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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秋季長老訓練信息要點

第二篇　在以弗所的召會

前言
　本次信息『回歸召會的正統』，主要藉着啟示

錄開頭關於七個召會的啟示，從神永遠的心意來

看，今天召會該有的光景，和神對召會的目標是

甚麼。第一篇我們看見榮耀的基督作爲在金燈臺

中間行走之人子的異象，接着第二篇開始藉着七

個召會的一些特點，啟示如何回歸到召會的正

統。　　　　　　   　　  
真理要點

　壹、論到七個燈臺所代表的七個召會，我
們應當明白三件事：這七個召會是當日實在的

召會；這七個

召會代表召會的七層歷史；這七個召會的光景在

召會七層歷史中是同時都有的。

　貳、啓示錄二至三章給我們看見，我們需
要回歸召會的正統—甚麼是主真正所喜悅
的，甚麼是主所定罪的，以及甚麼是主對於
召會所定的道路。一個人若真要走主的道路，

知道怎樣作基督徒，甚至召會出了問題，就必須

要看啓示錄二至三章，去尋覓主所帶領的道路，

告訴我們怎樣作。在寫給七個召會的七封書信都

是以主爲起頭，而結束於得勝者的呼召。今天人

墮落失敗，一直往下；但是得勝者卻又重新恢復

到神的旨意裏，並回到召會的正統。

　叁、在主給以弗所召會的書信中，有四個
主要的點—愛、生命、光和燈臺 (啟二 1 ～ 
7)。我們不該離棄主作我們起初的愛，並且我

們必須行起初所行的。離棄起初的愛，是歷世

代以來召會失敗的根源和主要的原因。恢復起

初的愛，就是在凡事上以主耶穌爲第一。以色列

的失敗是他們棄絕了神，就是活水的泉源（耶二

13），而召會的墮落是離棄了起初的愛；事實上，

離棄起初的愛就是離棄基督，沒有在凡事上以祂

爲第一。我們若離棄對主起初的愛，不悔改，行

起初所行的，我們可能仍舊站住地方的立場，卻

失去了金燈臺所豫表之三一神的實際與見證。我

們對主若有起初的愛，就會恨惡主所恨惡的尼哥

拉黨行爲。在正當的召會生活中，沒有居間階級

破壞神經綸中普徧的祭司職任，所有的信徒都是

神的祭司。在像以弗所這樣好而有次序、正式的

召會生活裏，我們需要維持喫基督作生命樹。在

召會的墮落中，宗教及其知識打岔信徒，使他們

不能喫祂這棵生命樹；因此，主應許得勝者，要

把生命樹的果子給他們喫，作爲賞賜；這是一種

激勵，叫他們離開宗教的知識，回來享受主自己。

照着神的經綸，把召會恢復到神原初的心意裏。

　我們必須記得這四個辭：愛、生命、光、燈臺。

我們必須在各方面、在凡事上讓主耶穌居首位，

以恢復起初的愛。這樣，我們就會享受祂作生命

樹，而這生命立卽成爲生命之光（約八 12）。然

後我們就會在日常生活中照耀，並團體的作爲燈

臺照耀，作耶穌的見證；這至終要成爲我們的賞

賜，不僅在今世，更是在來世；在千年國裏，我

們要在神的樂園裏享受基督作我們的賞賜。

　　　　　　　 負擔應用
　一、我們對召會的感覺和態度乃在於我們的光

景。我們若在凡事上讓主居首位，並終日享受祂

作生命樹，不管召會的情形怎樣，召會要立卽成

爲我們的樂園。關鍵在於，我們必須喫神樂園中

的生命樹。

　二、因此，我們必須爲着一切沒有讓主居首位

的事求祂赦免我們。並且，我們能見證我們愛主，

願意聽祂的聲音，祂的話語。盼望我們都積極進

到主話的享受，一同跟上召會讀背經、生命讀經

的追求。

　三、然後，在我們的事奉上，惟獨受主愛激勵

的工作纔是金、銀、寶石；我們傳福音、牧養聖

十一月份兒童福音月　     敬請聖徒廣開家，傳兒童福音，目標150家，請為此代禱。
全召會成全聚會暨專項成全 11/13（主日）15:30成全聚會，17:00專項成全，地點：裕忠路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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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與教導—活力排的義務神所命定建造基督身體基本的路，

以終極完成祂永遠的目標—新耶路撒冷（四）

　二　教導
　　1　使徒保羅在他個人訪問眾召會時有教導
　　2　保羅寫十四封書信
　保羅也寫了十四封書信給眾召會和個人，論到

神永遠的經綸，以基督為其中心與普及，並以基

督的身體為其中心線，以完成新耶路撒冷。保羅

所教導的，與主耶穌所教導的一樣。今天許多的

教導是在倫理的範圍裏。這些教導搆不上基督和

保羅教導的標準。基督和保羅都教導神永遠經綸

的內容。我們在活力排裏必須學習教導這些事。

　我們若要教導馬太福音，就必須認識馬太福音

主要的三段：國度的憲法，（五～七，）國度

的奧祕，（十三，）和國度的顯現。（二四～

二五。）在國度的憲法裏，我們必須靈裏貧窮，

清心，並有超過法利賽人之義的義。我們若教導

國度的奧祕，就必須強調，我們必須是好土，讓

基督把祂自己作為種子撒在其中。今天我們必須

長基督，並變化成為珍貴的珠子。我們也必須教

導約翰福音裏關於神是湧流的神。父是源，顯出

來成為在子裏的泉，並湧流成為那靈的川，產生

一個大的完成—新耶路撒冷。這是我們所該學習

並供應別人的教導。我們教導這些事，人就會希

奇並受吸引。他們也會得着生命的供應和服事。

參　在長老的職分裏

　一　執行祂對群羊的牧養
　除了藉着有恩賜之人主要的功用來牧養之外，

基督作召會的元首也吩咐使徒要在眾地方召會

設立長老（監督），以執行祂對群羊的牧養。召

會的元首賜下許多有恩賜的人，盡牧養的功用，

以建造祂的身體，但身體乃是在眾地方召會顯出

的。身體是宇宙的、抽象的，而眾召會是地方的、

具體的。在眾地方召會，需要長老作地方上的牧

人。地方上的牧人比較實際。基督作召會的元首，

吩咐使徒（宇宙的牧人）要設立一些地方上的長

老，以顧到地方上的召會。

　二　在召會中長老的義務
　　1　牧養
　在召會中長老的義務是牧養，如基督和有恩賜

之人所作的一樣。

　　2　教導
　長老也有義務教導，以加強牧養並完成其目

標；這教導是照着基督在四福音、以及有恩賜之

人在書信中所教導的。提前三章二節說，長老必

須善於教導。這意思是說，教導成了他們的習慣。

有些長老天性是安靜的。這些長老特別需要否認

自己，而善於教導，就是要善於說話。這不是講

說一些虛空的事，乃是講說神經綸的真理。我們

必須憑着主的恩典受裝備，來為祂說話。我們應

該講說神永遠經綸高峰的真理。保羅在提前五章

十七節也說，那在話語和教導上勞苦的長老，當

被看為配受加倍的敬奉。在提前一章三至四節，

保羅囑咐提摩太仍住在以弗所，好囑咐那幾個

人，不可教導與神的經綸不同的事。他也囑咐哥

林多人說一樣的話，好叫他們中間沒有分裂。我

們都該說一樣的話—神的經綸。

　三　作神群羊的榜樣
　長老藉着帶領來牧養召會，不該作主轄管他

們，就是神所委託長老的產業，乃該作神群羊的

榜樣。神已將召會分配給長老們，委託他們照管。

長老們必須牧養聖徒，而不是作主轄管他們。

　　1　以謙卑束腰
　長老要以謙卑束腰，服事聖徒。保羅在林後四

章五節說，『因為我們不是傳自己，乃是傳基督

耶穌為主，也傳自己為耶穌的緣故，作你們的奴

僕。』同工和長老乃是奴僕。馬太二十章二十六

至二十七節說，『你們中間無論誰想要為大，就

必作你們的僕役；你們中間無論誰想要為首，就

必作你們的奴僕。』在約參九至十一節有一個反

面的例子：『我曾略略的寫信給召會；但那在他

們中間好為首的丟特腓，不接待我們。所以我若

去，必要題起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惡言妄論我

們；還不以此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願

意接待，他也禁止，並且把他們趕出召會。親愛

的，不要傚法惡，只要傚法善。行善的是出於神，

行惡的未曾見過神。』高抬自己和作威作福的丟

特腓是個惡榜樣。

   　 2　得着那不能衰殘的榮耀冠冕為賞賜
　在牧長顯現的時候，長老樂意並忠信的牧養，

必得着那不能衰殘的榮耀冠冕為賞賜。牧長基督

一直在顧到對祂召會的牧養。當祂回來的時候，

祂要賞賜那些與祂合作的忠信者。（摘自活力排

第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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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未記生命讀經導讀 (四 ) 燔祭 -基督作神的滿足

壹　本週進度：利未記生命讀經第七至九篇，利未記一章。

貳　經文事實
　在前二週的導讀中，我們已經看過關於獻燔祭的條例，大多是在啟示方面。而在利未記生命讀經

第七至十篇，李弟兄有負擔要以經歷的方式來看這供物。主要有二個方面：第一方面，我們要來看

基督在祂的經歷中，乃是獻給神的燔祭。第二方面，我們要來看在基督的經歷中我們對祂的經歷。

　首先，基督在祂的經歷中乃是獻給神的燔祭。以賽亞五十三章七節豫言基督要被牽去宰殺﹕『祂

像羊羔被牽去到宰殺之地。』 基督是順從的，被人帶到城外宰殺之地－各各他。當主耶穌快要被殺

時，祂的衣服被剝走了。（太二七 28。）這是何等的恥辱！不僅如此，兵丁將祂釘十字架時，『就

拈鬮分祂的衣服。』（太二七 35。）主耶穌經歷了何等的剝奪！此外，在十字架上受到大祭司和經

學家的戲弄，叫祂從十字架上下來，使他們看見就信（可十五 29~32），這時主耶穌也經歷到切塊。

甚至那和祂同釘的人也辱罵祂，因而有分於切割祂。基督經歷了許多事情，祂被宰殺、剝皮並切塊，

纔成為獻給神的燔祭。

　不僅如此，我們也需要看見在基督的經歷中我們對祂的經歷。我們若要向神獻上基督作燔祭，就

需要在基督的經歷中經歷基督，然後按照對祂的經歷，將我們所經歷的基督獻給神。比方在婚姻生

活與召會生活中，我們經歷基督的被牽去宰殺。如果真是如此，我們在婚姻生活中就沒有爭吵，在

召會生活中也就沒有難處了。又比方說，我們經歷基督的剝皮並切塊，林前四章十三節啟示保羅經

歷了這事﹕『被人譭謗，…我們成了世界上的污穢，萬物中的渣滓，直到如今。』就某種意義說，

我們可能受尊敬，但就另一種意義說，我們會被人當作污穢、渣滓看待。這就是基督的經歷。祂的

門徒尊敬祂，對祂有高的評價；但是對於那些將祂切塊的反對者，祂是污穢和渣滓。我們若對基督

作燔祭的經歷滿了經歷，我們的讚美就會有豐富的發表。願我們天天竭力在基督作燔祭的各面經歷

祂，使我們的禱告和讚美釋放出更多我們對基督的經歷。 (摘自利未記生命讀經，第七至九篇。)

心得分享－經歷基督所經歷的  當作燔祭獻給神

　利未記生命讀經第七篇到第九篇說到關於燔祭的經歷，在我們舊有的認識中，認為燔祭意義是說

到我們該絕對為着神，並且向着神我們乃是燔祭。這裏篇題一開頭就說到『在基督的經歷中經歷基

督，並獻上我們所經歷的基督，按照我們對祂的經歷，將祂當作我們的燔祭獻給神』。基督該是我

們的經歷，但是我們對於燔祭的經歷也該是經歷基督在燔祭那裏所經歷的。基督作為燔祭時，祂絕

對為着神，經歷了牽去宰殺、剝皮（剝奪）、切塊等等，我們也該絕對為着神去經歷在每件事上『牽

去宰殺、剝皮（剝奪）、切塊』，好叫我們經歷基督所經歷的當作燔祭獻給神。

　很寶貝這裏說到『被宰殺』，在召會生活中以及基督徒生活中會有『被宰殺』的經歷，如果我們

願意絕對為着神的緣故這樣的被宰殺，那我們就會經歷基督所經歷的，成為我們獻給神的燔祭。（701
區　陳振偉弟兄）

　藉着生命讀經的開啟，再次翻轉我對獻燔祭的觀念。燔祭是指一種絕對為着神的生活。然而在我

的日常生活中我領悟自己真的是污穢、罪惡又滿了缺陷，根本沒有資格成為獻給神的燔祭。總覺得

獻燔祭離我好遠，很難經歷。但我得了開啟：『所以我們必須「接受基督」作我們的燔祭。』這話

是甚麼意思呢？就是需要『經歷基督所經歷的。』然後我們要照着對祂的經歷，將祂當作燔祭獻給神。 
　讀到第八篇的時候，我看見了一道很強的光，這裏說：『我們在婚姻生活並召會生活中有難處，

原因就是我們沒有絕對為着神。』原來！我的婚姻生活與召會生活正是需要基督作我的燔祭！我必

須經歷基督所經歷的接受到我的生活裏。 
　我們太有福了！獻燔祭的條例主耶穌自己已經在地上經歷過並活出來了！並且保羅是我們的榜樣，

他也曾過這樣的生活。因此他能說，『你們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所以我們該像保羅一樣，

『重複』基督在地上時所過燔祭的生活。阿利路亞！我們都不該灰心！今天我們能藉着內住、復活

的基督來經歷基督作燔祭。因為在那加我能力者的裏面，凡事都能作！然後，我們就將我們所經歷

的基督獻上給神，使神得着滿足和喜悅！（701 區　羅鈞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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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福音月負擔交通

　一九八四年改制後，主僕人交通到兒童工作對召會發展的重要性。正如福音能廣傳是在於家，當

許多家能為兒童打開時，兒童是一個大的福音就有路可以實行。

　『在…召會中，要從兒童開始關心，等到他們長大一點時，就會帶人了；再長，就成了召會福音

的種子。這給我們看見兒童工作的重要性，對召會的發展有莫大的關係，盼望弟兄姊妹千萬不要輕

看這事。

　我們研究的結果，發覺一個最有利的方式，就像我們廣傳福音一樣的作法，請個個弟兄姊妹都打

開家，有兒童聚會。』（召會分項事奉的建立，九七至九八頁。）

　十一月兒童福音月是神家中的一件大事。我們眾人皆可一同有分這個大的福音。

開家對象及方式
　下面邀請下列五班聖徒（含福音家長）與我們同享受兒童福音的好處：

壹　我家已經『週週打開』有兒童排：
　一　請選定十一月的某一次兒童排，大量邀約孩子的同學，願主呼召更多孩子到祂這裏來。

　二　請回報登錄這一次的時間即可；若週週都有大量邀約，都可回報。

貳　我與聖徒『輪流打開』家有兒童排：
　一　鼓勵十一月，輪兒童排的各家，都各自打開家一次：

　　1　 陪伴自己的孩子為同學列名單禱告，並邀約孩子同學前來。

　　2　 開家傳兒童福音時，全家（父母、兒女）一同配搭唱詩、故事或發點心，全家一同在福音上

               盡功用。

　二　兒童排的各家可彼此扶持，但開家的聖徒孩子，主體邀約同學前來享受福音的好處。

叁　我去年十一月已打開家傳兒童福音一次：
　一　鼓勵今年再打開家一次，全家一同傳兒童福音，父母、兒女都被喜樂的靈充滿。

　二　請快快上群組登錄，眾聖徒一同代求！

肆　我尚未打開家傳過兒童福音：
　一　『我們家打開有聚會，只有福氣，只有益處，絕不會有虧損。』（擴建召會的三要事—生、養、

　　　教，五八頁。）

　二　打開家的所需，召會中的兒童服事者、大區的聖徒們、兒童排的弟兄姊妹，都可一同配搭，

　　　請抓住一同蒙恩的機會，十一月打開家一次傳兒童福音。

伍　我家沒有兒童：
　一　『若是家裏沒有兒童的，家打開與否就由個人考量；然而，最好有負擔為兒童打開家。』（召

　　　會分項事奉的建立，九八頁。）

　二　『若是年長姊妹們，兒女都已出國或成家，家中只剩下夫婦二人，並且環境也許可，那麼何

　　　樂而不為？他們可以把家裏的客廳打開，請五、六位鄰舍的小孩來，在家裏有兒童聚會。』（召

　　　會分項事奉的建立，九八頁。）

　　       －背經會考－
歌羅西書主題及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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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蔡瑞碧、戴李美玉、潘偉堯、王宇盈、張沈淑春、陳麗蓁、陳華強、於簡瑋妤、徐李翠瑩、石峯銘、柯志鴻、董博文、陳美蓉、葉賀彬、周秀春、徐建汕、林陳麗美、臧台安、張廖頌美、吳姚美滿、許素禎、歐吳秀珠、陳培坤、

何建興、陳韋杉、粱馬利亞、周至偉、張幼銘、王華森、陳秀金、陳素雲、 翁李美治、陳如英、李宏銘、許真珠、王汝華、林周素鑾、王治平、王邱麗華（共 39 位）

B 卷 (填充題 )：書券 50 元　
王朱春美 、王宗智、汪吳彩月、張勳章、江燕淑、林石美惠、朱秀琴、陳妍蓁、崔芝榕、楊國廷、沈美珍、高俊珊、李黃蘭君、紀心蘋、郭民典、吳周素卿、陳楊朱琴、孫翊羚、魏毓熙、陳致均、劉子敬、林梨雪、溫陳惠婉、

溫銘光、歐文吉、繆江鳳、黃粱美娟、何龍子美、徐正中、馮永祥、王呂慈娓、俞勇、劉東柏、鄭麗玫、陳蔡金秀（共 35 位）
兒童背經：書券 50 元　吳雲熹、吳雲愛、陳宇樹、徐加城、陳奕光、陳奕穎（共 6 位）
註：總應考人數 621 位，A 卷 90 分以上 48 位（書券 50 元），B 卷 90 分以上 127 位（書券 30 元），兒童背經 5~15 節共 17 位（5 節書券 10 元，10 節書券 20 元，15 節書券 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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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合意陳明真理 信而受浸必然得救

　　       －各界福音－

青職小排福饗宴　得着果子神祝福

　　       －青職福音－

　希伯來書十章二十五節說到：『不可放棄我們

自己的聚集，好像有些人習慣了一樣，倒要彼此

勸勉；既看見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我好

享受這次的公職福音聚會，吳弟兄說到三個很重

要的點：一、我們需要有職業，就使我們這個人

更蒙保守；二、要將財務分別為聖，為着主的需

　感謝主，六大區青職姊妹常有一同享受禱告的

生活，每週週中一同『晨興』並跟上召會的帶領

追求『生命讀經』，不論是晨興或追求生命讀經

時，都堅定持續為青職同伴、小羊和福音朋友禱

告。而每主日的晚上有四到七位的青職姊妹和陪

伴者再一同為專特的負擔禱告；所以在生活中就

如歌羅西四章二節所說的，『你們要堅定持續的

禱告，在此儆醒感恩。』

　歌羅西書四章三節，『同時也要為我們禱告，

求神給我們開傳道的門，能以講說基督的奧

祕。』每週一堅定持續外出傳福音，主就在今年

傳『馬路福音』時，賜給我們三位果子（其中一

位是青職的），並且恢復一位未聚會的青職弟兄

（目前持續牧養中）。

　因着堅定持續傳福音，這福音的火在我們裏面

不斷挑旺。十月的青職福音月，我們在身體的交

通配搭裏，善用 Line 群組 po 上代禱名單，就有

更多的禱告。十月十五日週六晚上青職小排福饗

宴時，當天約有三十七位參與，其中有九位福音

朋友；我們有二位聖徒見證他們的人生如何從虛

空變為詩歌，二位新人分享主如何尋找他們，他

們又是如何遇見主。相信在場的都受四位聖徒的

見證所感動，在聚集中我們所作的每件事，都使

燈照耀；所有無論唱詩、見證和分組讀信息，都

使聖別的光上升。會後我們也以小組方式一一陪

談，他們就一位一位歸入主名。當天我們共受浸

了四位青職和一位學生。相信主不單得着這五位

福音朋友，祂也要在時間裏得着另外四位福音朋

友。我們只要行在神祝福的律裏，祂就豐盛傾倒

祂的祝福。讚美主！（602 區　陳江嘉美姊妹）

要；三、我們真正的職業是事奉神。

　分組之後我們這一組有兩位福音朋友，我很經

歷我們是一同作戰的，大家都盡上自己的那一

分，向他們陳明真理；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他

們兩位都相信主耶穌，過受浸的關。弟兄姊妹同

心合意的配搭，使他們進入神的國。約翰福音三

章五節，『…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

水和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他們如今已在

神的國裏了。感謝讚美主！看見弟兄姊妹彼此配

搭的重要性，賜給我們兩個果子，我們要常常為

他們禱告，使他們成為常存的果子。（1003區　

呂翁文倩姊妹）

A 卷(默寫全文 )：書卷 100 元　

袁蔡瑞碧、戴李美玉、潘偉堯、王宇盈、張沈淑春、陳麗蓁、陳華強、於簡瑋妤、徐李翠瑩、石峯銘、柯志鴻、董博文、陳美蓉、葉賀彬、周秀春、徐建汕、林陳麗美、臧台安、張廖頌美、吳姚美滿、許素禎、歐吳秀珠、陳培坤、

何建興、陳韋杉、粱馬利亞、周至偉、張幼銘、王華森、陳秀金、陳素雲、 翁李美治、陳如英、李宏銘、許真珠、王汝華、林周素鑾、王治平、王邱麗華（共 39 位）

B 卷(填充題 )：書券 50 元　
王朱春美 、王宗智、汪吳彩月、張勳章、江燕淑、林石美惠、朱秀琴、陳妍蓁、崔芝榕、楊國廷、沈美珍、高俊珊、李黃蘭君、紀心蘋、郭民典、吳周素卿、陳楊朱琴、孫翊羚、魏毓熙、陳致均、劉子敬、林梨雪、溫陳惠婉、

溫銘光、歐文吉、繆江鳳、黃粱美娟、何龍子美、徐正中、馮永祥、王呂慈娓、俞勇、劉東柏、鄭麗玫、陳蔡金秀（共 35 位）
兒童背經：書券 50 元　吳雲熹、吳雲愛、陳宇樹、徐加城、陳奕光、陳奕穎（共 6 位）
註：總應考人數 621 位，A 卷 90 分以上 48 位（書券 50 元），B 卷 90 分以上 127 位（書券 30 元），兒童背經 5~15 節共 17 位（5 節書券 10 元，10 節書券 20 元，15 節書券 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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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晨興聖言「長老訓練－回歸召會的正統 」第 3 週。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10/30 主日「真理課程」二級卷四第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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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4. 書報追求 「職事文摘」第一卷第一期第 156 ～ 168 頁，「利未記生命讀經」第 7~9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1:7~9
弗 1:7   我們在這蒙愛者裏面，藉着祂的血，照着神恩典的豐富，得蒙救贖，就是過犯得以

                  赦免，  

弗 1:8 這恩典是神用全般的智慧和明達，使其向我們洋溢的， 

弗 1:9         照着祂的喜悅，使我們知道祂意願的奧祕；這喜悅是祂在自己裏面豫先定下的， 

Eph 1:7      In whom we have redemption through His blood, the forgiveness of offenses, according to 
the riches of His grace, 

Eph 1:8      Which He caused to abound to us in all wisdom and prudence, 
Eph 1:9    Making known to us the mystery of His will according to His good pleasure, which He 

purposed in Him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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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 主日 ) 口王下 11:1-12:21 口徒 21:1-14  口徒 21:14
10/31( 週一 ) 口王下 13:1-14:29 口徒 21:15-26  口徒 21:19
11/01( 週二 ) 口王下 15:1-38 口徒 21:27-40  口徒 21:39
11/02( 週三 ) 口王下 16:1-20 口徒 22:1-21  口徒 22:16
11/03( 週四 ) 口王下 17:1-41 口徒 22:22-29  口徒 22:28
11/04( 週五 ) 口王下 18:1-37 口徒  22:30-23:11  口徒 23:11
11/05( 週六 ) 口王下 19:1-37 口徒 23:12-15  口徒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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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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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 週一 )
11/01( 週二 )
11/02( 週三 )
11/03( 週四 )
11/04( 週五 )
11/05( 週六 )

  －報告事項－

  學甲、安定開展
  一、學甲區開展　聯絡人：黃清連弟兄（0910-698-814）地址：學甲區中正路 124 號
　　    配搭大區：11/5（六）下午、晚上一大區；11/12（六）下午八大區、晚上十五大區；

　　　　　　      11/19（六）下午九大區、晚上五大區。

 二、安定區開展 聯絡人：詹明潔弟兄（0926-958-219）地址：安定區蘇林里蘇厝 273 之 5 號
　　   配搭大區：11/5（六）下午、晚上六大區；11/12（六）下午二大區、晚上三大區；

　　　　　　　 11/19（六）下午十大區、晚上十六大區。

 三、配搭時段
       週二～週五下午 15:30~16:00 禱告，16:00~17:30 出訪；晚上 18:30~19:00 禱告，19:00~20:30 出訪

　    週六下午 15:30~16:00 禱告，16:00~17:30 出訪；晚上 17:30~18:45 愛筵，18:45~20:30 福音聚會

  註：請聖徒提供家住開展區敞開的福音朋友名單，以便接觸看望。

  10/15 兒童詩歌活力唱與活動串場成全聚會影音光碟
　兒童福音月開家者，請於網路上登記開家心願，即免費贈送一片。另需購買者

   （一片裝，30 元）請洽盧品臻姊妹（0982-326-252）。兒童福音月開家登錄 QR-CODE



          2016.10.30 7  －報告事項－
   全台姊妹事奉集調　

　一、第一天報到時間改為 16:00~18:00，18:00 用餐，19:30 聚會。
    二、交通車搭車時間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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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阿拉伯語、波斯語、德語的繙譯人才，服事聚會繙譯，牧養新得救的難民，並製作

                   初信教材；2.重點校園附近購置合式並方便的據點，為着得着當地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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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參加並在生活中操練。    
　福音出訪：列名代禱，週週出外接觸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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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開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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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台姊妹事奉集調：報名參加的姊妹，進入主現今時代的說話裏，並將豐富帶回至各區。

　青職：青職福音所得救的新人，能繼續被餧養，成為常存的果子，同眾聖徒過召會生活。

    大專：福音節期得救的新人，能參加初信成全，持續接受餧養，穩固在召會生活中。 

  青少年：青少年福音月所接觸的福音朋友能持續參加青少年排或校園排。

 兒童：十一月兒童福音月，全召會150家打開，1000位兒童到主這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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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受浸人數：569人。

梯次 車次 車長 搭車時間地點

第四梯次 第一車 戴李美玉姊妹 0919-631-772 14:30 青年路會所，14:50 裕忠路會所，15:30 新營交流道 

第二車 劉賴麗娟姊妹 0918-277-042 14:50 裕忠路會所，15:10 麻豆交流道

第五梯次

第一車 鐘思薇姊妹 0937-047-005
黃彩虹姊妹 0982-823-818

14:30 青年路會所，14:50 裕忠路會所，15:30 新營交流道

第二車 孟昭恩姊妹 0988-230-276
蔡濱如姊妹 0953-757-801

14:50 裕忠路會所，15:10 麻豆交流道

 大區 
   四大區集中禱告事奉聚會　時間：11/1（二）20:00，地點：裕忠路會所 A102 室。

   四、九大區集中主日聚會　時間：11/6（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會後愛筵。

   十二大區集中主日聚會　    時間：11/6（主日）9:30，地點：佳里區會所，會後愛筵。

 長青聖徒相調　
時間：11/30（三）7:00~17:30，地點：高雄市召會及附近景點。費用：每人 500 元，自行開車

每人 200 元，報名：10/31 前向執事室賴錦富弟兄繳費。聯絡人：劉天貴弟兄（0933-334-036）。

　安息聚會　（1201 區）王博禎弟兄　時間：11/5（六）9:00，地點：新營區殯儀館景福廳。

  　　　　　（1501區）車蘭勤弟兄 時間：11/6（主日）13:30，地點：台南市立殯儀館懷悌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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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報 
   一、2017 年福音月曆定價 160 元，11/31 前優惠價 120 元。信徒日誌定價 80 元，優惠價 65 元。
   二、1. 福音書房印製新版新約聖經恢復本含註解橫排 32開普及版，共有繁體及簡體等兩種版本。

              訂購達 24 本以上者，每本優惠價 500 元。

　　  2. 原有新約聖經恢復本含註解繁體直排 32 開普及版，訂購達 24 本以上者，每本也以優惠

              價 500 元提供。以上兩款聖經優惠價期限皆至 12/31。小區聖徒可彼此邀約合購。

　全召會成全聚會暨專項成全
     時間：1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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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真理班 生命班 事奉班 兒童 青少年 大專 青職
場地 大會場 中會場 B201 中會場 A201 B201 大會場

　 聚會場地及事務服事 總管：林景豐弟兄（0972-110-102）、張文淵弟兄（0982-938-387）

  電器：三大組，交管：三、十五大區，兒童：二、五大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