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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秋季長老訓練信息要點

第三篇　在士每拿的召會

前言
　啟示錄的主題，照神永遠的經綸作神行政中心

的基督。第一章論到七個燈臺所豫表的七個召

會，代表召會的七層歷史。第二、三章顯示七個

召會的真相，給我們看見如何回歸召會的正統。

上篇信息論到在以弗所的召會，就是初期結束時

的召會，主要他們恢復起初的愛，就是在凡事上

以主耶穌為第一。本篇信息說到在士每拿的召

會，主啟示祂是『那首先的、末後的、死過又活

的，直活到永永遠遠。』　　　　   　　  

真理要點
壹　在士每拿的召會是受逼迫之苦的召會
　『士每拿』原文意『沒藥』；沒藥是一種香
料，在表號上表徵受苦；在士每拿的召會是受苦

的召會。表徵從第一世紀末至第四世紀初，受羅

馬帝國逼迫的召會。這個遭受逼迫的召會，在基

督的甘甜和馨香中受苦。這召會乃是在耶穌的患

難裏，交通於祂的苦難。基督的患難有兩類：一

類是爲成功救贖，這已經由基督自己完成了；另

一類是爲產生並建造召會，這需要使徒和信徒將

其補滿。在士每拿的召會裏，我們看見耶穌苦難

的集體延續，所以她真是耶穌的見證。主對受苦

的召會說『我知道你的患難』；對召會來說，患

難是生命的試驗。主許可召會遭患難，不僅要見

證祂復活的生命如何勝過死亡，也要使召會能享

受祂生命的豐富。

貳　主對在士每拿的召會說話時，說祂是『那
         首先的、末後的、死過又活的』
　祂是首先的和末後的，意思是祂永不改變。
召會遭受苦難時，必須認識主是那首先的、末後

的，是永遠存在、永不改變的一位。無論逼迫的

環境如何，主仍是一樣；沒有一事能在祂以先，

也沒有一事能在祂以後；凡事都在祂管制的界限

之內。這宣告也含示基督的成爲肉體、人性生活、

釘死十架和復活，為要加強在士每拿那經歷並遭

受殉道之苦的召會。『我…，並且拿着死亡和陰

間的鑰匙』。陰間的門如何不能勝過主，陰間的

門也必不能勝過召會。一個召會如果認識甚麼是

復活，就也經得起試煉，經得起苦難。因為復活

的生命是耐死的生命，是經過死而又能起來的。

阿利路亞！我們的主曾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

到永永遠遠。

叁　『你務要至死忠信，我就賜給你那生命
          的冠冕』
　『至死忠信』是時間，也是態度。主要求事奉
祂的人的生命是屬於祂的，所以我們必須忠信以

至於死。『生命的冠冕』是給那些勝過逼迫，至

死忠信之人的獎賞，這是指得勝的力量，就是復

活生命的大能；也是指這些得勝者已經達到『那

從死人中傑出的復活』，就是特殊的復活。受苦

召會的賞賜不僅是生命樹，更是生命的冠冕。論

到生命樹和生命冠冕的應許都與神聖的生命密切

相關。這生命首先必須是我們的食物，然後將是

我們的彰顯和我們的得榮耀，就是生命的冠冕。

　　　　　　　 負擔應用
　一、在士每拿的召會沒有受主的責備，乃是得

着鼓勵。主賜給受苦召會的賞賜不僅是生命樹，

更是生命的冠冕。喫生命樹是爲着裏面的供應，

生命的冠冕是爲着外面的榮耀。願我們都受鼓

勵，每日讀經禱告享受主話，每週研讀利未記生

命讀經，並餧養照顧新人；過晨晨復興、日日得

勝的生活。

　二、主是那活着的，召會的性質就是基督作復

活的生命；祂要我們脫離一切的死，起來成為活

的召會。在恢復裏，所有的召會都應當像基督那

樣活，滿了生命，並勝過死亡。因此人人起來走

神命定的路，建立福家架構、養成生養習慣，我

們就是活的耶穌的見證。 (王訓誠弟兄 )

日間追求班特別交通　11/10（四）9:00~11: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敬邀聖徒參加。
全召會服務業福音茶點聚會　11/11（五）20: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全召會成全聚會、初信成全班展覽暨負擔交通 11/13（主日）15:30，地點：裕忠路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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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有效能（一）

　在前兩篇信息裏，我們看見牧養和教導是活力

排的義務。在本篇信息中，我們要來看，愛是有

效能的。林前十三章論到一件特別的事，就是愛。

這一章告訴我們，即使我們以極高的方式申言，

並且將一切所有的分給人，若沒有愛，這一切就

算不得甚麼。（2 ～ 3。）牧養和教導都需要愛，

但不是我們天然的愛，乃是主神聖的愛。

壹　神是愛
　我們是神的種類，因為我們已經從神而生，有

祂的生命和性情。（約一 12 ～ 13。）我們已經

重生，成為神的種類，就是神類，而神乃是愛。

我們既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了神，就應當也有愛。

這意思是說，我們不僅僅愛別人，我們就是愛的

本身。我們既是神的種類，就應當是愛，因為祂

就是愛。無論誰是愛，他就是神的種類。

　神是愛；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壹四8，

19。）神不要我們用我們天然的愛來愛人，乃要

我們以祂作我們的愛。神照着祂的形像造人，

（創一 26，）意思是說，祂乃是照着祂的所是造

人。神的形像就是神的所是，神的屬性乃是神的

所是。照聖經中的啟示來看，神的第一個屬性是

愛。神照着祂的屬性造人，而祂的第一個屬性乃

是愛。雖然受造的人沒有愛的實際，但在這受造

的人裏面，有一個東西，叫他願意去愛人。甚至

墮落的人裏面，也有愛的願望。但那只是人的美

德，是神愛的屬性的彰顯。當我們重生時，神就

把祂自己這愛灌注到我們裏面。我們愛祂，因為

祂先愛我們；是祂引進了這愛。

貳　神豫定我們得神聖的兒子名分
　神豫定我們得神聖的兒子名分，乃是受神聖之

愛的推動。以弗所一章四至五節說，神在創立

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愛

裏，在祂面前，成為聖別、沒有瑕疵；…豫定了

我們，…得兒子的名分。』我們可以把『在愛裏』

和『豫定我們得兒子的名分』連在一起。神乃是

在愛裏豫定我們得兒子的名分。約翰三章十六節

說，神愛世人。祂是在創立世界以前，就愛了我

們。

參　神將祂的獨生子賜給我們，乃是受神聖之　
　　愛的推動
　神將祂的獨生子賜給我們，使我們在法理一面

藉着祂的死得救，不至滅亡，並在生機一面在

祂的復活中得着永遠的生命，乃是受神聖之愛的

推動。（約三 16，約壹四 9 ～ 10。）約翰三章

十六節得着約壹四章九節和十節這兩節經文的加

強。約壹四章十節說，神差祂的兒子到我們這裏

來，為我們的罪作了平息的祭物。這是在法理上

藉着祂的死完成的。九節說，神差祂的兒子到我

們這裏來，使我們藉着祂得生並活着。這是在生

機上在祂的復活中完成的。約翰三章十六節應該

與約壹四章九至十節同讀。

肆　神的愛是源頭
　神的愛是基督之恩的源頭，這恩藉着靈的交

通，分賜給我們。（林後十三 14。）這是為使我

們享受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的三一神。

伍　神的愛激勵我們愛我們的仇敵
　神的愛激勵我們這些祂的兒女愛我們的仇敵，

使我們能完全，像祂一樣；祂愛那成了祂仇敵的

墮落人類，叫祂的日頭（表徵基督）上升，一無

分別的照惡人，也照好人，並且同樣的降雨（表

徵那靈）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這樣，我們就

可以作天父的兒子，從稅吏和外邦人中被聖別出

來。整個人類成了神的仇敵，但神仍然愛人類。

神差基督到我們這裏，若對人有所分別，我們就

不會有資格得着祂的救恩。祂叫祂的日頭上升，

一無分別的先照惡人，也照好人。

　我們在愛別人的事上，應當像神一樣。稅吏只

愛那愛他們的人。主說，『你們若愛那愛你們

的人，有甚麼賞賜？稅吏不也是這樣行麼？』

（46。）我們若只愛那愛我們的人，我們就是和

稅吏屬於同一種類。但我們是屬於超越、神聖的

種類，所以我們愛惡人，就是我們的仇敵，也愛

好人。這給我們看見，神這愛是何等的有效能。
　活力排必須是有效能的排。我們的活力排是否

有效能，可由我們一無分別的愛人得着證實。有

些基督的同工可能覺得，我們應當讓某些人受永

遠的沉淪。他們可能說，他們不愛某些人，就如

搶銀行的人。但是當基督釘在十字架上時，有兩

個強盜與祂同釘。（太二七 38。）其中有一個強

盜說，『耶穌阿，你來進入你國的時候，求你記

念我。』（路二三 42。）耶穌對他說，『我實在

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43。）

基督藉着釘十字架而拯救的第一個人，不是一個

上流人，乃是一個犯人，一個判處死刑的強盜。

這是非常有意義的。（摘自活力排第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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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未記生命讀經導讀(五 ) 素祭 -基督作神子民與神同享的滿足

壹　本週進度：利未記生命讀經第十至十二篇，利未記二章 1 ～ 3 節。

貳　經文事實
　 在前幾週的導讀裏，我們已經看過關於獻燔祭的條例。本週來到利未記第二章，繼續來看關於獻

素祭的條例。在利未記二章一節說到如何獻上素祭，『若有人獻素祭為供物給耶和華，就要用細麵

澆上油，加上乳香，』細麵表徵基督的人性，而細麵是由麥子經過許多過程產生的，這些過程表徵

基督各面的受苦，使祂成了『多受痛苦』』的人。而素祭的油表徵神的靈作基督的神聖元素。素祭

中的乳香，表徵基督在祂復活裏的馨香。所以，獻素祭是用細麵澆上油，加上乳香。乃是描繪基督

在祂的人性裏調着神性而生活，且從祂的受苦中彰顯復活。

　在利未記二章二～三節也說到獻上素祭時，要先把所有的乳香連同一些細麵和一些油，燒在壇上，

是獻與耶和華為怡爽香氣的火祭。再把素祭所剩的歸給亞倫和他的子孫。首先，素祭乃是獻與耶和

華為怡爽香氣的火祭。素祭燒在壇上，被火燒盡，這裏的火不是為審判，乃是為悅納。這表徵神悅

納了基督作滿足祂的食物，成為素祭記念的部分。而怡爽的香氣是一種馨香的氣，是一種給人安息、

平安、喜樂、享受和完全滿足的香氣。素祭的豐富成分－基督的人性、神性和祂那超絶、完美、被

那靈充滿並被復活浸透的生活－乃是叫神安息、平安、喜樂、享受和完全滿足的香氣。

　此外，我們也看見素祭所剩的要歸給亞倫和他的子孫。這表徵在神享受之後，我們也能享受基督

的為人生活作我們的食物。首先必須將神的分給神，使祂得着滿足；剩下的纔是我們的分，使我們

滿足。而我們如何能享受基督？乃是藉着運用我們的靈來禱讀主話，我們就能享受基督。藉着喫主

耶穌的為人生活，祂的生活就成了我們的。自然而然的，不用憑自己努力，我們就會像耶穌一樣的

謙卑和聖別。這就是享受主耶穌作我們的食物，使我們過一種彀資格事奉神的生活。( 摘自利未記生

命讀經，第十至十二篇。)
心得分享－被消減、獻燔祭

　讀到燔祭、素祭、平安祭、贖罪祭和贖愆祭時，我們會很直接領會這些都是說到基督，然而利未

記一至七章除了告訴我們這些供物表徵基督，事實上更着重在獻供物的方法；也就是說這些經文在

為我們指路，要我們至終能完全走在主耶穌曾走的道路上：被宰殺、剝皮、切塊、洗淨、焚燒─尤

其是由燔祭所指明的。

　關於獻燔祭，不同的祭牲有不同的方法，方法的不同根據於我們對基督體會與鑑賞的程度。我們

多數人都不算是初信者，但省察自己對基督經歷的度量，我們所獻的是甚麼？並且是如何獻上的？

燔祭經歷起來可能是最不容易的，因為若當我要獻燔祭，意思是我這個人要被消減，甚至最後整個

人從裏到外都被否定了，如此纔能經歷如何獻上羊羔、公牛。當我們獻燔祭，便是對我們日常經歷

基督的回顧；回顧從某一面來說是種記念，表示在日常生活中的許多時刻因着經歷基督，使這些時

刻成為算得上數的，可回顧的。若不然，我們就成為貧乏無有的。我們自己雖無法過這樣的生活，

但藉着按手在祂身上，就能經歷祂所經歷的而有所獻上。（404 區　柯昇廷弟兄）

　　         －家書－

贖回光陰活在時間表裏

　感謝主！藉着祂的憐憫和恩典，使我在剛當完

兵退伍後，立即加入屬靈的軍隊，就是全時間訓

練。訓練中最蒙恩的點就是時間表的操練。從前

在弟兄之家也操練照着時間表，但是因着自己的

鬆懶與輭弱而沒有扎實的操練。

　訓練中心的教師向我們開啟時間表的重要性，

看見主耶穌也是一個活在時間表裏的人，祂一切

的行動都是照着時間表。在逾越節的羔羊被宰以

前要受察驗四天，主耶穌是真羔羊，祂在釘十字

架前也需要被察驗四天，所以主在正確的時間回

到耶路撒冷受察驗是為着成功救贖。當我們操練

時間表的時候，弟兄題醒我們要對時間有感覺，

有安排並且是有價值的，我們的時間表不是一般

人的時間表，我們是神人的時間表，在安排時間

表裏的任何一項活動都是對神有價值的，在這時

間表裏使我能贖回光陰。（涂主恩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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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台青年得一萬－

　　 　    －初信成全－

    從深處呼求主名挑旺靈　　

　上午初信成全聚會的題材選得實在太好不過

了。第三課清理舊生活，棄絕偶像，除掉邪污之

物。幾個月前兒子媳婦約一位姊妹和我喫飯，沒

想到兒子穿上一件胸前繡上閃閃發光的龍鳳刺

繡。用完餐，那位姊妹就責備我，當時覺得好無

言，不知如何是好？感謝主！祂藉着這樣的聚

集，把我心中所要說的話藉由弟兄的口，都替我

說清楚講明白了。（801 區　張瑀心姊妹）

　這次的初信成全讓我摸着，禱告就是需要我們

的靈（在人的最深處、如良心、側隱之心），照

着我們靈裏所感覺的『用真』。求主寶血洗淨我

們，從我們靈裏深處開口禱告。禱告不重在求多

少事物，乃是更多得着神。還有禱告的對付就是

認罪，主若光照有罪再認罪，一再的對付罪。盼

望我能分別時間定時禱告，最好是在早晨一睜開

眼就喊，『哦，主耶穌，我愛你。』藉着這樣呼

求就挑旺我的靈。（801 區　王李美娥姊妹）

　台南市有 17 所大專院校，目前有校園工作的

有 13 所，弟兄姊妹之家共有 128 人。學生們接

受各方面的成全，在真理上有各校共同追求書

報、每週讀經小組及禱研背講成全，使他們趁着

年輕時能裝備主話。每週六早上有英文晨興及申

言訓練，幫助學生裝備語言，並在規範裏將基督

供應給人。在生命上則是有生活操練表的實行，

幫助學生建立晨興、禱告的生活，使他們過團體

的神人生活。每年寒假一週和暑假兩週的成全訓

練，在真理、生命和性格上多面成全，產生更多

合主使用的器皿。在實行神命定之路上，讓他們

建立週週出訪傳福音的習慣，也藉着初信成全和

家聚會來牧養新人，產生新一代的活力人。

　已過九月福音節期，台南大專共受浸 159 位。

這福音的火從暑假兩週成全已經開始，每位學生

都上台有奉獻的禱告，整整禱告了一個半小時。

弟兄姊妹都成為一個團體的活祭。在福音節期

中，不但有多而徹底的禱告，也彼此配搭，打

破校園限制，支援人數少的校園，在身體中結果

子，一同歡呼收割。

　我們傳福音的乃是憑着主恢復能力的三個實質

─禱告、那靈與話。我們該禱告，使我們有那靈

作能力來傳播主話。我們為傳福音禱告，該求的

第一件事不是拯救別人的能力，乃是使我們得以

加強到我們靈裏的能力，就是需要將自己禱告到

靈裏。

　在南台科大，我們每天在福音聚會前都跪下迫

切禱告，另外也有姊妹們分別中午的時間禁食禱

告，這使得每位學生都在靈裏被充滿，在信心裏

宣告基督得勝、撒但蒙羞，加上社區聖徒配搭愛

筵和到校園傳福音，我們能見證當各種年齡層的

聖徒站在一起有絕佳的配搭時，校園福音工作就

會有果效，並且多結果子－主共給了我們 59 個

果子。（602 區　鍾莊惠婷姊妹）

服事大專校園何榮耀

　2012 年我弟兄壯年班畢業後，我們隨即被打發

到長榮大學配搭服事。當時有一位全時間的弟兄

和姊妹，他們都是很老練忠信的服事者，然而長

榮大學地處偏僻，完整的聖徒家很少。( 只有一

個半 )。雖然得救的學生非常多，但能扶持牧養

的家卻少得可憐。故得救的多，流失的也多。

　但感謝主，召會在學校附近買下一棟學生中

心，長榮與嘉藥的弟兄姊妹曾經住了十幾位，在

服事者的帶領下，畢業後有的參加全時間訓練，

有的回到當地的召會成為青職，活在當地召會生

活中。何等的榮耀，服事大專學生的價值實在是

存到永遠的。

　這學期鼓勵新人參加初信成全班。而在各個學

校也有校園的讀經小組。目前，長榮嘉藥已經實

行四週，每週人數約有十七、八位，明顯得比從

前初信餧養時的人數增多，每週四利用中午吃飯

的時間，大家一起喫便當，也享用聖徒送來的飲

料及水果，然後讀聖經。每週固定有兩、三位福

音同學一同來追求，我們也把這些小羊以及福音

同學分配到社區屬靈父母的家中，喫飯相調，使

他們得着人性的顧惜。希望藉此得着更多有心追

求主的青年人，使他們能在大學四年中受成全，

穩固的活在召會生活中，將來能成為主手中合用

的器皿。（903 區　魏王貴枝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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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受浸人數累計

　　    －受浸新人－

　
響應召會的吹號，我們於十月二十日開始實行

每月的小排福音愛筵。首先有許多聖徒響應每週

三福音叩訪，聖徒十多位一同出外接觸人，父老

們在青年路會所一樓為叩訪行動禱告，若能邀進

敞開者入內，就再深入接觸，或將他們邀至小排

裏，
使我們的叩訪更有動力及目標。雖然這次答

應要來的多，實際上只有一位赴會，但是還有兩

位久未聚會的聖徒也齊聚一堂，聖徒們人人盡功

用，不僅飯食一起配搭、信息傳講也眾人配搭－

分享節期的末日－乾渴人的需要，説到要解渴的

三步，要覺得『渴』，要『來』，要『喝』主所

賜的水，就永遠不渴－各面都顯出配搭、建造的

光景。很喜樂！我們深信，只要走在神命定的路

上，堅定持續的操練實行，神要祝福我們，把得

救的人數加給我們！（107 區　聖徒分享）

　　     －小排福饗宴－

實行神命定之路－大區福音叩訪邀約人

101 賴亭君 102 王耀鴻、陳建宏、周婷婷、李懿

軒、陳彥良 107 林泳誼 201 李晟安 301 鄭煒翰

302 李佳宜 306 陳蘊行 311 席錦瑞 402 胡苡婷 403
陳宇樹 404 韓茵茵、林建利 502 陳麒丞 505 蕭春

河 601 謝明澔、柯大業 602 廖啟勛、吳國禎、姚

彥丞、黃妍楚、戴栩澤、鄭博仁、顏卉姍、洪千

喨、蔡至盛 603 許嵩芳、黃郁棻、李鳳蕙、程偉

庭 604 劉鎧琪、陳許瀞方、施凱傑、沈言真、王

新雲、吳秉儒 605 陳柏達、魏景峰、吳駿鴻、賴

涵毅、林暐倫 702 蔡麗華 711 高又名 911 林呈諭

1001 劉郭對 1002 施硯智 1101 王金蜜、陳愉恩、

潘育湘、陳宥均、蘇育德、謝明岩、黎氏貴 1102
周湘凱 1103 宋怡柔 1201 江愛華 1204 蘇振東、

高文仁、王劉秋子、覃翠英 1302 何宣瑩 1303 張

峻翔、吳秀里 1401 蔡南暖、魏博庭 1403 莊逸文、

江珮慈、張聖培、林欣玫、楊千瑜 1404 胡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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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35 55 28 11 101 36 7 75 30 37 19 25 44 7 22 592

受浸名單

從黑暗轉入光中　從撒但權下轉向神

1502 劉琮閔 1602 蔡兆揚、王嫃惠、蔡佳峻、廖

哲嵩（合計 79 位新人）。

　　    　  －青職－

福音靈焚燒　全力得青職

　已過青職福音月，全召會共得着 10 個青職果

子，但我們的目標是 60 人，所以我們需要更迫

切的求主，把所欠缺的為我們補足，並傾倒更大

的祝福。全召會目前共得着 101 個青職果子，我

們的目標是 300 人。我們若要有更大的祝福，就

需要有更大的器皿－所有一他連得的都出來。求

主激動我們每一個人，被福音的靈充滿、焚燒，

在末了兩個月，更迫切的禱告，並走出去接觸青

年人，每小區每個月至少為主結一個青職果子。

　我們若向主認真，主必照着我們的信心為我們

成就，將更多青職果子賜給祂的召會。( 青職服

事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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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晨興聖言「長老訓練－回歸召會的正統 」第 4 週。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11/06 主日「真理課程」二級卷四第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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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4. 書報追求 「職事文摘」第一卷第二期第 6 ～ 21 頁，「利未記生命讀經」第 10~12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1:10~12
弗 1:10  　為着時期滿足時的經綸，要將萬有，無論是在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

督裏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    

弗 1:11 我們既在祂裏面，照着那位按祂意願所決議的，行作萬事者的定旨，蒙了豫定，也

就在祂裏面成了所選定的基業，

弗 1:12      以致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裏有盼望的人，可使祂的榮耀得着稱讚；  

Eph 1:10    Unto the economy of the fullness of the times, to head up all things in Christ, the things in 
the heavens and the things on the earth, in Him;  

Eph 1:11    In whom also we were designated as an inheritance, having been predestinated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 of the One who works all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counsel of His will, 

Eph 1:12    That we would be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who have first hoped in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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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 主日 ) 口王下 20:1-21:26 口徒 23:16-30  口徒 23:16
11/07( 週一 ) 口王下 22:1-20 口徒 23:31-24:21  口徒 24:16
11/08( 週二 ) 口王下 23:1-37 口徒 24:22-25:5  口徒 24:25
11/09( 週三 ) 口王下 24:1-25:30 口徒 25:6-27  口徒 25:11
11/10( 週四 ) 口代上 1:1-54 口徒 26:1-13  口徒 26:8
11/11( 週五 ) 口代上 2:1-3:24 口徒  26:14-32  口徒 26:18
11/12( 週六 ) 口代上 4:1-5:26 口徒 27:1-26  口徒 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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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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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 週一 )
11/08( 週二 )
11/09( 週三 )
11/10( 週四 )
11/11( 週五 )
11/12( 週六 )

  －報告事項－

　全召會成全聚會、初信成全班展覽暨負擔交通
     時間：11/13（主日）15:30~16:50 分班成全聚會，16:50~17:50 初信成全班展覽及召會負擔交通。

    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初信成全班結訓蒙恩見證暨頒發獎勵及結業證書
　　11/13 為期八週的初信成全班結訓，為鼓勵堅定持續參訓並認真操練的初信者，將於當日下午

    16:50 在裕忠路會所大會場進行頒獎並有蒙恩見證，盼望所有參訓者前往參加。  

項目 真理班 生命班 事奉班 初信成全展覽暨負擔交通
場地更改 大會場 B201 中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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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區 
 一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11/8（二）20:00，地點：青年路會所一樓。
 二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11/8（二）20:00，地點：北門路會所。
 九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11/8（二）20:00，地點：歸仁區會所。
 十二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11/8（二）20:00，地點：佳里區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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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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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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小排福饗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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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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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得救的新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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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受浸人數：59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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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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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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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日間追求班配搭開展學甲區　時間：11/10（四）12:30~14:00，地點：學甲區會所。   
 日間追求班特別交通

     時間：11/10（四）9:00~11:30，地點：裕忠會所中會場。敬請邀約聖徒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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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延至 11/14，請向賴錦富弟兄繳費。聯絡人：劉天貴弟兄（0933-334-036）。

　全召會服務業福音茶點聚會
  時間：11/11（五）20: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聯絡人：王訓誠弟兄、吳紀任弟兄、邱俊
　傑弟兄，請聖徒盡力邀人參加。

  青少年週末入住暨期中特會
　週末入住 
　  時間：11/12（六）15:30 報到，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攜帶物品 : 睡袋、紙本聖經詩歌、

      一套正式服裝、盥洗用品，費用：250 元。報名窗口 : 黃彩虹姊妹（0982-823-818）。

     期中特會  時間 :11/13（主日）9:30~12:00，地點 : 裕忠路會所中會場。午餐：每人 60 元。

  安息聚會（1501 區車惠軒姊妹父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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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福音月曆預計近期內陸續發至各小區。若預訂購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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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