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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秋季長老訓練『回歸召會的正統』信息要點

第四篇　在別迦摩的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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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信息說到在別迦摩的召會的使者，說，

那有兩刃利劍的，這樣說，我知道你的居所，就

是有撒但座位之處…。　　   　　  

真理要點
壹　『別迦摩』原文意結婚，含聯合，並堅固的
　　　高塔意（啓二 12）
　就表號說，在別迦摩的召會豫表與世界聯婚而

成爲堅固高塔的召會；別迦摩這辭的兩個意思，

相當於馬太十三章裏的兩個比喻 — 大樹的比喻

（31 ～ 32）和麵酵的比喻（33）。主在啓示錄

二章十三節論到在別迦摩的召會說，『我知道你

的居所，就是有撒但座位之處』；撒但的座位是

在撒但所住的世界裏，就是他掌權的範圍裏；

屬世的召會旣與世界聯合，也就住在撒但所住之

處，我們不該住在撒但所住之處，而該住在我們

的靈裏，並住在基督裏；在基督裏面，世界的王

撒但毫無所有（沒有立場，沒有機會，沒有盼望，

任何事都沒有可能）。

　因着召會是基督的配偶，如同貞潔的新婦（林

後十一 2），她與世界的聯合，在神看就是屬靈

的淫亂。『我忠信的見證人安提帕在你們中間，』

卻說出藉他所作相反的見證，仍然持守主的名，

反對一切偏離耶穌見證的事。

貳　屬世且墮落的召會，不但持守巴蘭的教訓，
　　還持守尼哥拉黨的教訓（啟二 14～ 15）
　巴蘭是個外邦申言者，爲着工價引誘神的子民

行淫亂、拜偶像；在屬世的召會裏，有人開始教

導同樣的事（民二五 1 ～ 3，三一 16）；拜偶像

總是帶進淫亂（徒十五 29）。當屬世的召會輕忽

主的名，就是主的人位時，她就轉去拜偶像，以

致行淫亂。

　巴蘭的錯謬，指雖然明知與真理相背，且與神

的子民敵對，仍然爲着工價教導人錯誤的道理，

並濫用某些恩賜的影響力，將神的子民從對主純

潔的敬拜，迷引到對偶像邪惡的敬拜；貪愛工價

會叫貪愛者闖奔巴蘭的錯謬。

　巴蘭的教訓使信徒受打岔，離開基督的人位，

轉去拜偶像，並且從享受基督，轉去犯屬靈的淫

亂；尼哥拉黨的教訓，破壞信徒作基督身體之肢

體的功用；前一種教訓忽視了頭，後一種教訓破

壞了身體；這是仇敵在一切宗教教訓裏的詭計。

　起先尼哥拉黨在初期的召會裏實行宗教階級制

度，然後他們在墮落的召會裏教導宗教階級制度；

今天在天主教和更正教裏，這種尼哥拉黨的階級

制度，不但普徧的實行，也普徧的教導。

叁『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並賜
　　他一塊白石，上面寫着新名，除了那領受的
　　以外，沒有人認識』（啓二 17）　
　我們需要喫隱藏的嗎哪，好合併到作神帳幕的

新耶路撒冷裏；享受基督作隱藏的嗎哪就產生變

化，每個變化過的信徒都是一塊白石，上面寫着

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認識。   
　　　　　　　 負擔應用
　一、在別迦摩的召會主應許得勝的，喫隱藏的

嗎哪好合併到神帳幕的新耶路撒冷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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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在正當的召會中享受主，走神命定

的路，建立福家架構、養成生養習慣，就會變化

成為石頭，達到召會的建造，而成為宇宙的合併。

（王志宗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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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神人生活交通 　11/19（六）9:30～11: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全召會福音聚會 　　11/26（六）在各照顧區或大區舉行，目標：福音朋友 200位，40人受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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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有效能（二）

陸　愛建造人
　林前八章一節下半說，『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

惟有愛建造人。』沒有愛的教訓會使我們自高自

大。我們可能聽了職事的信息，只得了一些知識，

就自高自大；這並不建造人。惟有愛建造人。

柒　愛是最大的
　愛是不嫉妒，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凡

事包容，凡事忍耐，永不敗落，也是最大的。（林

前十三 4 ～ 8，13。）嫉妒是在我們的天性裏就

有的。一個家中有了新生的孩子，另外的孩子可

能會嫉妒。在召會生活中也會有嫉妒。一位姊妹

禱告或申言時得着很多的『阿們』，另一位姊妹

可能會嫉妒。有些弟兄看到另一位弟兄被設立為

長老，可能會嫉妒。我在召會生活中六十多年了，

我能彀見證說，最難的一件事就是設立長老。我

們曉得，如果我們設立一位弟兄，另一位我們不

覺得應該設立的弟兄，可能會因着嫉妒而被絆

跌。一位姊妹若被指定在姊妹之家帶領，其他的

姊妹可能會嫉妒；但愛是不嫉妒的。

　此外，愛也是不輕易發怒。因着缺少愛，人很

容易發怒。我們若充滿了神聖的愛，無論我們多

麼受到斥責，我們也不會發怒。愛是不計算人的

惡。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常計算別人的惡。有些

妻子有一本記錄，一本賬簿，記下她們丈夫的失

敗和缺點。這個記錄不一定是寫下來的，卻是在

她們的頭腦裏。她們一直在計算她們丈夫的惡。

　作長老的必須知道，他們在牧養時，必須遮蓋

別人的罪，不可計算別人的惡。愛是凡事包容，

意即遮蓋一切，不僅遮蓋好事，也遮蓋壞事。凡

揭露召會中肢體的缺點、短處和罪惡的，就沒有

資格作長老。我們若揭露在我們長老職分下，在

我們牧養之下的肢體，這就廢除了我們的資格。

愛也是凡事忍耐，永不敗落。林前十三章總結的

說，『如今常存的，有信、望、愛這三樣，其中

最大的是愛。』

捌　愛是一切屬靈美德的總結，是結果子的因素
　愛是一切屬靈美德的總結，也是結果子的因

素，必要充足的供應我們，使我們豐富的進入基

督的國。（彼後一 5 ～ 11。）

玖　基督的身體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
　基督的身體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弗四

16。）以弗所書一再的使用『在愛裏』這辭。（一

4，三 17，四 2，15 ～ 16，五 2。）神在創立世

界以前，在愛裏豫定我們得兒子的名分；基督的

身體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生命的長大是在愛

裏。在已過這幾年裏，我們寶貴主給我們看見神

聖啟示的高峰。我所擔心的是，我們可能談論高

峰的真理，但在我們中間卻缺少愛。如果這是我

們的情形，我們就是自高自大，而沒有建造。基

督的身體乃是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

拾　神賜給我們的，乃是愛的靈
　神賜給我們的靈，乃是我們那由聖靈重生並內

住之人的靈。這靈乃是愛的靈，因此也是能力並

清明自守的靈。（提後一 7。）我們可能自以為

很有能力，也清明自守，但我們的靈卻不是愛的

靈。我們與人談話的方式可能滿了能力，並且也

清明自守，但是我們的談話卻使人受威嚇。

　保羅說，我們必須使我們的恩賜如火挑旺起

來。（6。）神所賜給我們主要的恩賜，乃是我

們重生的靈，連同祂的靈、祂的生命和祂的性情。

我們必須把這恩賜如火挑旺起來。這意思是說，

我們必須激動我們的靈，使我們的靈火熱起來。

羅馬十二章十一節說，我們應當靈裏火熱。如果

我們的靈不是愛的靈，我們卻把這靈如火挑旺起

來，那就會消極的把整個主的恢復燒燬。我們必

須有一個火熱的愛的靈，而不是一個焚燒的權柄

的靈，那會造成損害。凡在提摩太後書題到的，

都是我們面對召會的墮落時所必備的條件。我們

如何能勝過召會的墮落？我們人的靈必須是火熱

的愛的靈。在今日召會的墮落下，我們都需要有

如火挑旺的愛的靈，使我們在靈裏是火熱的。這

樣，愛纔是有效能的。

　根據我多年的觀察，大多數同工的靈都是『能

力』的靈，而不是愛的靈。我們需要愛的靈，好

征服今日召會的墮落。我們不該說甚麼或作甚麼

去威嚇人。反之，我們說話或行事，都該一直憑

着已經如火挑旺起來的愛的靈。這是主的恢復所

需要的。

拾壹　不愛弟兄的，仍住在死中
　約壹三章十四節下半說，不愛弟兄的，仍住在

死中。我們可能自以為是活的，卻是死的，因為

我們不愛弟兄。我們若不愛弟兄，我們就住在死

中，並且是死的；但我們若愛弟兄，我們就住在

生命中，並且是活的。 （摘自活力排第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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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未記生命讀經導讀 (六 )素祭的組成成分，
為着基督徒生活並召會生活 

壹　本週進度：利未記生命讀經第十三至十五篇，利未記二章 4~16 節。

貳　經文事實
　在本週的導讀裏，首先，我們先來看素祭的組成成分。在利未記二章 1 節說到獻上素祭，要用細

麵澆上油，加上乳香，以及在 13 節題到『凡獻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鹽調和…』。另外，在 11 節說到，

『你們獻給耶和華的素祭都不可攙酵；因為你們不可燒一點酵、一點蜜當作火祭獻給耶和華。』所以，

素祭包括四種成分，細麵、油、乳香和鹽。同時特別排除酵和蜜這兩種成分。

　素祭的頭一種成分是細麵。這細麵表徵基督的人性，乃是平衡、柔細的。而油表徵神性。第三種

成分是乳香。乳香表徵復活。乳香那馨香的香氣，表徵基督復活的馨香。基督在祂的復活裏是何等

馨香！素祭的第四種成分是鹽。在豫表中，鹽表徵基督的死或十字架。主耶穌常是加上鹽的。祂在

實際被釘十字架以前，每天都過十字架的生活。此外，素祭不可有酵或蜜。酵表徵罪和其它消極的

事物。而蜜表徵天然人的生命，不是表徵這生命壞的方面，乃是表徵好的方面。蜜似乎與酵不同。

然而，蜜過一段時間以後會發酵，這發酵就產生了酵。這指明我們不管是善是惡，至終結果都是一

樣的。

　並且，素祭可以有不同的形狀。有調着油的細麵（1~3），或是餅（4~10）。麵的素祭表徵個人的

基督，也表徵個人的基督徒。餅的素祭表徵團體的基督，就是基督同祂的身體，召會。所以，素祭

有個人的一面，也有團體的一面。今天基督不僅以個人的方式活着，祂更與祂的身體，召會，一同

活着。我們要有餅的素祭，就需要細麵調油。細麵與油調和，就產生麵糰。麵糰拿到爐子裏烤，就

成了餅。這餅乃是召會生活的象徵。這象徵指明，基督的生活和我們基督徒的生活至終成了一個總

和，這總和就是召會生活。

　而召會生活不是天使的生活，乃是滿了人性的生活。然而，有些基督徒受教導說，他們該盡力像

天使，而不該像人那樣活着。這觀念完全錯誤。我們若要有更多的召會生活，就需要更多的人性。

為着召會生活，我們非常需要有人性。但這人性不該與聖靈分開，乃該是一種與聖靈調和，且有聖

靈澆灌其上的人性。不僅如此，我們不該有酵或蜜，而該有鹽和乳香。我們的生活中該應用許多鹽，

就是十字架的死，也該滿了復活。這纔是正確的召會生活。(摘自利未記生命讀經，第十三至十五篇。)

心得分享－沒有酵、沒有蜜、卻滿了鹽的生活

　利未記二章十一節，說到素祭裏沒有會發酵的蜜，表徵在基督裏面沒有天然的偏好或天然的好東

西。素祭也表徵我們該有的召會生活。沒有甚麼比野心和天然的偏好更破壞召會生活。我們若要長

期事奉主，必須仰望主潔淨我們，脫離野心和天然的偏好。無論某些聖徒如何善待我們，無論我們

是多親密，或在一起已經有多久，我們都不該在召會生活中結交朋友。我們該看所有的聖徒是一樣

的－都是在主裏的弟兄姊妹。我們不該有野心，也不該有天然的偏好，因為這樣的偏好會帶來腐敗。

　素祭必須沒有酵也沒有蜜。要過素祭的生活，我們需要有更多的鹽。利未記二章十三節，說到素

祭的每一樣供物都要用鹽調和，這裏的鹽是指基督的死，就是十字架。召會中若有彀多的鹽，就會

把野心和天然的偏好除去。這樣，我們就會有純淨的人性和純淨的愛，活出主耶穌在地上所過的生

活，就是一種沒有酵、沒有蜜、卻滿了鹽的生活。（901 區　劉維仁弟兄）

素祭的成分，為着基督徒生活

　素祭的組成成分係由四種積極的成分－細麵、油、乳香以及鹽，並且不要有兩種消極的成分－

蜜與酵，這些成分皆是為着每位基督徒的生活。從基督的人性生活可以看見，祂乃是細麵，被油

所調和，也就是被聖靈所調抹；常常加上鹽，經歷死與十字架；祂也在復活裏，有乳香的味道。

但在祂身上沒有蜜也沒有酵，所以祂能作為素祭，以滿足神。

　讚美主！我們的生活也該是這樣，以基督作素祭的翻版。我們是基督的肢體，就該是祂的翻版，

過祂所過的同樣生活。這生活乃是有聖靈調抹之人性的生活。我們也該不斷接受鹽，接受基督的

十字架，把我們的天然行為治死。這樣我們就活在復活裏，並使神滿足而散發出乳香來。

　願我們的生活都能成為祂的翻版，成為素祭，使神滿足而散發出乳香來。（901 區　簡傑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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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人牧養人　身體配搭結果子

  　－青職－

　今年三月多回台南找工作，在尋找的過程中，

向主禱告求主為我豫備一份合適的工作。感謝

主！在四月初為我豫備了晚上能參加聚會的工

作；因着同事對我在 Line 上所放的一些福音文章

感到好奇、有興趣，於是邀約她來參加四月底的

青職福音排，並將她的名字放在 Line 的群組上，

請聖徒為她禱告。藉着愛筵、詩歌、得救見證的

分享，並會後聖徒的配搭傳講、禱告，她不僅相

信，也願意受浸，後續在身體配搭的原則裏，天

天陪新人晨興、享受主。

　因着主愛的吸引，我同事也成為福音的出口，

邀約兩位朋友來參加五月七日福音小排。在身體

裏一同的配搭、傳講，其中一位朋友很單純的相

信並受浸；因為凡接受祂的，就是信入祂名的人，

祂就賜他們權柄，成為神的兒女（約一 12）。

　六月底，學妹回應了我在 Facebook 上的貼文，

我們彼此邀約一同喫飯，藉此將她帶到聖徒家

中；一面有外面人性的顧惜，另一面也有主生

命話語的供應；常與聖徒一同為她禱告，也繼續

邀約到聖徒中間一同喫飯，並追求福音信息；因

為無論在那裏，有兩三個人被聚集在我（主）的

名裏，那裏就有我（主）在他們中間（太十八

20）。

　九月九日在路上遇到一位年輕人，請我幫忙填

問卷，藉此彼此簡單的認識（同校學姐），向她

表明我是基督徒，她也願意參加召會活動。九月

中旬邀約她參加區裏的烤肉相調，也將名字放在

Line 的群組上，與大家一同代禱，會中一同唱詩

歌和福音見證分享，聖徒也一同配搭傳講人生奧

祕，並邀約參加主日和小排聚會。

　十月十五日邀約學妹和學姊參加區裏的青職福

音排，豐富的愛筵，受到新人得救見證的感動。

藉着會後聖徒的接觸、傳講，她們都願意簡單的

接受，受浸成為神的兒女，從黑暗的權勢，遷入

神愛子的國裏（西一 13）。（601區劉紀屏姊妹）

　　   －福音聚會負擔交通－

火，火，但願福音發火，點燃你我

　”我特別愛這一本『見與聞，』因為麥雅各弟兄可說是沒有傳福音的恩賜，而只有傳福音的靈的

人。他和我們一樣，是很普通的人，沒有甚麼特別的人，但是，他的心是給主的愛所溶化了，也是

因罪人的需要而焦急的。他能愛，他能哭。他能禱告，他能大呼。主的愛叫他無法自制。人的需要

叫他畫夜不安。我讀他的時候，許多的時候，只好和他一同哭。成華弟兄譯的時候，也跟着他同哭。

為主的緣故，他變作愚妄人，好像瘋狂了，叫福音能出去。年輕的弟兄，不一定都有傳福音的恩賜，

但我們不能不有傳福音的靈。但願這個火在我們裏面燒，燒到我們不能自主。但願這個火，因在我

們身上燒，燒到罪人不能再拒絕主。但願福音的火在中國各地點起，先燒神的兒女，後燒罪人。罪

人就要大量的得救。這火若不燒你我，這火就不能燒世人。教會乃是世人得救的攔阻。主阿，可憐

教會！但願主在教會中有路，主纔能走到世人中間去。火，火，但願福音發火，先點你我，先點教

會。”（摘自見與聞序言）

　11/26 是全召會年終收割福音聚會，為了福音能更普遍的傳開，並讓更多朋友能來到這次的收割聚

會中，此次福音聚會由各照顧區一同傳，北台南因幅員較遼闊，以大區為單位。

　福音的火要厲害的焚燒我們，使主在我們身上得着出路，引罪人來歸向祂。幾項實行上的建議：

　一　每位聖徒都要動起來，具體列出親友的名單，在小排中迫切的代禱。

　二　更積極迫切的為這段時間福音出訪所記下的名單及接觸的人禱告，使他們能在這次聚會中被

　　　收割。

　三　收割福音當天，若沒有邀到朋友，也要到會所與聖徒一同為聚會禱告。

　四　目標：每照顧區至少邀到 50 位朋友，受浸至少 10 人（其中八成是青年人）。全召會共邀　

　　　200 位朋友，受浸至少 40 人。（福音組）



          2016.11.13 5
    回歸召會的正統

　　   －全台姊妹集調－

　在這末後的世代，藉着這七個召會讓我們更清

楚看見，撒但的詭計『神有建造，它就有破壞』。

　特別摸

着弟兄的

交 通，

七個召會

中，我們

最 有 資

格，也最

有可能成

為老底嘉召會。在主恢復的召會中，我們有那麼

豐富的真理，但我們若不活真理，那只能算是道

理。主如果要回來，祂必須有一班真正被祂的真

理、生命、所是構成的人。

　主！我願意再次更新奉獻，願我作忠信的奴

僕，實行祂心頭的意願，迎接祂的回來。（401
區　何謝麗虹姊妹）

　這九篇信息的篇題叫我們看見第一篇說到這位

基督到底是誰，第二～八篇看見召會真實的光景

以及第九篇中神所呼召，為着神建造的得勝者。

　回歸召會的正統就是要回到榮耀的基督這獨一

的人位裏。因為召會墮落的根源都在於我們離棄

了這位人子作人位，失去了對祂起初的愛。很摸

着這位行走在七燈臺中間的人子，是以祂的所是

來照顧眾召會。在七封書信裏都有主所是的說

話，並且祂說『我知道。』祂知道每一召會的光

景，祂知道我們在那裏。我們實在需要有神所量

給我們的拔摩島，使我們能有異象，對祂的認

識、經歷更往前，一直接受祂的服事，與祂有親

密的交通。盼望能不斷轉回到靈裏，回應並接受

祂的負擔，在小事上忠信，作祂的見證，成為握

在主手中享受祂同在的人。發光如星，享受祂是

首先的，是末後的，更是那活着的，且活到永永

遠遠，成為我的力量和盼望。在凡事上讓主居首

位，享受祂作生命樹，在召會生活中作一個正常

的基督徒就是得勝的。（401區　劉張東平姊妹）

　啓示錄七封書信的末了都有相同的話，『那靈

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都應當聽』。三天

兩夜的姊妹集調，職事的說話把基督的豐富與實

際分賜到我們裏面。從啓示錄看到七個召會的光

景，更清楚的看見主的道路只有一個，就是非拉

鐵非。非拉鐵非的召會是弟兄相愛的召會，唯有

恢復的召會纔能成就神永遠的定旨。

　 士 每 拿 的

召 會 是 受 逼

迫 之 苦 的

召 會， 主 要

求 事 奉 祂 的

人， 生 命 是

屬 於 祂 的，

我 們 必 須 忠

信於死。至死忠信是態度，也是時間。主量給我

們在地上的時間和主回來的時間，我們都不知

道。我們需要時刻儆醒，贖回光陰。只有那些生

命成熟，在靈裏變化的人，纔彀貴重被主偷走。

因着召會的墮落，基督這賜生命的靈已經七倍加

強了我們，以產生得勝者。得勝者勝過召會的墮

落，建造基督的身體，並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

（405 區　吳方靜姊妹）

　阿利路亞！我最需要蒙光照的是，沒有一事能

在祂以先，也沒有一事能在祂以後，凡事都在祂

管制的界線之內。油蒙的心眼、發沈的耳朵被開

啟，祂是長遠活着，我們永遠在祂心上，祂永不

改變，若非祂許可，環境不會臨到。祂許可患難，

為要顯明祂奇妙的作為。讚美主！基督不僅該在

我們的大事上是第一，也該在小事上是第一。我

要維持喫基督作生命，在我們所在的地方如同燈

臺照耀，持守耶穌的見證，作神新約勤奮的祭司。

復活的生命一直在我們裏面湧流，隱藏的嗎哪一

直供應我。祂是得勝者，活着掌權同祂眾聖徒聯

合，迎祂歸來！（702 區　王林愛梅姊妹）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姊妹集調，去之前非常捨不

得孩子，但去之後覺得自己更被擴大。藉着與許

多姊妹交通，發現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困難和對主

寶貴的經歷，深刻感覺主藉着派定的苦難叫我們

經歷祂復活的生命，如祂對士每拿召會所說的：

『我是那首先的，末後的，死過又活的！』凡事

都在祂的管制的範圍之內！我也受題醒，不要自

以為富足，也不要留在過去對基督的經歷和享受

裏，需要再出代價買金子、白衣和眼藥。求主繼

續給我實行的恩典，使這些話能成為我的實際！

　　　　　　（101 區　高陳純映姊妹）(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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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晨興聖言「長老訓練－回歸召會的正統 」第 5 週。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11/13 主日「真理課程」二級卷四第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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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4. 書報追求 「職事文摘」第一卷第二期第 22 ～ 37 頁，「利未記生命讀經」第 13 ～ 15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1:13 ～ 15
弗 1:13  　你們既聽了真理的話，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在祂裏面信了，就在祂裏面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弗 1:1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質，為使神所買的產業得贖，使祂的榮耀得着稱讚。 

弗 1:15       因此，我既聽見你們中間對主耶穌的信，並對眾聖徒的愛， 

Eph 1:13    In whom you also, having heard the word of the truth, the gospel of your salvation, in Him 
also believing, you were sea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of the promise, 

Eph 1:14    Who is the pledge of our inheritance unto the redemption of the acquired possession,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Eph 1:15    Therefore I also, having heard of the faith in the Lord Jesus which is among you and your 
love to all the s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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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 主日 ) 口代上 6:1-81 口徒 27:27-28:10  口徒 27:34
11/14( 週一 ) 口代上 7:1-40 口徒 28:11-22  口徒 28:15
11/15( 週二 ) 口代上 8:1-40 口徒 28:23-31  口徒 28:31
11/16( 週三 ) 口代上 9:1-44 口羅 1:1-2  口羅 1:1
11/17( 週四 ) 口代上 10:1-11:47 口羅 1:3-7  口羅 1:4
11/18( 週五 ) 口代上 12:1-40 口羅  1:8-17  口羅 1:16
11/19( 週六 ) 口代上 13:1-14:17 口羅 1:18-25  口羅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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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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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4( 週一 )
11/15( 週二 )
11/16( 週三 )
11/17( 週四 )
11/18( 週五 )
11/19( 週六 )

  －報告事項－
  11/26 全召會福音聚會

照顧區 大區 時間 地點
青年 一、五、八、十五 19:30 青年路會所二樓
永康 二、六、十、十六 19:30 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裕忠 三、四、七、九 19:30 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北台南

十一 19:30 新市區會所
十二 19:30 佳里區會所
十三 19:30 下營區會所
十四 18:00（愛筵） 新營區會所

　註：福音聚會邀請卡，本週已隨週訊發至各小區。盼人人從主領受負擔，一人邀一人，
　　　有分福音聚會，結常存的果子。

 家庭神人生活交通    時間：11/19（六）9:30~11: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大區 十五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11/15（二）20:00，地點：新興路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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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周永分弟兄夫婦－巴黎召會約30個青職家庭得復興，被成全成為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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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初信成全聖徒及福音朋友，能持續過召會生活並有分主日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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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聚會：11/26各照顧區（大區）福音聚會，福音朋友200位，目標40人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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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十二月每小區至少每月再得一個青職果子，全召會目標再得着50個青職果子。

    大專：11/19~20大專期中特會，得救新人能接受餧養，並渴慕入住弟兄姊妹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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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受浸人數：612人。

 青職聖徒成全暨入住相調
 時間：11/19（六），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18:00 愛筵（每人帶菜一同分享）， 19:00 青
  職成全聚會，21:30~ 隔日 6:30 入住相調，費用 : 每人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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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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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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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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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節特會信息暨禱研背講追求
時間：12/2（五）9:00 ～ 12/3( 六）12:00，地點：中部相調中心。費用：每人 800 元，請於 11/18（五）

前向執事室賴錦富弟兄報名繳費。

  書報 
　一、2017 年福音月曆：預訂購者，11/31 前優惠價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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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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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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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