍。所以，他們帶著很多的觀念來過我

們的召會生活，他真的是不能領會、不習慣。他

下次也不來，因為你根本不告訴他，為甚麼這樣。

所以，我們有的時候，沒有給人有一些基礎的操

練，就直接拉他過召會生活，這些人反而很難在

召會生活走下去，因為他帶著他的觀念。

　現在社會上的人很多都是晚睡晚起，特別是今

天的青職的弟兄姊妹。你要遇見主，你一定要如

何？我們的主很早起！你若不是早起晨興的人，

你絕對不會過一個有活力的基督徒生活。所以我

們的生活也需要改變。他能彀得著一切的造就，

他知道怎麼操練他的靈來呼求主名，操練禱讀，

也建立讀經的生活，你看他來參加聚會會不會有

享受呢？要不然他真的不知道我們在幹甚麼，你

有沒有聽過這些新人講，他說我根本不知道你們

在幹甚麼，因為這不是他天然觀念中所有的東

西。所以我們為甚麼要有初信造就，就是盼望能

彀拆毀他們以前錯誤的觀念，所以我們每一個課

程裏面，我們要針對很多他們天然需要拆毀的觀

念，把它拆毀掉，但是不僅有拆毀，我們更需要

加上新的生活、屬天的生活，基本屬靈的操練，

為他來奠定根基，好叫他能彀繼續的往前。就像

約翰福音第三章那裏講到重生，它有兩面，要從

水和靈。水是重甚麼？了結。為甚麼要死、埋葬？

那些舊的不除去，新的不能進來。另外一面要有

靈，要有一個新生的起頭。這就是我們初信造就

的目的，因為把他們該了結的了結，該拆毀的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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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另外一面，帶他們有一個新的起頭，好叫他

能成為標準的基督徒。

　無論你年紀多大、學問多高、地位多高，只要

你得救，你就是初信者，你也就應該來參加。然

後弟兄們決定這五年內，有超過三千多位的弟兄

姊妹得救，若加上今年的可能更多。但這三千多

位的弟兄姊妹，我們需要好好去找出他們來，再

去看望、再去鼓勵。當然有一些人已經過召會生

活，但是我們要再給他機會，好叫他真的是有一

些攔阻他往前的點被拆毀，好叫他能彀知道他該

如何在召會中往前去。還有一些不常聚會的，他

為甚麼不常聚會，因為他對聚會沒享受，他沒有

根基；我相信他們奠定了根基之後，像我們在當

地作的、在北部作的時候，有一些弟兄姊妹的孩

子，青職的，他們很討厭參加我們的聚會，就是

說你們講得我聽不懂，他們自己也沒有讀經的生

活，但是他們參加完初信成全之後，現在都正常

的主日，他說我現在都聽得懂了。當他有根基開

了屬靈的胃口，進入主的話，他們就很容易也享

受高峰的真理，甚至我要鼓勵弟兄姊妹，慕道友

照樣可以來，我們在兒童排，在很多地方，有很

多長期的慕道友，也鼓勵他們來。他們來聽我們

講高峰真理可能不太容易，但是藉著這些初信的

專題，對他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加強。

　我們去年辦了一次，那個時候來了十個慕道

友，很多是兒童排來的，還有一些弟兄姊妹所接

觸的，十個人裏面到最後八個人，經過八週受浸

得救，我們會豫備在第七次，我們的分組，就會

把這些人分到同一組；然後陪他們讀一讀關於受

浸的經節，稍為講一講，十個人中有八個人受

浸。這些長期的慕道友，或是願意來的，都讓他

來，我們相信這會成為他們的幫助。

　最後，我們實行的點：第一，我們是從九月

二十五日主日開始，連續八個主日，聚會的時

間，就是跟我們主日聚會的時間一樣，九點三十

分。這個好處就是他如果來參加八週的初信成

全，他就會成為週週來主日聚會的聖徒。所以我

們一面是給他有一些課程的教導；另外一面，要

養成他們主日分別的習慣。所以我們盼望一開頭

為他們建立一個好的規範。

　第二，雖然九月二十五日開始，但是你後來纔

邀到的可不可以參加？照樣可以報名。但是，只

有參加超過六次的，含六次的，纔有結業證書。

　第三，時間分配是第一個小時詩歌十分鐘，加

上五十分鐘的課程。這次是用生命課程來帶他

們，然後完畢之後，有半個小時的分組。倪弟兄

講說，我們需要給新人有機會來分享，來問問

題、來解惑。但是在大的聚會中我們很難，所

以每一次會有半個小時的分組，然後我們盼望在

分組中一面讓一些弟兄姊妹有摸著的分享他們的

經歷；另一面，若有問題的，我們也可以從旁給

他們有幫助。然後分組完，我們再有半小時的擘

餅，帶他們操練如何有分於擘餅的聚會。聚完會

後，十一點半，召會會豫備愛筵，讓他們能彀早

上來有屬靈的食物，中午也不會餓著回去。他覺

得早上他能豐豐富富的得著。

　第四，我們有豫備許多的獎項：有全勤獎、操

練獎，操練三件事：一週有超過三天的晨興，每

天讀一章新約的聖經，只要參加小排或主日任何

一個聚會，打三個勾，就有操練獎。至於目標，

本來當初目標沒有太大，現在只有兩個場地，

一個場地是在青年路會所，一個場地就是在裕忠

路會所。兩個場地，我們的目標是甚麼呢？各

一百五十位。扣掉北照顧區，他們會考慮他們

怎麼作，我們還有十二個大區，一個大區多少

位，我告訴你三百位除以十二個大區，每個大區

是二十五位。那些不常聚會的、慕道友、新人，

都可以邀約他們來參加。但是每一個區一定也要

有母羊，當我們講，要晨興，他說好，我要晨

興，但我不會，誰陪我，要有母羊。所以三位要

有一位母羊來陪伴他們，好叫他們能彀跟隨這個

訓練所帶領的操練，讓他們能彀一同的進到初信

成全裏面。家聚會是最重要的，一個人他需要有

家庭式的餧養，但弟兄姊妹有的時候在我們餧養

不足，還有照顧的缺欠上，藉著召會有一個集中

的初信成全，盼望能彀來幫助我們來餧養這些新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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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召會成全聚會－真理班、生命班、事奉班

　
全召會成全聚會將於 9/11（主日）15:30舉行，此次分為三個班別，課程介紹如下：

真理班簡介
　李弟兄曾交通到：『我們都需要建立這樣一種習慣，每天至少花半個小時進入主的話。…我們該

囑咐他們天天禱讀這卷書的兩節或三節。然後他們必須研讀附帶的信息。一切的經文，我們都有信

息。聖徒們不需要禱讀生命讀經的信息，但必須禱讀經文，好得着幫助，進入這幾節經文所傳輸的

真理。他們也需要註解和生命讀經信息的幫助，以進入真理。聖徒們需要天天這樣作，來進入真理。

這樣研讀聖經一年以後，聖徒們在家庭生活、個人生活和召會生活中，必會有紮實的改變。

　讀幾節經文似乎很緩慢，但我們必須曉得，呼吸是一件緩慢的事。我們一次只呼吸一點點，但累

積這種不斷的實行，就使我們活着。…我們不鼓勵聖徒們太貪得，想要在一天之內讀完一卷書。…

反而，我們該叫他們慢慢進行。這不是數量的問題，乃是持久的問題。你必須持續這類的讀經。』（長

老訓練第三冊，第十篇。）

　照着李弟兄所交通的，我們需要天天禱讀二到三節經文，並且需要註解和生命讀經信息的幫助，

以進入真理。這是一條絕佳進入真理並被真理構成的路。因此，本學期召會主日成全真理班，我們

將照着召會的背經進度。利用四次的成全，藉着恢復本註解和生命讀經信息的幫助，研讀以弗所書

第一到三章。使弟兄姊妹們能彀進入所背之經文所傳輸的真理中。若是我們天天這樣作，來進入真

理。這樣研讀聖經一年以後，李弟兄說我們在家庭生活、個人生活和召會生活中，必會有紮實的改變。

願主得着我們走一條被真理構成的路。

生命班簡介
　凡只能享用奶的，…他是嬰孩；只有長成的人，纔能喫乾糧…。（來五 12 ～ 14。）

　『這經言〔來五 12～ 14〕給我們看見，我們在屬靈生命上長大成熟的需要。若不長大成熟，我們

就留在幼稚時期，難以領會神義的話，就是像乾糧的話，因而就不能領略神這較深之話的啟示，有

分於神新約的經綸，像當日那些希伯來的信徒一樣。神經綸中的智慧，只能講給長成的人。（林前

二6。）要進入神新約的經綸，就是神永遠的計畫，需要我們在神的生命上長大成熟。』（生命課程，

三四七至三四八頁。）

　本學期生命班將延續上學期的負擔，繼續進入『基督徒生命成熟的路』。新約四福音中，馬太福

音第二十四至二十五章，藉着論到國度的實現，啟示基督徒生命成熟的路。為着生命成熟，我們需

要儆醒豫備、出代價買油，好得着聖靈的充滿。書信中，使徒保羅以哥林多後書第三章十六至十八節，

啟示生命成熟的路，乃是藉着心轉向主、回到靈裏、從主達到主的形狀、並照着靈而行，經歷金、銀、

寶石的工作，而達到完全成熟。雖是短短三節，卻打開生命經歷、長大並成熟的實際之路！

事奉班簡介
　事奉班第二學程的課程總題乃是『從歷史看事奉的榜樣』，上半年是從聖經歷史中的聖徒看事奉

的榜樣，下半年是從召會歷史中的聖徒看事奉的榜樣。下半年的四篇信息，要分別從福音、禱告、

和服事三方面來看榜樣。神在每個時代都興起一些聖徒作為器皿，為着成就祂神聖的經綸。在這些

神所使用的聖徒身上，都有某些方面的特點，是我們今天一同事奉神的人，需要看見並學習的。有

人被神使用來拯救成千上萬的靈魂；有人在禱告上成為神的同工，他們的禱告讓神在地上得着一個

管道來釋放祂的大能，湧出祂的無限恩典；也有人在服事人的事上，顯出基督的形像，成為神成肉

體的繼續。

　每一個得救的人，都是被命定的新約祭司，被命定要來事奉神。但我們該如何事奉呢？除了聖經

中明文的啟示以外，榜樣更是神擺給我們清楚又生動的圖畫。啟示叫人心動，榜樣使人行動。在召

會歷史中，許多為神所大用的聖徒，他們所以能成為在神手中大的器皿，不只是因他們的話，更是

因着他們有某一種的生活，讓神能從他們身上擴展出去。期盼從這些榜樣身上所看見的，能激動我

們沉滯的心靈，重新點燃我們裏面的愛火，帶給我們甘甜又有力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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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晨興聖言「夏季訓練－出埃及記結晶讀經（八） 」第 43 週。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 6 頁中的黑體字。

       3. 8/28「真理課程」二級卷四第 42 課下半「在三一神的交通裏經歷並享受那靈為神聖三一的

           完成（三）」

　　4. 書報追求 「職事文摘」第一卷第一期第 26 ～ 39 頁，「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173~174 篇。

　  5. 背經進度「歌羅西書」主題及西 3:25 ～ 4:2
西 3:25      那行不義的，必受不義的報應，並沒有偏待人的事。
西 4:1       作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對待奴僕，知道你們也有一位主在天上。
西 4:2       你們要堅定持續的禱告，在此儆醒感恩，

Col  3:25    For he who does unrighteously will receive what he unrighteously did, and there is no
                   respect of persons.
Col  4:1    Masters, grant to your slaves that which is just and equal, knowing that you also have a 

Master in heaven. 
Col  4:2      Persevere in prayer, watching in it with thanksg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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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 主日 ) 口撒上 20:1-42 口約 18:28-40  口約 18:37
9/05( 週一 ) 口撒上 21:1-22:23 口約 19:1-16  口約 19:2
9/06( 週二 ) 口撒上 23:1-24:22 口約 19:17-30  口約 19:30
9/07( 週三 ) 口撒上 25:1-44 口約 19:31-42  口約 19:34
9/08( 週四 ) 口撒上 26:1-25 口約 20:1-13  口約 20:9
9/09( 週五 ) 口撒上 27:1-28:25 口約  20:14-18  口約 20:17
9/10( 週六 ) 口撒上 29:1-30:31 口約 20:19-22  口約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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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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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5( 週一 )
 9/06( 週二 )
 9/07( 週三 )
 9/08( 週四 )
 9/09( 週五 )
 9/10( 週六 )

  －報告事項－

　全召會成全聚會暨專項成全
    時間：9/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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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地／項目 真理班 生命班 事奉班 兒童 青少年 大專 青職
裕忠路會所 大會場 中會場 B201 中會場 A201 B201 大會場

　南台南聚會場地及事務服事　 總管：郭永益（0932-985357）、李可安（0935-565982）

 電器：一大組，交管：十、十六大區，兒童：四、六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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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大區（操練靈） 十四大區（故事） 十三大區（美勞） 十二大區（遊戲）

　第十四梯次日間追求班
　日期：9/8 至 12/15。費用：每人 300 元。開訓時間：9/8（四）8:55，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初信成全班
　 一、日期：9/25 至 11/13，每週主日 9:30，共八週；備有午餐（自由奉獻）。

     二、地點：青年路會所、裕忠路會所。

　 三、報名費用：每人 200 元，請儘速向執事室賴錦富弟兄報名並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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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周永分弟兄夫婦－1.9/9～11之巴黎華語特會。願主在歐洲擴增帶進召會的

                擴增與開展。2.祝福從台灣赴德法的訪問團，藉此促進基督身體的相調。 3.九月份為大學

                新學期，召會有整月的福音加強行動，願主賜下20 位能持續餧養的對象。

    德國：1.本地接續餧養的工作，並成全更多會說流利英、德語的中東裔聖徒，成為關鍵人物，為

              要得着更多同族的人。2.移民聖徒的各項需求，找房子、簽證與本地聖徒的相調及一切生　

　   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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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建立定時禱告生活。
　初信成全：9/25起連續八週，更多得救五年內、久未聚會聖徒或渴慕認識神的福音朋友參加。    
　福音出訪：列名代禱，每月第三週福音小排愛筵，福音相調。

    開家牧養：實行家聚會餧養，並送會到家，加強晨晚興網的建立。 
　經營小排：年初全召會宣告新增84個排，截至七月已開排30排；增加活力人，產生活力伴。

    主日繁增：至年底全召會主日聚會人數繁增至2000人。

　全台青年得一萬：全召會全力得青職，使召會年輕化，看重青年人的成全 。

　青職：每人每年結一青職果子，今年得300個青職果子，9/3~4青職特會280人參加。

    大專：大專福音節期，大專與社區聖徒配搭，得着平安之子，常存的果子，建造的上好材料。

  青少年：青少年天天上學出訪（關心同學，接觸同學，為人代禱）；家訪小排常客。

 兒童：品格園參加的福音兒童（共297位），常存於兒童排中。

    －代禱事項－ 

＊2016年召會人數目標：主日：2000人，小排：1800人，得人：受浸700人。截至8/31受浸人數：356人。

   大區 一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9/6（二）20:00，地點：青年路會所。

　　 　六大區集中禱告事奉聚會 時間：9/6（二）20:00，地點：中正南路會所。

                 九大區集中主日聚會　 　時間：9/11（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十四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9/13（二）20:00，地點：新營區會所。

     全台姊妹事奉相調特會
　 一、時間：（鼓勵報名第四、五梯，有安排交通車前往，第一、二、三梯車輛請自理）
 　　　報到時間：14:00~16:00，16:00 第一堂聚會 。
　　　 第一梯次：10/20（四） 16:00 至 10/22（六） 中午止。

　　　 第二梯次：10/24（一） 16:00 起至 10/26（三） 中午止。

　　　 第三梯次：10/27（四） 16:00 起至 10/29（六） 中午止。

　　　 第四梯次：10/31（一） 16:00 起至 11/2  （三） 中午止。

　　　 第五梯次：11/3  （四） 16:00 起至 11/5  （六） 中午止。

　 二、地點：中部相調中心 （南投市學藝路 35 號）。

　 三、報名：9/13（二）前，以小區為單位，將 excel 檔寄至召會信箱，報名以繳清費用為準。

　 四、費用：報名費 1200 元、交通車費 500 元，請以小區為單位彙總繳給賴錦富弟兄。

     台語集中展覽暨福音收割
　  時間：9/24（六）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請廣邀福音朋友參加，備有愛筵。　
  教職員相調聚會   

  一、時間：10/1（六）18: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備有愛筵。
  二、對象：在教育界服務的所有聖徒，包含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大學。

  三、報名窗口：9/27（二）前，寄至陳瑞淦弟兄（e-mail：h14801113@yahoo.com.tw）。

 公職界福音相調愛筵
   一、時間：10/22（六）18:00，地點：裕忠路會所。

   二、參加對象：服務公職的聖徒，並邀約同事參加。請各大區整理服務公職聖徒名冊（含姓名、

　　   服務機關、聯絡電話、住家所屬行政區）於 9/ 20 前送至執事室。

   三、聯絡人：郭永益、許信翔、黃主賜

 歌羅西書第三章背經會考
會考時間：9/11（主日），地點：各小區。範圍：歌羅西書主題及第三章經文。請各小區於 9/4
（主日）前與執事室確認考試人數，兒童背經進度和會考時間，與全召會同步實施。

書報　一九七八年李常受文集，特價 1500 元，請洽書報室。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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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蘇奕哲 107 盧廣 201 林穎弘、何培瑢 202 廖鄭秀逸 203 蘇惠娟

204 蔡陳佳霙 302 王子瑜 411 陳思恩 602 李源智 701 黃武 703 馮巽廷

1001 曾金芳 1002 王鯨棋 1003 封謨鳳 1101 陳俊宇 1402 王貞雅 1403
劉依廷 1404 楊啟華、王綉燕、樓正有、張秋義 1602 楊翔麟、邱御倫、

蔡子明（共 25 位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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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30 33 14 7 30 22 6 68 24 7 11 18 34 5 12 356

至2016年 8月 31日台南市召會受浸人數累計

受浸名單

　  －新人－

奉獻累計8.22~8.28

註：因網路系統錯誤，
本週人數無法顯示。

阿利路亞！我得救了！

　我們都是神家裏的親人！

101 139608 801 13000

102 42500 802 29400

105手語 9640 803 1600

107 13500 811青少年 0

111青少年 0 小計 44000

小計 205248 901仁德 36700

201 57812 902歸仁關廟 53800

202 204600 903歸仁大潭 0

203 74800 911青少年 0

204 65050 小計 90500

211青少年 13100 1001永康 47100

小計 415362 1002永康 20400

301 19200 1003永康 64300

302 27700 1011青少年 6000

303 49100 小計 137800

305 19000 1101善化 30500

306 0 1102新化玉井 10000

311青少年 2000 1103新市 24100

小計 117000 小計 64600

401 78100 1201佳里 17700

402 258300 1202佳里 28210

403 50000 1203七股 700

404 17700 1204學甲 7000

405 97000 1211青少年 0

411青少年 0 小計 53610

小計 501100 1301麻豆 17100

501 15100 1302官田 25600

502 61700 1303下營 40812

503 33100 小計 83512

505 24000 1401新營 71700

511青少年 40001 1402鹽水 22200

小計 173901 1403柳營 20500

601 37000 1404白河 7800

602 49400 小計 122200

603 55000 1501 17300

604 68100 1502 50100

605 35000 小計 67400

611青少年 2200 1601 12870

小計 246700 1602 27100

701 82000 1611青少年 0

702 44500 小計 39970

703 79000 台語 12500

704 145900 其  他

705 52600 其  他

711青少年 5000

小計 409000
南市合計

區

 

號

奉

獻

月

累

計

區

 

號

2784403

奉

獻

月

累

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