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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夏季訓練信息要點

　第十篇　帳幕的八重意義

前言
　出埃及記末了記載帳幕的建造，給我們看見一

個榮耀的結果，就是帳幕的建立。出埃及記結束

於神的帳幕，神的居所，充滿神的榮光。本篇信

息乃是一段總論或概論的話，論到帳幕的八重意

義。

　　　　　　　　真理要點

　一、 我們需要看見並經歷基督的救贖，整個

帳幕寄託於一百個銀卯座，表徵召會是建造在基

督救贖的基礎上，並且是寄託於我們所經歷之升

天的基督。卯座表徵穩定站立；每個卯座是一他

連得（重約一百磅）的銀子作的，表徵基督的救

贖是信徒站立在神居所裏的穩固基礎。

　二、我們需要看見並經歷神聖性情的顯出，帳

幕的根基是銀的，但帳幕裏所顯出的是金；金表

徵基督的神聖性情連同神聖生命，也就是神自

己。在召會裏，就是在神的建造裏，所顯出的必

須是神的性情和生命；我們所顯出的、所彰顯的、

所給人看見的，應該不是別的，乃是基督榮耀的

神聖性情。

　三、我們需要看見並經歷變化過的人性，我們

要來看帳幕的結構，帳幕的豎板是用皂莢木包金

作的，皂莢木表徵變化過的人性。在召會建造的

事上，神聖的性情非常在於我們的人性；金站立

的力量乃是因着皂莢木。用金包裹表示神性和人

性必須調和在一起。

　四、我們在基督的身體裏需要一個穩固、不動

搖的立場，並且我們必須一直願意受別人平衡：

兩榫安在每塊豎板下面的兩個卯座裏，表徵我們

對基督的救贖有完全的信心，不僅如此，兩榫是

爲着平衡；我們必須一直受人平衡。 

　五、爲着召會的建造，身體的每一個肢體都需

要成爲完整的，並且主的行動中有轉彎時，就需

要堅固。 帳幕的每塊豎板寬一肘半，是三肘尺寸

的一半，這表徵每個信徒只是半個單位，需要別

人的配合。拐角的豎板是雙的，表徵每當主的行

動中有轉彎時，就需要加倍、堅固、加強。

　六、我們必須憑聖靈並在聖靈裏，因着神聖性

情托住的大能，與別人聯結在一起。所有帳幕的

板，是因在金裏面並藉着金閂聯結在一起；也就

是說，是在基督的神聖性情和神聖生命裏。

　七、神的建造，召會，被『四重的』基督遮蓋，

蓋的頭一層，就是最裏面的一層，是用撚的細

麻，和藍色、紫色、朱紅色線製造，繡上基路伯，

表徵主耶穌在祂人性裏的榮美，遮蓋、保護、並

包容作祂召會的所有信徒。第二層蓋，山羊毛，

豫表基督替我們成爲罪，在十字架上爲我們的罪

死了。第三層蓋，染紅的公羊皮，豫表基督是那

藉着受死流血，完成救贖，以滿足神和我們需要

的一位。第四層蓋，海狗皮，表徵基督沒有佳形

美貌；作我們的遮蓋，使我們能站住抵擋撒但和

他一切的攻擊。

　八、我們需要在三一神裏成爲柱子，由帳幕裏

的九根柱子所表徵；帳幕的入口有五根柱子支撐

簾子，而至聖所的入口有四根柱子支撐幔子。柱

子與豎板不同，柱子不僅適合保護和分別，也適

合作入口，人要成為柱子必須比板剛強得多。

　　　　　　  　負擔應用
　一、我們需要看見帳幕的意義及經歷所有由帳

幕所豫表關於基督與召會的各方面，並把這些應

用在我們的召會生活中。

　二、為着建造，我們需要更多得着神，並活出

基督的人性以加強並保守神的居所。

　三、在召會生活中我們需要學習與人配搭並受

平衡，在活力排的原則下有分召會的一切行動及

事奉。

　四、需要有更多的柱子使神的居所有入口，去

實行傳揚福音及牧養聖徒的工作。(陳致均弟兄)

十月份為青職及青少年福音月　 敬請聖徒廣邀青職及青少年福音朋友參加福音小排及聚會。

初信成全班  敬請鼓勵區裏仍未正常聚會的初信者報名參加初信成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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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在復活裏偉大的託付（二）

 貳　基督的託付

 　一　豫備使徒去完成祂在天上的職事
　基督進入復活，從祂成肉體的時期進入祂總括

的時期之後，就留在祂的使徒中間四十天之久，

豫備他們在祂的復活裏去完成祂在天上的職事。

（徒一 2 ～ 3。）

   　二　將祂偉大的託付給了他們
　在祂豫備使徒四十天的末了，祂將祂偉大的託

付給了他們。

   　三　帶着所賜給祂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
　這個託付，乃是得着天上地上所有權柄之基督

所給的。（太二八 18。）

       四　以門徒的身份，得着基督偉大的託付
　我們可能以為，基督偉大的託付，只是給十一

個使徒，而不是給我們的。但是十一個使徒，不

僅以使徒的身份，也以門徒的身份，得着基督偉

大的託付。（太二八 16。）當使徒得着這偉大的

託付時，他們的身份還不是使徒。他們那時的身

份乃是門徒，這也是我們的身份。我們沒有使徒

的身份，但我們確實有門徒的身份。身為門徒，

我們有資格得着基督偉大的託付。

      　1　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主所給我們偉大的託付，乃是叫我們使萬民作

主的門徒，並將基督所教訓的，教訓他們。（太

二八 19 ～ 20。）我這樣受訓練作門徒，已經大

約七十年了，現在主仍然在訓練我作門徒。

      　2　向一切受造之物傳揚福音

　主在馬可十六章十五節說，『你們往普天下

去，向一切受造之物傳揚福音。』歌羅西一章

二十節說，基督藉着祂的死，叫萬有都與自己和

好了。萬有，無論是在地上的、或是在諸天之上

的，都與神和好了，所以福音應當傳與天下一切

受造之物。（23。）

      　3　傳悔改以得赦罪之道

　基督託付我們要傳悔改以得赦罪之道。（路

二四 47。）我們若要這樣傳講，就必須對此有

正確的經歷。凡尋求主的人，都需要有完全的悔

改，向主徹底的認罪。一九三五年，倪弟兄在我

的家鄉開特會，講到活基督作我們得勝的生命。

在特會期間，有一天我到會所去，那時沒有別人

在場，我花了一些時間與主在一起。我向主徹底

的悔改，徹底的認罪，有兩個多小時之久。那樣

認罪之後，我覺得完全得着釋放而歡騰。我們若

不認已過的罪，而蒙主血洗淨，得主赦免，我們

就會背着沉重的擔子。得釋放脫離這重擔的路，

乃是向主徹底的認罪。當我們有這樣悔改以得赦

罪的經歷之後，我們就能有效的將這事傳給人。

     　4　見證一位復活的基督

　主也吩咐我們，要見證一位復活的基督，祂已

經被神立為主為基督（彌賽亞），就是神的受膏

者；並且被立為元首為救主。（徒二 32 ～ 36，

五 30 ～ 32。）

      　5　顯大基督

　見證基督就是顯大基督，展示基督。（徒二二

15。）當人看見保羅時，他們就看見基督。保羅

說，不再是他活着，乃是基督在他裏面活着。（加

二 20 上。）在他，活着就是基督。（腓一 21 上。）

當保羅活着，他就是基督。我們作見證，乃是見

證我們就是我們所供應給人的那位基督。當我們

活基督時，一切消極的事都消失，人所看見的就

全是基督。這就是在人性裏過生活，卻彰顯一位

神聖的基督。這就是活基督，顯大基督，展示基

督，給人看見基督。

      　6　拯救並聚集所有蒙神揀選的人

　主託付門徒，要拯救並聚集所有蒙神揀選的

人，從耶路撒冷起，經過猶太和撒瑪利亞，直到

地極—普天下，萬邦。（徒一 8，可十六 15，路

二四 47。）今天我們的耶路撒冷乃是所有我們熟

悉的人。我們必須拯救他們，召聚他們來，並收

割他們。那些在俄國為着主的權益勞苦的人，乃

是基督在地極的見證人。我們所受託付的目標，

最終乃是得着萬邦，也就是全地。

　我們要完成基督在復活中的偉大託付，就必須

在人性生活中活神聖的生命。我們是在人性生命

中活着，但我們不是活人性的生命；我們乃是在

人性生活中活神性的生命。復活的意思就是，我

們天然的生命已經釘了十字架，已經模成基督的

死。現今我們在人性生命中活着，但我們不活人

性的生命。我們乃是活神性的生命，而這神性的

生命就是復活。復活的意思乃是，我們天然的生

命釘了十字架。我們必須否認我們的己，使我們

天然的人，我們人性的生命，與基督同釘十字

架。這樣，我們就讓基督活在我們裏面，作神聖

的生命。復活的意思是，不活我們天然的生命，

乃活神聖的生命。這樣，藉着復活並在復活裏，

我們的人性就被提高到神聖的生命裏。（摘自活

力排第五篇）



          2016.10.02 3　　         －交通－

關於追求生命讀經的交通

　『我有把握的說，凡是好好讀過五百篇生命讀經信息的人，必會成為優秀的信徒。…如果你願意
從明天早晨開始，天天研讀生命讀經，甚至只過五十天，你就會不一樣了…我有把握的說，如果你

肯不斷的進入生命讀經的信息，只要過五十天你就會不一樣了。任何一卷書，就如創世記、出埃及

記、馬太福音或啟示錄中的任何一篇信息，都適合給你研讀。只要去讀生命讀經的信息。』（摘自

長老訓練第三冊，第十篇。）

　已過 2004 年起，全台有五年追求生命讀經的實行。那時，許多聖徒投入水流，將新舊約生命讀經

一同追求過一遍。至今 2016 年，已經過了 12 個年頭，為着鼓勵更多的聖徒們建立起追求生命讀經

的習慣，將以每二天一篇，每週三篇生命讀經信息的進度，預計以十年的時間進入新舊約各卷書的
生命讀經。由於召會的進度已經追求過『創世記』和『出埃及記』的生命讀經，因此，將從利未記

開始，第一階段：先追求過舊約摩西五經中其餘的三卷書（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分為五個

學程，共 147 篇信息。預計約一年即可追求過。

學程一
利未記

1~35 篇 學程三
民數記

1~27 篇
學程二 36~64 篇 學程四 28~53 篇
學程五 申命記 1~30 篇

　一、在每週週訊第三版，將會陸續刊登該週進度的生命讀經信息導讀與摸着分享。

　二、為着鼓勵聖徒能彀一同追求進入，即日起至十月底止，利未記生命讀經，書房以七折優待。
　三、而對於青年人（35 歲以下）追求，凡在規定時間內完成該學程進度者，召會也將會頒發書券

　　　獎（每學程 100 元書券），以資鼓勵。

　四、網上利未記生命讀經，請點 QR-CODE 連結。

歌羅西書主題及第三章背經會考滿分獎勵名單

按小區順序列名，獎勵書券及得獎試卷隨週訊發至各區

A卷 (默寫全文 )：書卷100元
張穆曼英、戴李美玉、袁蔡瑞碧、王宇盈、張沈淑春、沈淑敏、於簡瑋妤、徐李翠瑩、劉張東平、

石峯銘、楊容慎、柯志鴻、柯李美頻、吳念宇、陳美蓉、陸鄭毅美、葉賀彬、周秀春、臧台安、林

陳麗美、張廖頌美、林景豐、吳姚美滿、楊黃瓊芬、陳柔儀、許素禎、張蔡明秀、何建興、張幼銘、

張雅萍、施昀豆、馮永祥、陳素雲、翁李美治、陳如英、孫徐銘穗、黃陳秋英、許真珠、王汝華、

林周素鑾（共 40 位）

B卷 (填充題 )：書券50元
蔡美華、黃寬興、王朱春美、連黃秀禎、劉文福、張黎秀惠、陳貴華、陳宇樹、鄭郭惠姿、崔芝榕、

楊國廷、沈美珍、許新晨、李光恩、李黃蘭君、 林彥余、郭民典、吳周素卿、陳志峯、魏毓熙、邱寶玉、

王何怡靜、林梨雪 、溫淑貞、施溫子瑩、溫陳惠婉、溫銘光、黃穎仁、史欽堯、史蘇月霞、史佩恩、

吳宗庭、繆江鳳、林春美、陳齊慧芬、王文慧、潘豫新、呂婕羽、翁榮聰、車惠軒、鄭麗玫、徐秀芳（共

42 位）

兒童背經：書券50元
吳雲熹、吳雲愛、梁約書亞、陳奕光、陳奕穎、蔡宗承（共 6 位）

註：總應考人數653位，A卷 90分以上 43位（書券50元），B卷 90分以上 162位（書券30元），

　　兒童背經 5~15節 18位（5節書券 10元，10節書券 20元，15節書券 30元）。

　　       －背經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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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呼吸　小組申言　擘餅有分主筵席　　

　在已過主日上午，台南市召會分別在裕忠路會

所及青年路會所舉辦了初信成全班。初信成全

班的用意，乃是為着剛蒙恩、久不聚會以及有心

追求主話，時間卻不釋放的聖徒，以淺顯易懂的

方式帶領參加者一步步的明白真理並有屬靈的操

練；同時也藉着初信成全，使參加者不僅在主日

能分別時間參加主日聚會，並在會中多有分享，

以至於有穩定的召會生活。

　在裕忠路會所的與會人數，第一週報名人數有

222 位，臨時報名有 74 位，在會場約有 262 位。

青年路會所則有 106 位報名，實際有 125 位與會。

第一週雖是九點十五分纔開始報到，但實有許多

弟兄姊妹九點就已經到會場。

　聚會前半為信息追求。在前半聚會開頭，藉着

唱詩歌挑旺與會者的靈。接着便進入信息追求，

內容為生命課程卷一第四課『禱告』。一個嬰孩

一生下來，首要的一件事，就是呼吸。禱告乃是

屬靈生命的呼吸。弟兄藉着信息說明禱告對基督

徒的重要，也使與會者呼求主名來運用靈。除了

信息，弟兄也用自己親身的經歷來幫助與會者如

何操練禱告。

　信息結束後，就有分組。在小組長與陪伴者的

幫助下，參加者在各小組裏對信息中所摸着的點

有簡單的分享，盼望能彀達到個個申言；最後也

操練個人在主面前有禱告。

　後半則是擘餅聚會，與會者都能有分主的筵

席，結束後，便一同用餐交通。會後的整潔，每

週會安排各小組輪流配搭，使與會者不光只是來

聚會而已，更能有分事務配搭的服事。

　參加者表示，信息的題目鮮明，能幫助他們進

入信息重點。也有人表示下次要帶朋友來參加。

感謝主！願主藉着初信成全班，使更多人得着成

全並穩固在召會生活中。（文字組　何清濤弟兄）

　羅十五 16 『使我為外邦人作基督耶穌的僕役，

作神福音勤奮的祭司，叫所獻上的外邦人，在聖

靈裏得以聖別，可蒙悅納。』

　將基督這福音傳給人，乃是對神的一種事奉；

我們所得的人，也是我們獻給神的祭物。我們本

是不潔的外邦人，在聖靈裏得以聖別，成為蒙神

悅納的祭物，而從凡俗的事物中分別出來，被神

浸透，得以聖別。

　因連續有兩位姊妹，盼望能帶領小羊參加 『初

信成全』，使我也開始為剛受浸不到一年的小羊

們禱告。她們為了家庭、照顧先生，有時假日還

得上班，實在無法週週主日都到…，但一邀請她

們參加時，她們竟都毫不遲疑、單純地報名了。

　課堂中，弟兄讓我們在小組時分享最摸着的經

節，小羊們不約而同地分享了腓四 6~7『應當一

無罣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帶着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

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衛你們的心懷意念。』

因着我們都是一羣上了年紀的姊妹們，常常會將

頭腦不好掛在嘴上…，但她們竟然記得這是我們

曾在小排時禱背過的經文，且常常運用此經文，

將一切憂慮禱告給主，特別是每次出門時，求主

賜平安。

　感謝主，藉着『初信成全』也尋回迷失的羊，

堅固他們在召會中，叫他們在聖靈裏得以聖別，

可蒙悅納。（1001 區　吳姊妹）

  

 

初信成全

1 信息交通

2 申言分享

3 分組禱告

大專福音節期－喜樂滿懷，禾捆帶回來－目前共計受浸14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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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合意禱告帶下神祝福

　　       －青職特會－

　　      －青職福音月－

　聯結的閂是皂莢木作的，為着連接的力量；

並且用金子包裹，為着聯結；閂是用皂莢木作

的，指明那靈的一不僅與基督的神性有關，也

與基督的人性有關。

　以弗所書四章二～三節：『凡事卑微、溫柔、

恆忍，在愛裏彼此擔就，以和平的聯索，竭力

保守那靈的一。』在我天然的人裏面，這些美

德我都沒有。但是藉着享受主，經歷主活在我

裏面，就使我能活祂。

　我是一個很重睡眠的人，有充足的休息纔能

維持一天的體力。每週我會固定陪一位姊妹晚

禱，我們一同進入晨興聖言享受主的話並將負

擔帶到禱告中，我也藉這機會關心她的近況並

為她禱告。就在某天晚禱結束後，身體很疲憊

區 日期 / 週 時間 地點 行動簡述 聯絡人 手機
二 10/5 週三 18:30 林成新姊妹家 青職福音愛筵 黃詩涵 0975-117-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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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10/8 週六 18:00 郭永益弟兄家 青職福音愛筵 郭永益 0932-985-357
五 10/14 週五 18:30 黃主賜弟兄家 青職福音愛筵 黃主賜 0910-869-953
七  10/6 週四 20:00 陳致均弟兄家 詩歌見證福音短講 張文淵 0982-938-387
七 10/14 週五 20:00 陳致均弟兄家 詩歌見證福音短講 許博舜 0988-101-292
八 10/13 週四 20:00 海佃路一段 318 號 詩歌見證福音短講 徐祥瑋 0973-912-321
九 10/13 週四 19:30 劉維仁弟兄家 福音小排愛筵 劉維仁 0971-031-362
十 10/14 週五 18:30 梁智湧弟兄家 福音小排愛筵 潘聖良 0985-621-322

十一 10/15 週六 18:30 溪美里 565 號 詩歌讀經福音短講 林芍佑 0989-454-076
十二 10/8 週六 東山 福音相調 陳韋字 0928-789-015
十三 10/8~10/9 台東 大區相調 洪琮博 0921-562-513
十四 10/15 週六 18:00 鹽水會所 福音收割聚會（愛筵） 邱俊傑 0956-982-266
十六 10/15 週六 18:30 鹽行會所 青職福音愛筵 林右庸 0968-599-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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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福音節期－

活出基督的人性以加強並保守神的居所

想要早點歇息，主卻給我感覺，並催促我打給

另一位姊妹，為着我們所照顧牧養的小羊爭戰

禱告。禱告完，接着主又催促我打給另外一位

正在豫備考試的姊妹，陪她禱告。結束後已經

十一點半，雖然身體相當疲憊，但靈裏卻是格

外甜美喜樂。

　歌羅西書二章十九節：『持定元首；本於祂，

全身藉着節和筋，得了豐富的供應，並結合一

起，就以神的增長而長大。』有時候藉着一通

電話，肢體之間便能從主得着加力、復甦。感

謝主，不僅將這些姊妹加在我們中間，更是把

每一位放在我的心上，使我越過越有主的甜美

人性，學習更多顧到人。活出基督的人性以加

強並保守神的居所（701 區　吳佳萱姊妹）

　寶貝在這次的福音節期裏，主開啟我，使我認

識禱告的重要，同心合意的禱告能帶下神的祝

福。主也很祝福我們的行動，在新生訓練時就讓

我們拿到了六百多張的有效問卷，我就對主滿有

信心，且滿了得勝的盼望。但越接近福音節期的

末了，我反而缺少了禱告，也開始有許多的抱怨，

加上一些傳福音的瓶頸，更因為知道家裏一些消

極的事，而變得輭弱消極，沒有動力傳福音。直

到 9/24 的福音聚會，主藉着聚會向我說話，祂說：

『祂是神，所以沒甚麼是不可能的，也沒甚麼好

憂慮的！使我放下這些消極的觀念，轉向神，憑

信心生活。我們向世人所傳揚的就是這位生活中

我們所信靠的真神。（長榮　郭羽哲姊妹）

每小區至少得一青職果子，青職聖徒每人在福音月結一青職果子，以此目標，迫切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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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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週。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10/02 主日「真理課程」二級卷四第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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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4. 書報追求 「職事文摘」第一卷第一期第 93 ～ 110 頁，「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181~182 篇。

　  5. 背經進度「歌羅西書」主題及西 4:12 ～ 4:14
西 4:12 有你們那裏的人，作基督耶穌奴僕的以巴弗問你們安；他在禱告中常為你們竭力

奮鬥，要你們得以成熟，站立得住，在神一切的旨意上滿有確信。 

西 4:13   我可以給他作見證，他為你們和那些在老底嘉，並在希拉波立的人，多多的辛勞。 

西 4:14 親愛的醫生路加，和底馬問你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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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 主日 ) 口王上 2:1-46 口徒  8:1-13  口徒 8:12
10/03( 週一 ) 口王上 3:1-28 口徒  8:14-25  口徒 8:17
10/04( 週二 ) 口王上 4:1-34 口徒  8:26-40  口徒 8:37
10/05( 週三 ) 口王上 5:1-6:38 口徒  9:1-19  口徒 9:5
10/06( 週四 ) 口王上 7:1-22 口徒  9:20-43  口徒 9:31
10/07( 週五 ) 口王上 7:23-51 口徒  10:1-16  口徒 10:11
10/08( 週六 ) 口王上 8:1-36 口徒 10:17-33  口徒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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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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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週一 )
 10/04(週二 )
 10/05(週三 )
 10/06(週四 )
 10/07(週五 )
10/08( 週六 )

Col  4:12     Epaphras, who is one of you, a slave of Christ Jesus, greets you, always struggling on your   
                    behalf  in his prayers that you may stand mature and fully assured in all the will of God.
Col  4:13     For I testify of him that he labors much for you and for those in Laodicea and for those in
                    Hierapolis.
Col  4:14     Luke, the beloved physician, greets you, as well as Demas.

  －報告事項－
  初信成全班

一、每週主日 9:30 （請聖徒提早五分鐘赴會）；備有午餐（自由奉獻）。請攜帶生命課程卷一。
二、地點：青年路會所、裕忠路會所改至大會場。

    大區  九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10/4（週二）20:00，地點 : 歸仁區會所。
    公職界福音相調愛筵
   一、時間：10/22（六）18:00，地點：裕忠路會所。對象：服務公職的聖徒，並邀約同事參加。

   二、聯絡人：郭永益、許信翔、黃主賜。

　兒童詩歌活力唱與經營兒童排
　　兒童是一個大的福音，這福音的推廣在於家家打開傳兒童福音，作兒童小排。此次聚
　會，專特交通詩歌活力唱、經營兒童排、聚會秩序掌控及活動串場技巧等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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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大專、青少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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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聚會（因颱風緣故，聚會日期更改）
　長青服事者交通　　時間：10/4（二）9:30，地點：裕忠路會所長老室。

　長青聖徒集中聚會　時間：10/5（三）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備有愛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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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周永分弟兄夫婦－在此興起一班先鋒，實行活力排，照着神牧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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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職福音月目標－每小區至少得一青職果子，青職聖徒每人結一青職果子。

    大專：福音節期所結的果子，能持續接觸餧養，並參加主日初信成全聚會。

    青少年：十月福音月－青少年關心同學，接觸同學，為人代禱，邀約至小排及福音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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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受浸人數：513人。

  －受浸新人 －

　  至 2016年 9月 28日受浸人數累計

101 林素珠、賴靜如 102 巫仲恩、郭翔恩、王緯澤、

陳岑善、陳宇汎、黃冠仁、廖彥凱、林育德、王朝

威、吳郁璇、陳珮純 107 李格格、陳夢陽、萬芸妘、

楊少谷 201 許銘顯、曹博洲、曾璟程、黃林麗雲 301
石賀文、許倉豪、黃麗華 302 莊程凱、韓振元、堯

勁豪、簡丞彥、丁方元、孫啓峰 303 吳政益、古珮

萱、洪亞歆、黃渝評、趙珮君 306 楊皓程、丁瓘媛、

陳又菱、黃瑞華 401 林頤笙、李慧芳 404 袁翊玲、

陳家慶、蘇鈺雯、周亭均、黃鈺哲、鍾珮瑜、鄭鈞菖、

洪義翔 503 胡逸威、陳南吉 601 鍾偉文、王淯傑、

廖鴻彬、黃敬峰、劉炳成、周祐誠 602 楊惇綺、張

靖涓、周家丞、方利洲、韓文軒、劉怡然、黃慈瑾 
陳玟靜、吳克仁、許秋育、石世昌、蔡承翰、陳富樂、

彭正皓、雷承翰、莊侑勳 603 王蕙敏、沈芝錞、劉

子龍 604 李彩慈、張巧穎、黃郁茜、張雅婷、黃政

豪、潘永祥、林昶志、臧晨閔、陳宗羿、廖俊霖 605
張文瑞、董懿德、劉旭庭、裘其軒、劉泓德、施皓鈞、

蘇紹華、施宇寬、林峰義、張維承 701 陳奕慈、蔡

秉翰、張沛柔、張芷菱、廖偵伶、申欣瑩 704 金至培、

羅翰賦 705 吳昱瑩、楊雪瑩、黃昕俞、張淯萱、范

曉萱 802 孫台瀞 902 何順隆、王顏冬美、王昱中 903
洪子捷、陳姿玕 李雅芳 1001 姜志忠 1003 郭峻鴻、

王昱翔、許詠傑 1101 吳祁銀平、陳秀霞、蔡宗勳、

張雅文 1102 葉文卿、劉昊成、王士豪、孫庭萱、吳

秀美、鄭嘉輝、蔡峻祐 1103 王冰心、呂琬靜、黃英

桀、侯雪、陳龍儒、鄭一雄、陸冠宇、羅濟昀、陳

柏源、羅良錡 1201 徐三富 1203 吳邱淑卿 1204 陳善

卿 1301 彭懷南、金鼎喭、林佑昇 1302 杜發 1401 陳

怡妏、陳享伯 1501 杜光硯 1601 張淑貞、蔡宗翰、

張琇媚、盧秀雯 1602 楊振鴻、郭桂麟 ( 共 157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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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34 51 24 9 75 35 7 74 29 28 14 22 36 6 17 513

 安息聚會 ( 五大區 ) 劉浙生弟兄 時間 :10/8（週六）10:00，地點 : 台南市立殯儀館懷悌廳。

  財務奉獻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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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羅西書第四章背經會考
　會考時間：10/16（主日），地點：各小區。範圍：歌羅西書主題及第四章經文。請各小區於

　1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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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福音月曆，每份 160 元，10/13 前預約價 110 元。信徒日誌定價 80 元，優惠價 65 元。

   二、第四十八梯次中文基本訂戶發書二本 : 神人調和與復活的原則，從羅馬書看神完全的救恩。

   三、利未記生命讀經共三冊，原價 660 元，10/31 前特價 460 元。

  －報告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