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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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篇　在撒狄的召會

前言
　上一篇我們看見推雅推喇召會的情況（表徵天

主教的光景）是多麼黑暗，它的影響非常大，教

皇制度在第六世紀建立起來，接下來的十個世

紀，神的話、神的真理被攔阻了，這一千年是人

類歷史上最黑暗的期間。直到十六世紀初，德

國的馬丁路德，他是天主教的修道士，神光照

他，關於羅馬書中義人必本於信活着，他寫下了

九十五條的天主教的罪狀。他因此遭受逼迫，從

天主教中被革除。期間，他將聖經翻譯為德文，

讓一般人得以閱讀神的話。那是主恢復工作的起

始，但在路德改教運動之中還是有許多的缺陷。

因為這個運動帶進了許多的國教，之後又帶進了

許多私人的召會。這開始了更正教的時期，在這

裏由在撒狄的召會所表徵。

真理要點

　
撒狄原文意『餘數』、『餘剩者』或『恢復』。

就表號說，在撒狄的召會豫表從改教至基督再來

時的更正教。改教運動是神對背道羅馬天主教的

反應。改教是由少數餘剩的信徒完成的，因此是

餘剩者所帶進的恢復。

　撒狄召會的一些特徵 : 第一，是死沉，甚至乃

是逐漸死亡的情形。第二，是他們行為的不完全，

他們開始了許多事，但都沒有完成。第三，乃是

膚淺，他們只有開始，然後漸漸消失，他們就再

起始另外一件事、另外一個復興。第四，就是組

織，無論是天主教或更正教，都完全被組織所佔

滿。倪弟兄在《教會的正統》曾說：神的祝福好

像水傾倒出來，基督徒就用一個杯子來盛裝祝

福，然後將杯子帶回家，享受這個祝福。然後歷

經幾個世代從滿杯，半杯，到空杯，他們仍然持

守那個杯子。他們在意組織、形式，卻失去了內

容。

　主對撒狄召會的使者說，『我知道你的行為，

按名你是活的，其實是死的。』改教運動是聖靈

直接的工作，但改教運動之後的更正教卻是人為

的組織。因此，她需要活的七靈（七倍加強的靈 )

和發亮的七星（召會的使者，在地方召會中的領

頭人），使她從失去能力和生命的光景裏得恢復。

『若不儆醒，我必臨到你那裏如同賊一樣。』這

指明基督要像賊一樣臨到，偷取祂的寶物，只有

那些在生命裏成熟，在魂裏變化的人，纔彀貴重

讓主偷走，我們必須儆醒在主隱密的來臨之前徹

底豫備好。『得勝的，必這樣穿白衣』，得勝的

是指勝過更正教死的光景，而基督是給得勝者穿

的白衣，要得着這衣服唯一的路，就是轉到靈裏

並活在調和的靈中。

負擔應用

　我們不要留在撒狄召會的光景中。主的恢復實

行神命定之路是一種生活，新路得新人，新人走

新路。在召會生活中，我們要走新路，需要成為

新人，成為活的人。要在傳福音、送會到家、牧

養新人、成全聖徒、申言上，是活的，成為眾人

的榜樣。這樣，一代一代的，所有年輕人都會長

大並得成全，盡肢體功用，並照着主的心意作使

徒、申言者、傳福音者以及牧人和教師的工作，

建造基督的身體。（謝錫賢弟兄） 

感恩節特會信息交通 　時間：12/10（六）9:00 ～ 11:45，地點 : 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



             2016.11.27 2 　　     －禱告聚會信息－

基督是人子顧惜我們，也是神子餧養我們（一）

　　  　　 －生命讀經－

　本篇信息的題目很簡單，但所傳達的意思卻無

窮無盡。神整個新約經綸的內容乃是基督作人子

顧惜我們，並作神子餧養我們。整本聖經是由舊

約和新約組成的。舊約裏關於神的經綸，以及神，

基督，和包羅萬有、複合、終極完成之靈的啟示，

若沒有新約的解釋和實際，就是糢糊不清的。麥

敦諾師母（Mary McDonough）寫了一本優良傑

出的著作：『神救贖的計畫。』她和一些別的人

都是用『計畫』一辭，而沒有用『經綸』一辭。

在舊約裏沒有用『經綸』這辭，乃是使徒保羅在

新約裏纔題到這辭。神新約的經綸只論到一個人

位，就是包羅萬有的基督。祂有兩種身份：一種

身份是神子，另一種身份是人子。新約向我們揭

示那是神聖三一的神。

　大約兩千年前，在新約時代的開始，有一天神

成了一個人。祂來乃是眷臨、接觸祂墮落的受造

之物。在祂第一次來的四千年前，祂創造了宇宙，

並且照着祂的形像，按着祂的樣式，在宇宙中創

造了人，作宇宙的中心。神創造萬物各從其類，

但祂造人不是從人的種類。人是照着神的形像，

按着神的樣式被造的，所以人看起來像神。人是

神的複本，是神的照片。一個人的照片沒有那人

的成分或生命，但有那人的形像和樣式。有一天，

那位創造亞當這人的創造者，成了一個真正的

人。祂在人的腹中成孕而生為一個人。以賽亞九

章六節說，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

們，祂的名是全能的神和永遠的父。

　我的負擔是要給你們看見，新約裏的第一個異

象乃是我們的神突然成了一個人；祂是生為一個

最低身份的人，不是生在富貴人家，而是生在貧

窮之家。祂生在伯利恆，卻長在拿撒勒。祂在伯

利恆的出生，為祂在拿撒勒的長大所隱蔽。人稱

祂為拿撒勒人。（太二 23。）這意思是說，祂是

從被藐視之地、被藐視之城來的被藐視之人。以

賽亞五十三章說，祂是一個沒有任何外在美麗和

吸引的人。祂只是一個貧寒的拿撒勒人。

　這樣一個貧寒的人，能接觸各種人。如果祂是

生為君王，就很少人能接近祂。但祂生為一個貧

寒的人，就能接觸並且確實的接觸了各階層的

人，特別是那些貧窮、患病的人，如瞎子、痲瘋

病人、罪人和稅吏。祂成了他們的朋友。祂在人

性裏來，使祂成為一個非常能顧惜人的人。

　顧惜人就是使人快樂。罪人無法救自己，但基

督能除去他們的罪，來顧惜他們。祂來救贖我們，

並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祂來作有病之人的醫

生，使他們得安慰。（太九 12。）祂告訴那些勞

苦擔重擔的，可以到祂這裏來，祂就必使他們得

安息。（十一 28。）祂也告訴乾渴的人到祂這裏

來喝，使他們永不再渴。（約四 10，14。）

　在四卷福音書中所描繪的耶穌，是非常顧惜人

的。祂來到世上，就是要顧惜人。眾人都需要祂

來顧惜他們，使他們快樂、受安慰、得安息。祂

若以神聖的身份來到我們這裏，就會使我們受驚

嚇。但甚至罪大惡極的稅吏，也能像朋友一樣與

祂同坐，與祂一同喫喝交談。（路十五 1。）自

義的經學家和法利賽人看見祂與稅吏和罪人一同

喫喝，就受不了。他們不知道自己也需要祂作他

們的醫生。我能見證，當我還是一個可憐的年輕

人，耶穌來到我這裏顧惜我。祂就是我所需所要

的一切。祂的所是，正合我們一切所需。四卷福

音書啟示，基督這位顧惜人的人子，來應付每一

個墮落罪人的需要。如果你患了痲瘋病，祂要潔

淨你。如果你是瞎眼的，祂要給你視力。這就是

在四卷福音書中的耶穌。（摘自活力排第九篇）

 利未記生命讀經導讀 (八 )贖罪祭－基督為着神子民的罪性

本週進度：利未記生命讀經第十九至二十一篇，利未記第四章。

經文事實
　在已過的導讀中，我們說到五種基本祭中的頭三種－燔祭、素祭、平安祭。我們來到利未記第四章，

論到贖罪祭。首先，這五種基本祭的神聖的次序，開始於燔祭，說出我們首要的事該是絶對為着神。

燔祭之後接着是素祭；素祭說出我們該天天以基督作我們生命的供應，並憑祂而活。我們以基督作

燔祭和素祭，結果就有了平安。雖然我們有了平安，卻仍有一些難處－裏面的罪性和外面的罪行，

這些都必須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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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二三 16下 『也要在年底從田裏收藏你勞碌得來之物時，守收藏節（住棚節）。』
　『請再想想以色列百姓：在住棚節的時候，有那麼多人從那地各處聚集在他們的中心—耶路撒冷。

大家都隨帶他們的出產而來，有果子，有蔬菜，有牛羊，並其他許多東西。若是我們當時能在那裏，

親眼看見那個節期，我們對於那地的豐富將感到何等的驚奇！我們能看見那豐盛的出產，這兒一堆，

那兒一堆—美麗、熟透了，有許多的顏色。還有牛羊，到處皆是。這一切都擺在一起，在神的面光

中一同享受，連神也享受祂自己的那一分。

　弟兄姊妹們，召會的生活就是這樣。所有的聖徒在神面前享受基督，並與神同享。他們享受他們

所出產的基督。他們天天在基督身上花工夫，他們天天出產基督，然後在神所指定的某一個日子，

他們就來在一起。不只他們的兩手是滿的，並且用比喻的話說，連他們的肩上都扛着基督。他們因

着豐收而歡喜，他們因着從那『美地』所收割的一切豐富而喜樂。…祂百姓的敬拜乃是每一個人都

充滿了基督，照射出基督，並展覽基督，就是他們所經營、所出產的基督。』（包羅萬有的基督，

二一三至二一四頁。）

　在神的智慧中，藉着命定節期，使神的子民得以與祂一同安息、一同喜樂，並彼此同享神為祂贖

民所豫備的一切，就是基督自己。其中住棚節作為一年中末了的節期，也是最大、最豐富並歡樂的

節期；神的子民在年底，將一年來所有勞苦經營的出產，帶到神面前，與神並與彼此有團體的享受。

作為真以色列人，神的兒女每日喫喝基督，每週在祂裏面有完成和安息，每月在祂裏面經歷新的開

始，並終年經歷祂作我們的喜樂和享受。如此，歲末年終之時，也是眾聖徒一同聚集，彼此展覽這

一年所經歷、經營的基督，使神與人同得滿足。

　一年來，所有的人、事、物，加上一切變遷境遇，都為叫我們得着基督。各大區年終愛筵將至，

願你我都專一來到主前，細數所有恩典，也從主得着來年新的起頭。『盼望每一位聖徒，從今年起，

年年都能過一個屬靈的年，都能有一個結束，也能有一個新的起頭。不只在事業、學業、家務，這

些外面的事上有結束，更要在裏面、在屬靈的生命上，有一個結束。到了年尾或年首的時候，都進

到神面前，把已往的光景作一個清算、結算；在主面前看看，到底過去這一年是如何過來的，有多

少地方是失敗的，多少地方是得勝的；有多少地方是答應主的要求的，多少地方是棄絕主的。簡單說，

就是要把屬靈的光景帶到主面前，有一個結算，一個清理，好有一個新的開頭，過一個新的年。』（神

的需要與神的目標，三一頁。）

　利未記四章多次說到誤犯的罪。誤犯的罪是指過錯、失誤；亦即無意的犯罪。這表徵在我們墮落

性情裏的罪，就是內住的罪。因此，贖罪祭與贖愆祭的分別乃是我們的罪（單數）由基督作我們的

贖罪祭所對付；我們的諸罪（複數）過犯，由基督作我們的贖愆祭所擔負。（四 3 註 1，4。）

　接着，獻贖罪祭所用的牲口。贖罪祭可能是一隻公牛犢，一隻公山羊，一隻母山羊或母綿羊羔。

這表徵基督作贖罪祭，給不同的人，有不同程度的經歷。贖祭時需要按手在供物的頭上。這表徵獻

祭者與供物的聯合。並且要宰於耶和華面前。這表徵基督作贖罪祭，宰於神前，是神所認可的。

　此外，贖罪祭之血的功效。第一，有些血被帶進會幕，在耶和華面前對着至聖所的幔子彈七次；

第二，有些血被抹在香壇的四角上；第三，有些血被抹在燔祭壇的四角上；第四，其餘的血倒在燔

祭壇的基部，這些表徵基督之血的救贖是有功效的，使我們的良心平安，向我們保證我們得神救贖

並蒙神悅納，並使我們得以在禱告中接觸神。

　最後，贖罪祭的脂油和一些內臟燒在燔祭壇上，並且被燒成灰表徵基督裏面柔細、甘甜的部分，

要獻給神。這也進一步表徵神悅納贖罪祭，是基於燔祭。而燔祭的灰乃是給獻祭者對神救贖他們的

罪，在他們心裏作保證和平安。灰乃是標記，保證我們，神為着救贖我們的罪，已經悅納了我們的

贖罪祭。（摘自利未記生命讀經，第十八至二十篇。） 

歡樂展覽出產基督，細數主恩更新起頭

　　  　　 －生命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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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齊心開展　結出生命美果

學甲、安定開展蒙恩記要

　學甲是一個典型的農村型社區，全部戶籍人口

有 27,000 多人，但是生活人口只有一半，大多數

年輕人都在外地討生活，本地只有老邁的農民。

1989 年已經有召會成立，但隨着人口外移，目前

正常主日聚會，約有 10 ～ 12 位大人。

　學甲屬於第十二大區裏的一個小區，是台南市

召會 2016 年重點開展的兩個鄉鎮之一，另一個

是安定。所以當我們進駐之後，當天晚上與麻

豆、佳里聖徒，隨即開始叩訪，也與下營、七股、

官田…其他區的聖徒配搭。再接續的四天繼續叩

訪，最後週六還有七大區一起前來配搭開展與福

音收割聚會。

　這次沿街的叩訪，真正遇見了一位平安之子。

學甲中正路每逢週三（學甲會所在中正路 124
號），鄰近鄉鎮的攤販會一起聚集在此，人潮較

平常多了許多，或住鄰近鄉鎮、或是觀光客，最

重要的是年輕人多了許多。當天剛好輪到佳里的

弟兄姊妹配搭，大夥兒就兩個兩個，沿着中正路

兩側傳揚。

　我與一位來自佳里的弟兄配搭，在馬路上傳

講，或發單張，好不容易抓到一位住在本地的年

輕人（南榮大學室內設計三年級），他從家裏出

來買炸雞塊，我抓住他一連講了五分鐘，他還滿

有耐心的聽着，但當我請他到會所去坐坐，因為

會所就在咫尺，他卻拒絕了。我有點喪氣，埋怨

主說：『我們的第一個果子，到底在那裏？』

　此時我好像是隻在街上鬥敗的公雞，又繞了兩

圈，回到剛剛炸雞排的攤位。突然有一位中年的

男子問我說：『你是不是同 7-11 那些人是一夥

的？』『是阿！』『我週末帶老婆一起來，好

嗎？』『當然好！』當下請他寫下姓名與電話。

我想這幾天挨家挨戶，沿街叩訪的有效名單已經

超過七十位，這種人談都沒有談怎麼會來，沒想

到他真的準時來了，不論詩歌、見證與信息，他

都是聚精會神，只是過了半個多小時，需要到門

口透透氣，起初我以為他可能坐不住了。沒想到

出去兩次，過一會兒又回來了，弟兄提到受浸

時，他是第一個站起來的。

　感謝主！平安之子是主豫備的，不是我們的口

才、福音的技巧、或是真理的領悟、根本就是神

的憐憫！主耶穌就是要你上街，尋找那遺失的銀

幣！（壯年班學員　劉篤業弟兄）

　燔祭壇認罪禱告是召集人每天早上叮嚀我們的

第一件事，雖然我們一連三天叩訪到週四，都沒

有下文，彷彿主要我們繼續學習恆久忍耐的功

課。所以週五早上大家將過去幾天的名單，再回

顧看看，何人能有機會回訪或電話聯絡。感謝

主！我想起一位開推土機的大哥，就約了召集人

與學甲的黃弟兄開車一起前往，但是這位大哥還

在工地上班，我們立刻決定到工地找他。黃弟兄

雖是學甲本地人，但工地是個魚塭，根本沒有地

址，我們一連六次電話連絡對方，並穿梭在鴿舍、

雞舍與豬舍，總算找到了。

　他從一座近乎四百公尺跑道的面積，兩層樓高

的魚塭裏，駕着那輛彷彿裝甲車大小的巨型推土

機，從魚塭底衝了上來，上來時讓我們都嚇了一

跳，召集人眼看時間有限，因只能有十分鐘談話，

也不能阻礙他的工作。原來他是貸款買的二手機

具，希望早早還清貸款，只得每天超時工作，

我們當下想約他週六來參加福音聚會，他說不可

能，只因當天還得工作到夜晚。感謝主！我們的

召集人隨需便說：『那星期天我們請你吃早餐？』

『不可能！我每天六點半就吃完了早餐，豫備上

工了』。

　當下我想我真的成為『着急人！』了。沒想到

召集人又說：『那就禮拜天在會所門口七點鐘，

我們一起請你吃早餐如何？』他答應了，六點

四十五分居然已經在會所門口了。我們八個人一

起禱告，七點二十分時他受浸了，黃弟兄還豫備

早餐。這豈不就是創世之前所豫定，在時間裏被

揀選的平安之子。（壯年班學員　劉潘素娟姊妹）

  叩訪前的爭戰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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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安定為期四週的福音開展，共受浸 15 位，

也尋回幾位久不聚會聖徒。

  第一週有為期 5 天壯年班學員的開展，開展期

間安定聖徒要負責規劃帶路， 豫備點心與晚餐。

開展前的交通與這段時間密集的福音行程，使安

定聖徒靈被挑望，同心勞苦配搭福音行動。姑且

不論受浸人數如何，主以率先在此未開展行動中

來調和、建造我們。聖徒都見證勞而不苦，累得

暢快，傳福音的喜樂潮洋溢着我們眾人。

　記得第一週週六下午，四大區約 40 位聖徒來

配搭開展，聖徒們立即猜想晚上福音聚會陣容會

很龐大，於是即刻加菜豫備食物，並且沒有任何

埋怨，大家盡全力的擺上豐富，果然晚上我家爆

滿，福音朋友約 10 來位，聖徒約 70 位，外加不

少兒童，約 100 位。

　安定聖徒們並不富裕，甚至有的是缺乏的，但

在這波福音開展的行動中，向着福音卻滙溢出豐

厚的慷慨。在四週福音愛筵開展中，我的大姑梁

美麗姊妹見證，在第二週我參加姊妹集調時，因

回家來不及豫備食物，她卻已擺滿了整桌菜餚；

她於台北的活力同伴見她為開展的擺上，也自願

在安定開展上有份，擺上福音愛筵款，遠在台北

的姊妹也見證神竟使她珠寶店低迷的業績飆升，

姊妹見證，神看重安定的開展。

　這波開展的福音熱火正挑望安定的聖徒們盡上

生機的功用，主調和我們同心為福音的信仰一起

努力。我們也感謝主在身體中各大區福音的配搭

來扶持我們，其中受浸的青職聖徒許青峰，就是

三大區配搭時給我們的果子。這位年輕聖徒得救

後參加家聚會，小排，禱告聚會，甚至最後一週

的開展，他也一起去傳福音，我們深受激勵。

　後續仍有一段牧養的路要走，也請求你們繼續

為我們禱告，使安定聖徒滿了乳養的福，藉着牧

養，使每個果子常存。

  最後一個喜樂的蒙恩就是我的媽媽劉秋子學甲

開展時得救了。學甲是我的娘家，安定是我的夫

家。開展期間我告訴主，『主，我在安定為你勞

苦，求你也為我在學甲的家人效力。』感謝主！

當我聽到黃清連弟兄說，我的媽媽受浸得救了，

我實在流出喜樂的眼淚。謝謝主救了我的母親，

謝謝主在安定、學甲這樣的福音行動，這兩地滿

是飢餓的人羣，因着我們傳揚福音，約瑟的糧倉

就必定傾倒下來，使安定學甲飢餓的人羣得飽

足。（1101 區　梁王善美姊妹）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感

謝主！藉着這次壯年班來安定的開展，和各大區

的配搭傳福音，看見基督榮美的身體；也擴大自

己的度量，原本不敢跟人傳講基督，受到遠道而

來肢體的感動。讀到生命讀經獻燔祭，需要被切

塊。我向主禱告，『主阿！我願意順服擺上自己

微小的那一份，操練在生活中跟接觸的人傳講基

督，邀約人參加福音愛筵。』與心潔姊妹配搭到

千絢姊妹家家聚會，感謝主讓千絢姊妹對久不聚

會的媚婷姊妹有負擔。藉着禱告，善美姊妹和子

美姊妹陪媚婷姊妹家聚會，在兒童福音月千絢姊

妹和媚婷姊妹都願意打開家作兒童排，願主的旨

意行在安定這地如同行在天上。（1101 區　趙陳

似錦姊妹）

　這次的開展因着全召會聖徒，壯年班弟兄姊妹

和當地聖徒全力配搭開展，從題名代禱、看望、

叩訪，我的母親接受福音，呼求主名，並受浸得

救了。有一些認識的和不認識的也都得救了。感

謝主！日後需要藉着家聚會，使更多的果子能

常存；也能牧養他們，時常為他們禱告，使他們

成為召會的柱子，讓安定這地興起明亮剛強的見

證。（1101 區　王博明弟兄）   

我們喜樂滿懷，禾捆帶回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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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晨興聖言「長老訓練－回歸召會的正統 」第 7 週。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11/27 主日「真理課程」二級卷四第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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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4. 書報追求 「職事文摘」第一卷第二期第 56 ～ 76 頁，「利未記生命讀經」第 19 ～ 21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1:19 ～ 21

弗 1:19  　 以及祂的能力向着我們這信的人，照祂力量之權能的運行，是何等超越的浩大，   
弗 1:20 就是祂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使祂從死人中復活，叫祂在諸天界裏，坐在自己的右

邊，  
弗 1: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以及一切受稱之名，不但是今世的，
                  連來世的也都在內， 
Eph 1:19    And what is the surpassing greatness of His power toward us who believe, according to the 

operation of the might of His strength,  
Eph 1:20    Which He caused to operate in Christ in raising Him from the dead and seating Him at His 

right hand in the heavenlies,  
Eph 1:21    Far above all rule and authority and power and lordship and every name that is named not 

only in this age but also in that which is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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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 主日 ) 口代上 27:1-34 口羅 5:12-17  口羅 5:17
11/28( 週一 ) 口代上 28:1-29:30 口羅 5:18-6:5  口羅 6:5
11/29( 週二 ) 口代下 1:1-17 口羅 6:6-11  口羅 6:11
11/30( 週三 ) 口代下 2:1-3:17 口羅 6:12-23  口羅 6:23
12/01( 週四 ) 口代下 4:1-5:14 口羅 7:1-12  口羅 7:4
12/02( 週五 ) 口代下 6:1-42 口羅  7:13-25  口羅 7:18
12/03( 週六 ) 口代下 7:1-8:18 口羅 8:1-2  口羅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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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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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 週一 )
11/29( 週二 )
11/30( 週三 )
12/01( 週四 )
12/02( 週五 )
12/03( 週六 )

大區 日期 時間 地點 大區 日期 時間 地點
一大區 12/25 主日上午 青年路會所 2 樓 九大區 12/18 主日上午 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二大區 (202, 204) 12/17 週六 18:00 北門路會所
十大區 12/4 主日上午 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二大區 (201, 203) 12/18 主日上午 北門路會所

三大區 12/25 主日上午 大學路會所 十一大區 12/25 主日上午 10:00 善化區會所

四大區 12/25 主日上午 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十二大區 12/18 主日上午 佳里區會所

五大區 12/18 主日上午 古堡街會所 十三大區 12/18 主日上午 下營區會所

六大區 12/24 週六 17:30 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十四大區 12/18 主日上午 新營區會所

七大區 12/25 主日上午 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十五大區 12/25 主日上午 新興路會所

八大區 12/25 主日上午 仁安路會所 十六大區 12/4 主日上午 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各大區年終愛筵時間地點一覽表（主日上午時間為 9:30）

  －報告事項－

　感恩節特會信息交通　時間：12/10（六）9:00~11:45，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事務服事總管：蔡雨蒼弟兄（0911-637-069），林暉智弟兄（0953-810-336）

服事項目 電器 場地佈置 招待 交管 兒童 整潔
大區 四大組 二 十三、十四 十、十六 四、六 十一、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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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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受浸的新人在年底前被堅固於召會生活中；2.在法蘭克福及柏林受訓練的繙譯人員，
                   能進一步在基督身體裏盡功用同配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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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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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終愛筵：各大區年終愛筵聚會，聖徒竭力邀請福音朋友，久未聚會聖徒及新人參加。
  全台青年得一萬：全召會全力得青職，使召會年輕化，看重青年人得成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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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新人持續接受餧養，並渴慕入住弟兄姊妹之家，接受成全，過團體的神人生活。 
 青少年：明年一月學測代禱名單：（弟兄）馮國柱、楊宣綸、洪笙峰、吳子郇、余兆、戴源、
           劉奕宏、魏光亮、劉威成、林呈諭、賴廷瑋、鄧家欣；（姊妹）王宇盈、戴傳新、
          林潔玟、許新晨、彭卉、賴一方、蔡依晨、李芷家、陳怡妏、曾子嘉、林昀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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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受浸人數：637人。

五、報名窗口：請於 12/18（四）前將報名表電子檔寄至 jcyeh2000@yahoo.com.tw ，詳情請見通啟。
六、訓練教材：請向各小區書報服事者繳費訂購。　

大區　六大區集中禱告　時間：11/29（二）20:00，地點：中正南路會所。

2017 兒童家庭相調成全－親子同過福音生活
時間：2/4（六）10:00（9:00 開始報到）~2/5（主日）13:30，地點：高雄國軍英雄館。報名窗口： 
盧品臻姊妹 0982-326-252（2017/1/4 截止，額滿為止。）詳細報名資訊請見召會網站。

青少年服事者暨家長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11/29（二）20:00，地點：裕忠路會所 A102 室。

長青事奉交通 時間：11/29（二）9:30，地點：裕忠路會所長老室。

長青聖徒相調
時間：11/30（三），發車時間地點：7:00 青年路會所，7:15 永康上海銀行，7:30 裕忠路會所，
前往高雄中央公園（發福音單張），9:50 新盛會所。聯絡人：劉天貴弟兄（0933-334-036）

教職員福音聚會　時間：12/17（六）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全召會利未記生命讀經追求統計與獎勵
請完成進度者（讀完第一至二十篇）於 12/10（六）前上網填入閱讀進度，以便統計完成追求的
人數。特別是青年聖徒（三十五歲以下），需要上網登記，以作核發獎勵書券之依據。

書報 
　一、新約聖經恢復本含註解橫排（繁體及簡體）、直排（繁體）32 開普及版三款，每款
　　　訂購達 24 本者，每本優惠價 500 元。優惠期限至 12/31，聖徒可彼此邀約合購。
　二、性格童話繪本的 AR 互動書卡，一套特價 900 元。

 冬季結晶讀經訓練
   一、清晨班  時間：1/9~1/14, 6:30~9:30（每天兩篇），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二、假日班 時間：1/14~15, 1/21~22, 14:55~20: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三、白天班  時間：1/16 ~21, 1/23~26, 2/2~2/3, 9:00~11: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四、夜間班

大區 地點 時間 總管 日期

一 青年路會所 20:00~21:30 賴錦富 1/16~1/20
1/23~1/25, 2/2~4, 2/6八 仁安路會所 19:30~21:30 黃博文

三、四、七、九 裕忠路會所 19:30~21:30 張文淵、許博舜
1/16~1/21

1/23~1/25, 2/2~2/4 十二 佳里區會所 19:30~21:30 黃清連、林秉斌

十四 新營區會所 19:30~21:10 楊豐誠、莊唐彰

十 崑山會所 19:30~21:30 顏俊智 1/16~20
1/23~25, 1/31~2/3十六 鹽行會所 19:30~21:30 鄭博字

二 北門路會所 19:30~21:30 林益生 1/16~1/20, 1/23~1/25, 2/2~2/4

  －報告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