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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夏季訓練信息要點

第九篇　胸牌－祭司體系中心和終極的點　

前言
　出埃及二十八章說到祭司的體系，特別著重說

到祭司的衣服。祭司的衣服表徵祭司的生活，祭

司必須有一種神人的生活，就是活出基督的神性

與耶穌的人性。關於祭司的衣服，本篇信息特別

強調的是胸牌，這胸牌不僅是祭司衣服的要項，

更是整個祭司體系中心且終極的點。 
　　　　　　　　真理要點
　一、決斷的胸牌是祭司體系中心和終極的點：

按照出埃及二十八章十五節，胸牌稱為決斷的胸

牌。這個決斷乃是要叫神的子民能曉得祂的引

導。神的子民根據由胸牌的實際所得着神的引導

來行事。胸牌豫表召會，召會作為一個建造在一

起的實體，帶在基督愛的心上，在神面前作記念，

成為可喜悅的記念。此外，神乃是藉着胸牌使人

認識祂的引導；這事實指明今天神藉着召會、憑

着召會、並同着召會，啓示我們該作甚麼；召會

就是神的引導，因為召會擔負着神聖的字母，藉

此神使人認識祂的引導。所以，這決斷的胸牌不

僅僅是祭司衣服的中心物件，更是祭司體系中心

和終極的點。

　二、胸牌豫表所有蒙神救贖並變化的人，建造

在一起，成為一個實體：胸牌上的十二塊寶石，

其上刻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表徵所有蒙神

救贖並變化的人，作為變化過的寶石，在基督的

神聖性情裏建造在一起，成為一個實體，就是召

會作基督的身體。十二支派的名字刻在寶石上，

相當於將基督寫在信徒心裏，使他們成為基督的

活信，有基督為其內容。基督藉着信徒對祂的經

歷，並藉着新約職事的書寫，將基督這屬天的字

母寫到信徒裏面。這樣我們不僅是被變化、透亮

並鑲嵌在金框內的寶石，同時有刻着活神的靈連

同基督作內容，神就可以能藉着我們來說話。

　三、烏陵和土明放在胸牌裏，胸牌就不僅作為

記念，也成為決斷的胸牌：『烏陵』豫表基督作

為光，照明者，藉着那靈（油）和十字架（來自

祭壇的火）而照耀。『土明』意思是『成全者，

完成者』。胸牌十二塊寶石上的名字，僅包含希

伯來文二十二個字母中的十八個；其餘的四個字

母安在土明上，使土明成為成全者和完成者。藉

着烏陵照亮個別的寶石，也藉着胸牌上的一些寶

石變暗了，全部二十二個字母就可用來拼出單字

和句子。烏陵和土明加到胸牌上，是神對祂子民

說話的憑藉，向他們指明祂的引導。在新約，烏

陵和土明的實際乃是調和的靈，就是神揭示的靈

（聖靈），內住於我們接受的靈（我們重生之人

的靈）。神乃是藉着胸牌說話作為祂的引導，這

表徵神藉着召會使祂的子民認識祂的引導。

　　　　　　   　負擔應用
　一、我們須藉着心思的更新而變化（羅十二

2），作變化過而透亮的寶石。我們須轉觀念，

實行週週、人人都出去傳福音。藉着每一部分依

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弗四 16），週週出去傳揚

福音，建立福的架構。

　二、藉着新約職事的供職，將基督字母的活信

寫在信徒們裏面，也寫在我們裏面。牧養那些信

徒－因出去傳福音被拒絕而退縮之信徒，應用主

恢復三個實質：禱告、那靈、話，鼓勵並加強信

徒，並在禱告中，在週週出訪中經歷那靈之充滿

與充溢。

　三、在光中讀聖徒們的情形；先讀統計（小排、

禱告聚會、主日等出席人數），再讀個別的聖徒，

按着聖徒們的光景牧養他們，在祭司體系中建立

家的架構。(黃文昌弟兄 )

  教職員相調聚會 時間：10/1（六）18: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備有愛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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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在復活裏偉大的託付（一）

壹　在復活裏的基督
　我們要看見復活是甚麼，就必須看見主盡職的

歷史有三個時期。這是我們從主所得的新亮光。

第一個時期是成肉體的時期，從祂的出生到祂的

死。在那個時期中，主是在肉體裏面，但祂乃是

憑那靈的引導而工作並行動。首先，祂是由那

靈並憑那靈，在馬利亞腹中成孕。（太一 18，

20。）然後馬太四章一節說，祂被那靈引到曠野，

受撒但的試誘。馬太十二章二十八節啟示，祂靠

着神的靈趕鬼。希伯來九章十四節說，基督藉着

永遠的靈，在十字架上將自己獻給神。這給我們

看見，當基督在肉體裏時，祂也是在復活裏。

　基督在復活裏行一切的事。在約翰五章十九節

和三十節，祂說祂不從自己作甚麼。祂乃是因那

差祂來者而活着。（六 57 上。）這就是復活。

在十四章十節，主耶穌說，『我對你們所說的

話，不是我從自己說的，乃是住在我裏面的父作

祂自己的事。』當子說話時在作事的那一位，乃

是復活。在約翰福音結晶讀經中我們曾指出，不

僅祂叫拉撒路復活，甚至祂所作的每一件事，都

是基督是復活的運作。當祂在肉體裏的時候，祂

的所是有人性的部分，那一部分不是復活。一切

人性的，都不是復活；但一切神性的，都是復活。

祂在肉體裏，但祂同時也在復活裏。祂雖然活在

肉體裏，但祂不憑肉體活着。祂乃是憑另一個因

素、另一個源頭活着，就是憑那差祂來者活着。

那差祂來者乃是神聖的父。那神聖者就是復活。

　當基督經過死並進入復活時，祂把祂人性的部

分提高到神性裏。羅馬一章三至四節說，基督在

肉體裏是大衛的後裔，在復活裏被標出為神的兒

子。標出就是把祂人性的部分提高到神性裏。在

復活裏，祂生為神的長子；祂這位大衛的後裔，

被標出為神的兒子。此外，藉着祂的復活，我們

得了重生，從神而生，成為神的許多兒子。（彼

前一 3，羅八 29。）在重生時，神生出眾神，就

是祂的眾兒女，有祂的生命和性情，卻無分於祂

的神格。（約一 12 ～ 13。）這是因為我們的人

性被提高，得復活。以弗所二章五至六節啟示，

我們一同與基督活過來，並且與祂一同復活。復

活的意思就是把我們的人性提高到神性裏，從人

性的水平提高到神性的水平。

　一　基督在祂的成肉體裏
      　1　將神帶到人裏面

　復活的意思就是神性。成肉體的意思就是人

性。基督成為人，就是進入成肉體的時期，將神

性帶到人性裏。這是將神帶到人裏面，使神與人

成為一，作為一個實體，一個人位，一個神人。      
　　2　在人性裏生活彰顯神

　基督在人性裏生活彰顯神，特別是在祂的人性

美德裏彰顯神的屬性。祂雖然是在人性裏，卻不

是彰顯人性；祂乃是彰顯神性。祂特別是彰顯神

的屬性。神的屬性就是神的所是。神是愛、光、

聖、義。當這些屬性彰顯在基督的人性裏，這些

屬性就成了祂的人性美德。

      　3　完成那了結一切、救贖一切的死

　基督完成那了結一切、救贖一切的死，結束祂

在成肉體裏的職事。祂一次的死，就了結了一切

消極的東西。神所造的一切墮落了，且被基督的

死所了結。此外，凡被基督的死所了結的，都被

救贖了，所以祂的死乃是了結一切、救贖一切的。

祂的死，結束了祂在成肉體裏的職事。

　二　基督在祂的復活裏
      　1　進入祂的復活

　基督藉着祂的死進入祂的復活，以完成祂在總

括時期裏的職事。在基督成為人以前，祂是神，

也是神子。那時，在祂裏面一點也沒有人性。但

是當祂藉着死被帶進復活裏時，祂成了包羅萬有

的。現今在祂裏面不僅有神性，也有人性。在祂

裏面也有祂的死及其功效，祂的復活及其大能。

如今基督不是簡單的；祂是包羅萬有的。藉着祂

的死，祂進入祂的復活，好完成祂在另一個時期，

就是在總括時期裏的職事。這是基督是賜生命之

靈的時期。（林前十五 45 下。）

     　2　藉着在祂裏面的眾信徒作祂的身體

　基督藉着在祂裏面的眾信徒作祂的身體，完成

祂在總括時期中的職事，以完成神永遠的經綸。

許多人用『偉大的託付』一辭，但他們沒有看見

基督偉大的託付乃是要完成神永遠的經綸。大多

數人以為，偉大的託付只是救罪人，好得着靈魂。

得着靈魂就是他們所謂偉大的託付的意思。但是

對我們而言，在聖經裏所啟示的偉大託付，不是

得着靈魂，或拯救罪人，乃是完成神永遠的經綸。

這永遠經綸的目標乃是新耶路撒冷，就是經過過

程並終極完成之三一神，與蒙祂救贖、重生、變

化、並榮化之選民的神人二性的構成體。（待續）

（摘自活力排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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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大專福音節期

　　  　　　 －大專－

　『眾召會得着新接觸的人，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打發我們的青年人去校園。為着主恢復的最佳

魚池，乃是大學校園。我們該打發我們的漁夫去到魚池那裏。…我們需要青年軍，可以送去校園，

帶進更多青年人，但我們也需要所有年長和中年的聖徒。我們不該灰心，認為自己太老，不能去校園。

召會傳福音需要所有的聖徒。』（在大專校園傳揚福音，一二頁。）

日期 9 月 26 日
( 一 )

9 月 27 日
( 二 )

9 月 28 日
( 三 )

9 月 29 日
( 四 )

9 月 30 日
( 五 )

10 月 1 日
( 六 )

南台 傳新生福音
（8）18:00
南台姊妹之家

604 區配搭

新生歡迎會
18:00

南台姊妹之家
605 區配搭

南大 16:30-18:00 
接觸人

(南大 /南護 ) 
青年路會所 1F

18:30-20:00 
福音聚會

 青年路會所 2F
20:00-21:30

 接觸人
青年路會所 3F

(503,505區
配搭飯食 )

16:30-18:00 
接觸人

青年路會所 1F
20:00-21:30 
回訪 /

活力組禱告
青年路會所 3F

16:30-18:00
接觸人

(南大 /南護 ) 
青年路會所 1F

18:00-19:30
南大讀經小組

 慶中街四號 3F
20:00-21:30 
接觸人

青年路會所 3F

16:30-18:00
 接觸人 

青年路會所 1F
18:30-20:00 
福音聚會

 青年路會所 2F
20:00-21:30 
接觸人

青年路會所 3F
(107區

配搭飯食 )

16:30-18:00 
接觸人

青年路會所 1F
20:00-21:30 
回訪 /

活力組禱告
青年路會所 3F

南大
新生命之旅

遠東
（十一
大區）

遠東福音 (四 )
 18:30~20:30
 新市會所

遠東福音 (五 )
 18:30~20:30 
 新市會所

遠東福音 (六 )
 18:30~20:30 
 新市會所

福音節期捷報

目前福音節期共計受浸 92
位 ( 南大 8 位，南護 1 位，

南 台 33 位， 崑 山 3 位， 南

應 大 1 位， 成 大 22 位， 長

榮 2 位，嘉藥 7 位，華醫 6
位，遠東 6 位，首府 2 位，

敏惠 1 位）。統計截至 9/21
為止。

首府
真理
南藝
（十三
大區）

首府福音 (二 )
 18:00~19:30
 A205辦公室
南藝福音茶會
 19:30~21:00

 A203
敏惠
南榮
（十四
大區）

敏惠福音 (三 )
 17:30~19:30
 柳營會所

敏惠福音 (四 )
 17:30~19:30
 柳營會所

阿利路亞！何等喜樂！我得救了！我是神家裏的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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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生命讀經的益處

進入聖經的真理

　有人批評說，我們都讀生命讀經，不讀聖經。說這樣話的人，完全是外行。生命讀經的目的，是

要領人進入聖經的真理。從前人讀聖經，總是不得其門而入，無法明白；好比一棟房子，不僅沒有路，

也沒有門和窗戶，可以讓人進去。生命讀經就是作闢路、造門、開窗的工作，好讓人能進到屋子裏，

享受屋內的一切。
領人摸着生命

　生命讀經的另一個功用，是帶人進到生命裏。生命讀經不是聖經之外的另一套哲學或經典。生命

讀經不僅講解聖經，陳明真理，並且帶人實際的進到聖經的深處，摸着並享受其中的生命。（參約

五 39 ～ 40。）
鼓勵人講說深奧的真理

　關於神的經綸、神的分賜、素質的靈、經綸的靈等，的確都是很深奧的辭，但對於初信者，特別

是青年人，可能深不了幾天，慢慢都會熟悉、明白並且領會。相信如果我們都肯轉觀念，鼓勵青年

人學最高、最深的真理，將來我們中間，聖徒們彼此的談話，甚至向人傳福音，品質都會是高超而

拔尖的。
使聚會豐富

　最豐富的聚會，乃是以生命讀經為內容。如果每個主日，我們都能以生命讀經作為交通的內容，

聚會一定非常豐富。（真理、生命、召會、福音－主恢復中的四大支柱，一～一二頁。）

　　       －青職特會－

晨晨復興得着活力
　謝謝主在每一天早晨的晨興，使我因祂的話

得飽足和餧養。從去年開始，每早晨享受主話

後，不管再忙，最喜歡的是把晨興摸着的部份

打成文字用 Line 與人分享，藉着分享使我對主

的話更有感覺。

　除了個人晨興外，和主尋求可以一同晨興的

同伴。在這幾個月主豫備了一位能一同敞開交

通和禱告的同伴。每次晨興完我們就開始為各

種的需要禱告。從職場生活的轉彎，到青職姊

妹之家的成立，主都開路。藉着晨興得着活力，

禱告得着能力，每一天都經歷主的引導，讚美

主！（102 區　王林美善姊妹）

　要贖回光陰，因為日子邪惡

　要贖回光陰，因為日子邪惡。（弗五 16）不

要模倣這世代，反要藉着心思的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驗證何為神那美好、可喜悅、並純全的

旨意。（羅十二 2）

　之前有一位弟兄鼓勵我們天天讀經，有一個

益處就是使心思天天得更新，心思的更新就是

魂的變化。有時生活中，攪擾的事情一多，就

會憑天然的心思來思考事情。

　有陣子，覺得有的人，我實在愛不來，主就

讓我讀到馬太福音十二章七節：『還有，你們

若明白甚麼是「我要的是憐憫，不是祭祀，」

就不會定無罪的為有罪了。』然後我就向主禱

告，『主耶穌！給我憐憫人的心腸。』那幾天

我就在生活中默想這經節，主就讓我想起另一

句話，『憐憫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

憫。』（太五 7）這裏的註解是說，蒙憐憫是得

着我們所不當得的。我們若憐憫別人，主就要

憐憫我們，（提後一 16，18，）特別要在祂的

審判臺前憐憫我們。（雅二 12 ～ 13。）有主應

許的話，我裏面就覺得有恩典來包容我覺得憑

天然愛不來的人。感謝主！天天操練讀經的生

活，就常常被主更新老舊的心思，而回到神的

心意裏行事為人。（102 區　王慧鈴姊妹）

神新約經綸中神奇的平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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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謝謝你們在靈中的代禱記

念，藉着身體的祈求和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

應，使我有分今年秋季班的全時間訓練，和你們

分享這段時間在生活與開展上的蒙恩。

　自開訓以來，天天享受主話豐富的輸供，在生

活上也操練『真、準、緊』的性格，經歷主七眼

的鑒察，接受主的修剪。在開展中操練與人配搭，

在建造上能和諧一致。我們需要操練在言語和行

為上與神與人都是對的，以和平的聯索，竭力保

守那靈的一。如同保羅在歌羅西書二章五節說到

他歡喜看見聖徒們井然有序。但我還需要在性格

與配搭上有加強，請求你們的代禱，使我能學得

祕訣。

　感謝主！使我能彀有機會參加訓練讓祂製作。

在訓練中的生活，每天早上我們運動、進入職事

說話的課程裏、禱研背講享受解開的真理、午禱、

以及讀經等神人生活的操練，不是照着外面要

求，乃是憑着內裏生命之靈的律操練，週而復始，

規律平衡，使我們在多方面都受成全得加強。正

如約壹一章七節所說：『但我們若在光中行，如

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祂兒子耶穌的血也

洗淨我們一切的罪。』這裏的生活就是訓練我們

無時無刻都要經歷與主多而又多的來往交通，並

享受祂一切的恩典和膏油的塗抹。

　感謝主！也感謝你們在愛裏的扶持。願主興起

一班愛祂的青年人，在祂回來的時候，甘心奉獻

自己為彩飾，作清晨的甘露解祂的乾渴，迎接祂

的回來。（楊翔印弟兄）

享受主話豐富輸供　神人生活持續操練　

　　      －青職福音月－

　全台青年得一萬，已經邁入第八年。已過三年台南在總數和青年人的比例上，雖都有達成目標，

但主要是因大專的得人較多，纔使我們能達成目標。然而全台青年得一萬，若只是大專得人多，仍

不算成功，必須青職人數也要多纔行。然而，台南歷年得人，青職總是跳不過 120 人，這實在是我

們的一大缺漏。長久來看，若我們不能將青職得救人數提高，召會年輕化的目標，就很難達到。今

年台南青職得人目標仍是 300 人，但至目前尚不到 80 人，與目標仍有一段不小的距離。但這並不表

示青職得 300 人不可為，因為神若祝福，就不只是 300 人而已。我們只要行在神祝福的律裏，豐盛

的祝福就要臨到我們：

一、看見得青職的迫切性，我們裏面必須為着得 300 位青職迫切，並竭力禱告，使我們的心與神的

　　心合拍。

二、人人都起來接觸青年人，迫切要得青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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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山

　　上的樣式』－神復興的路，乃是全體事奉。

三、現在我們必須有個醒悟，要全召會全力起來得青職。時間離年底只剩三個月了，除了青少年區，

　　目前全召會有 58 個小區，如果每個小區至少拚 2 人，青職聖徒每人至少拚 1 人，我們就可達成

　　目標。此事非不可為，只在乎我們的決心與迫切的負擔。神必尊重我們的這個決心，豐盛的傾

　　倒祂的祝福。（青職服事者）

青職福音月及得青職目標 300人負擔交通

區 日期 / 週 時間 地點 行動簡述 聯絡人 手機
三 10/6 週四 19:00 翁宏仁弟兄家 青職福音愛筵 翁宏仁 0912-008-557
四 10/1 週六 18:30 裕忠路會所 大區青職福音 楊清籐 0917-610-151
七  10/6 週四 20:00 自由路一段 115 號 福音愛筵茶點 張文淵 0982-938-387
十 9/30 週五 18:30 陳漢洲弟兄家 福音小排愛筵 陳漢洲 0911-677-427

十四 10/1 週六 整天 嘉義 福音相調 邱俊傑 0956-982-266
十六 10/3 週一 18:30 鄭博字弟兄家 青職福音愛筵 林右庸 0968-599-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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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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週。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9/25 主日「真理課程」二級卷四第 44 課上半「在三一神的交通裏經歷並享受那靈為神聖

            三一的完成（五）」

　　4. 書報追求 「職事文摘」第一卷第一期第 75 ～ 92 頁，「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179~180 篇。

　  5. 背經進度「歌羅西書」主題及西 4:9 ～ 4:11
西 4:9 還有忠信親愛的弟兄歐尼西母同去，他是你們那裏的人。他們要把這裏一切的事

都告訴你們。

西 4:10   與我一同坐監的亞里達古問你們安。巴拿巴的表弟馬可也問你們安。（說到這馬

可，你們已經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們那裏，你們就接待他。）

西 4:11 稱為猶士都的耶數，也問你們安；奉割禮的人中，只有這些人是為神的國作我的

同工，他們也成了我的安慰。

Col  4:9   With Onesimus, the faithful and beloved brother, who is one of you. They will make 
known to you all the things here.

Col  4:10  Aristarchus, my fellow prisoner, greets you, as well as Mark, the cousin of Barnabas, 
(concerning whom you received commandments, If he comes to you, receive him), 

Col  4:11   And Jesus, who is called Justus; these alone of the circumcision are my fellow workers 
for the kingdom of God, ones who have become a consolation to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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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 主日 ) 口撒下 19:1-43 口徒 4:23-37  口徒 4:33
9/26( 週一 ) 口撒下 20:1-21:22 口徒 5:1-16  口徒 5:16
9/27( 週二 ) 口撒下 22:1-51 口徒 5:17-32  口徒 5:31
9/28( 週三 ) 口撒下 23:1-39 口徒 5:33-42  口徒 5:42
9/29( 週四 ) 口撒下 24:1-25 口徒 6:1-7:1  口徒 6:4
9/30( 週五 ) 口王上 1:1-21 口徒  7:2-29  口徒 7:22
10/01( 週六 ) 口王上 1:22-53 口徒 7:30-60  口徒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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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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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6( 週一 )
 9/27( 週二 )
 9/28( 週三 )
 9/29( 週四 )
 9/30( 週五 )
10/01( 週六 )

  －報告事項－
　初信成全班

一、每週主日 9:30，共八週（至 1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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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向執事室賴錦富弟兄報名並繳費。

    各界福音／相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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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二）前，寄至陳瑞淦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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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服務公職的聖徒，並邀約同事參加。

   三、聯絡人：郭永益、許信翔、黃主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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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詩歌活力唱與經營兒童排
 一、時間：10/15（六）10:00~17:00（9:30 開始報到），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二、對象：兒童家長，對兒童服事 / 兒童排有負擔之聖徒（含大專聖徒、青少年聖徒），願開家

                     傳兒童福音之聖徒。

  三、報名：盧品臻姊妹（0982-326252，crystalsisi515@gmail.com），或 QR-CODE 報名。

          費用：全程免費（代訂午餐，每份 70 元）。

 青少年服事
 青少年服事者暨家長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9/27（二）20:00，地點：裕忠路會所 A102 室。

 青少年家長座談
一、時間：10/1（六）9:00~11: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二、對象：1. 家中有青少年的家長，2. 對青少年有興趣的聖徒，3. 正在服事青少年的服事者（包 

                   含大專生、青職），4. 家中有幼兒，為往後牧養青少年作豫備的聖徒。5. 福音家長。

 青職行動
   十月青職福音月
　一、各大區至少要有兩次專為得青職的福音聚會，並請青職服事者將聚會時間、地點、方式回報

　　     到青職信箱 tnnchyw@gmail.com。

　二、除了為着青職的福音聚會，盡量能再有些青職的相調，邀約青職朋友參加。

 長青聚會
　長青服事者交通　　時間：9/27（二）9:30，地點：裕忠路會所長老室。

　長青聖徒集中聚會　時間：9/28（三）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備有愛筵。

 財務奉獻 為着青年路會所整修奉獻，需用經費約 130 萬元，請聖徒在主裏代禱記念並奉獻擺上

 書報 
   一、未申請電子基本訂戶者，請於 9/30 前將姓名，電話，e-mail，作業系統電洽書報室。

   二、一九七八年李常受文集，特價 1500 元，請洽書報室。

   三、2017 年福音月曆及信徒日誌：福音月曆沿用雪面銅版紙長三開印製，十二幅精美國畫配上

           精選福音經節，為傳揚福音最佳憑藉，送人自用均合宜，豫計十月初印製完成。每份定價

           160 元，10/13 前預約價 110 元〈以至書報室繳費為準，逾期以優惠價計〉。信徒日誌每本

           定價 80 元，亦於 10/13 前以優惠價每本 65 元。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周永分弟兄夫婦－九月份為大學新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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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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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聖經發送及後續接觸，得更多本地德國人，尤其是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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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五年內、久未聚會聖徒或渴慕認識神的福音朋友參加並在生活中竭力操練。    
　福音出訪：列名代禱，出外接觸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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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福家架構、養成生養習慣，至年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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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職特會奉獻宣告，過奉獻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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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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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家打開傳兒童福音（兒童排），目前64家，目標1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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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受浸人數：42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