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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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篇　在非拉鐵非的召會

前言
　在啟示錄這七處召會當中，前三處召會已經不

再存在，而後四處是要留到主的再來：推雅推喇

就是羅馬天主教；撒狄就是改革的召會；非拉鐵

非的召會是表徵、豫表弟兄相愛的召會，乃是正

當召會生活的恢復；然後還有一處召會，就是老

底嘉召會。今天我們作爲真信徒，只能在這四者

當中之一，我們在那一個裏面呢？這是個最嚴肅

的問題，我們可能在主的恢復裏，或者在所謂恢

復的召會裏，但只是外在的在恢復的召會裏，但

實際上我們可能已經墮落失敗，有老底嘉召會的

光景。七處召會中，只有兩個沒有被主責備，但

只有一個是受主稱讚的，那就是非拉鐵非的召

會，這是最特別的一處召會，這處召會是在主的

心上，是主所要的。

真理要點
　

壹、就表號說，在非拉鐵非的召會豫表弟
兄相愛的召會，就是從十九世紀初至主第二

次顯現，正當召會生活的恢復。正如在撒狄的

召會所豫表改革的召會，是對在推雅推喇的召會

所豫表背道天主教的反應；照樣，弟兄相愛的召

會，也是對死的、改革的召會的反應。這反應要

繼續對背道的天主教和墮落的更正教作相反的見

證，直到主回來。

　貳、『非拉鐵非』原文意『弟兄相愛』，

由『有情愛爲着』和『弟兄』組成；所以是弟兄

的情愛，一種以喜悅和快樂爲特徵的愛。在敬

虔，就是彰顯神的事上，需要供應這愛，使我們

能維持弟兄的關係，能對世人作見證，並能結果

子。在非拉鐵非的召會豫言性的描繪弟兄相愛的

召會，就是正當的召會生活。『我們因爲愛弟兄，

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不愛弟兄的，仍住在

死中』。

　叁、『那聖別的、真實的，拿着大衞的鑰匙，

開了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

這樣說』。對於弟兄相愛的召會，主是那聖別

的、真實的，恢復的召會憑着祂並以祂作元素，

就能成爲聖別，從世界分別出來，並對神真實而

忠信。對於弟兄相愛的召會，主也是那拿着大衞

的鑰匙，就是國度的鑰匙，有權柄開關的。基督

拿着大衞的鑰匙，這事實也表徵祂是神經綸的中

心；祂是彰顯神並代表神的那一位，祂拿着鑰匙，

要開啓神管治權下的一切事物。

　肆、『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

無人能關的；因爲你稍微有一點能力，也曾

遵守我的話，沒有否認我的名』。主給恢復的

召會『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在非拉

鐵非的召會有一個顯著的特徵，就是她遵守主的

話，不在意傳統，只在意神的話，並且用她稍微

有的一點能力，遵守主的話。恢復的召會不僅完

全回到主的話，也棄絕一切在主耶穌基督之外的

名。從一切的異端、傳統回到純正的話，並棄絕

一切別的名，高舉主的名，是恢復的召會中最感

人的見證。
負擔應用

　一、我們當用主愛我們的愛來彼此相愛，這一

個愛不是因爲別的緣故而愛，只是因爲他是弟兄

而愛。愛弟兄的心，就是有一種丟掉自己去服事

他們的心。我們需要從對主的愛湧流出牧養的生

活，藉着顧惜並餧養人，在愛裏將基督供應他們，

使召會得建造。

　二、用我們稍微有的一點能力，遵守主的話：

第一，讀主的話並要留意那一個人位。第二，禱

告主的話，咀嚼、享受、消化、吸收。第三，研

讀，以這話爲人位。第四，我們需要講說主的話，

為主申言、向人傳福音。（陳義泰弟兄） 

感恩節特會信息暨召會重要負擔交通 　時間：12/10（六）9:00 ～ 11:45，地點 : 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
全召會成全聚會暨專項成全 　時間：12/11（主日）15:30 ～ 17:50，地點 : 裕忠路會所及新營區會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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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人子顧惜我們，也是神子餧養我們（二）

　我們已經看見，基督豐滿的職事有三個時期，

就是成肉體的時期、總括的時期和加強的時期。

祂在第一個成肉體時期中的職事，乃是顧惜人、

吸引人歸祂。有一次祂行走在擁擠的羣眾中，一

個患病的婦人迫切的去摸祂的衣服繸子，就得了

醫治。（太九 20 ～ 22。）每一個人都需要祂，

都能靠近祂，都能摸着祂。凡來到祂這裏的，祂

總不棄絕。祂接納所有的人，沒有偏愛或偏袒。

　有一次，當人把他們的孩子帶到主那裏，門徒

禁止他們。但主阻止他們的禁止，要他們讓孩子

到祂那裏。（太十九13～15。）祂吸引並顧惜人。

祂的眷臨就是祂的顧惜。祂在十字架上的死，是

祂最大的顧惜，為要救贖我們。若沒有祂的救贖，

誰能到祂那裏？當我們聽見祂死在十字架上的故

事，我們就流下眼淚。我們受了祂的吸引。這是

祂在四卷福音書中的職事。

　在復活裏，祂變化形像成為賜生命的靈，就是

全備供應的靈。（林前十五 45 下，腓一 19。）

這靈是為着餧養。從使徒行傳到各卷書信，基督

這包羅萬有的靈餧養我們。這餧養產生召會，建

造基督的身體，並要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由

於召會的墮落，在啟示錄裏基督的餧養就加強七

倍，以達成神永遠的目標，就是新耶路撒冷。祂

餧養的總和，就是這偉大的宇宙城，也就是神的

擴大和彰顯。這城乃是基督這賜生命、七倍加強

之靈全備供應的終極完成，使我們得着餧養。新

約是由兩部分 — 顧惜和餧養 — 所組成。有了這

樣的啟示，整本新約對我們就成了一本新的書。

　現在我們要來看新約中的八個例證，揭示基督

是人子顧惜我們，也是神子餧養我們。

壹　例證一
     一　基督是人子，成為神的羔羊
　基督是人子，成為神的羔羊，除去我們的罪（約

一 29）—顧惜。如果神沒有成為人，祂就不能成

為羔羊。這位是羔羊者，乃是帶着人性的人子。

惟有在人性裏，神纔能死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成

功救贖。對我們眾人而言，我們的罪是最麻煩的

東西；但基督成了神的羔羊，為我們而死，為我

們成功救贖，除去我們一切的罪。這對我們是最

大的顧惜，使我們快樂、安息。

     二　基督是神子，成為賜生命的靈
　基督是神子，成為賜生命的靈，賜生命給我們，

並變化我們（約一 32 ～ 34，42）— 餧養。基督

是羔羊顧惜我們，也是賜生命的靈餧養我們。當

孩子不喫飯時，作母親的會先作些事使他高興。

藉着顧惜她的孩子，她就能餧養孩子。我們的神

就像母親一樣，祂先顧惜我們，使我們快樂。然

後，祂給我們一些滋養，把我們從泥土變化為寶

石，為着神的建造。若沒有基督的顧惜，就沒有

人會來接受祂作賜生命的靈。

貳　例證二
　一　基督是人子，在蛇的形狀裏
　基督是人子，在蛇的形狀裏，藉着祂救贖的死，

廢除了古蛇這罪的源頭（約三 14，來二 14）—
顧惜。在創世記三章，我們都在伊甸園裏被古蛇

所咬，因此在我們裏面就都有了蛇的毒素和素

質。基督只來成為我們的救贖羔羊是不彀的。祂

也必須具有蛇的形狀。保羅在羅馬八章三節說，

神差祂的兒子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裏來。基督成為

蛇，但只是在形狀上，不是在元素上。祂是民數

記二十一章裏銅蛇（4 ～ 9）的實際，藉着祂救

贖的死，毀壞罪的源頭撒但。

     二　基督是神子，講說神的話
　基督是神子，講說神的話，並且沒有限量的將

祂自己作為那靈賜給我們，使我們得永遠的生命

（約三 34 ～ 36，15 ～ 16）— 餧養。無限的神

子講說神的話，並將那靈賜給聽見神話語的人。

凡聽見祂的話，並接受那靈的人，就得重生成為

祂的擴增，就是祂的新婦。（29 ～ 30。）

參　例證三
　一　基督是人子，繞道進入敘加城
　基督是人子（耶穌），從猶太往加利利去，繞

道進入敘加城，到雅各井旁，特意要等候那位乾

渴、尋求水之不道德的撒瑪利亞婦人（約四 3 ～

9）—顧惜。成了人的這位神，從猶太往加利利

去，並且特意繞道去一座小城，為要顧惜一個不

道德的婦人。基督這位人子，是繞道的救主。

　二　基督是神子，將生命的水賜給婦人喝
　基督是神子，受神所差當作恩賜，將生命的

水賜給婦人喝，這水要湧入永遠的生命（約四

10 ～ 14）— 餧養。首先，祂是人子來顧惜她；

然後，祂是神子，將那湧入新耶路撒冷（永遠生

命的總和）的活水賜給她。（待續）（摘自活力

排第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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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未記生命讀經導讀(九 )贖愆祭－基督為着神子民的罪行

本週進度：利未記生命讀經第二十二至二十四篇，利未記第五章。

經文事實
　本週我們說到五種基本祭中的最後一種－贖愆祭。首先，利未記五章一至四節有四個事例說明需

要贖愆祭的事。不見證我們所知道的，（利五 1，）摸動物的屍體，（利五 2，）摸人的不潔，（利

五 3，）冒失的說話。（利五 4。）二節題到動物的屍體。屍體表徵死亡。在召會生活中，很難遠離

各種死亡的不潔。三節提到人的不潔。人的不潔表徵人天然生命的不潔。天然的生命包括天然的情

感。我們可能愛人，也可能為了尋求虛榮、因妒忌而嫉妒人。這愛和這嫉妒都是出於天然的生命。

神說到這些事項，因為祂知道祂子民真正的光景和需要。

　接着，利未記五章五至七節和十一節告訴我們如何獻上贖愆祭。贖愆祭可以是羊羣中母的，或是

綿羊，或是山羊；或是兩隻斑鳩或兩隻雛鴿；或是細麵伊法十分之一。這表徵為着我們外面罪行的

贖愆祭，即使一點細麵也足彀，比為我們裏面罪性的贖罪祭為輕。贖罪祭需要用公牛，至少也得一

隻綿羊羔。

　此外，我們也看見贖愆祭是贖罪祭和燔祭所合成的。七節題到兩隻斑鳩或兩隻雛鴿，一隻作贖罪

祭，一隻作燔祭，合成贖愆祭。我們能看見罪愆的源頭，也能看見罪愆的原因。罪愆的源頭乃是我

們肉體裏的罪。罪愆的原因乃是我們沒有為神活着。所以裏面的罪需要贖罪祭；不為神活着則需要

燔祭。所以，我們需要贖罪祭，也需要贖愆祭。

　並且，十一節題到細麵伊法十分之一作贖愆祭。這裏的細麵豫表耶穌的人性。這指明我們犯罪，

不僅是因為我們性情裏有罪，也不僅是因為我們沒有絶對為着神，更是因為我們沒有耶穌的人性。

獻細麵一伊法的十分之一為贖罪祭，表徵只需要一點耶穌的人性，就足以消殺我們裏面消極的事物，

並供應我們的需要。在細麵上，也不可加上油和乳香，表徵聖靈和基督復活的馨香都與罪無關。

　所以，我們對贖愆祭的經歷，乃是我們享受基督作燔祭、素祭、平安祭和贖罪祭的結果。因此，

我們對贖愆祭的經歷，含示我們絶對為神而活，知道我們裏面有罪，並且在耶穌的人性裏，消殺我

們裏面一切消極的事物。（摘自利未記生命讀經，第二十一至二十二篇。）

基督是贖愆祭，解決在我們行為中之罪

　在這週生命讀經進度中說到贖愆祭。贖愆祭表徵基督是解決在我們行為中之罪的祭。我們墮落的

人成了肉體，而肉體就是罪。若是我們沒有為着神，向着神，我們所活的就是肉體和罪，在生活中

就會發怨言、批評人。

　利未記五章三節『或是他摸了人的不潔，無論他所染的不潔是甚麼，他卻不知道；當他一知道了，

就有了罪。』主在這裏光照我，我在職場生活中時常抱怨，甚至將這些抱怨帶到與同伴之間的談話中，

這種情形就是散佈屬靈的死亡，也使同伴不知不覺的摸到屬靈死亡的不潔。原來贖愆祭在生活中是

何等的重要，這位基督向着神是絕對的，祂的人性是平衡且完全的。只有祂彀資格對付我們的罪，

除去我們的罪愆。（701 區　吳佳萱姊妹） 

　　  　　 －生命讀經－

　感謝主！這次有機會參加初信成全，看見在讀

經時，為何要將一句短短的經節重複一直讀。原

來讀經就像喫飯一樣，藉由禱讀的方式，不斷地

把經節一再重複咀嚼，把主的話完整吸收到我們

的靈裏，成為屬靈生命的糧食。

　在此聚會中，除了弟兄講解生命課程的內容以

外，也會為我們留三十分鐘的時間，組員一同呼

求主名、操練禱告、學習有勇氣的將自己輭弱的

一面交通出來…。這實在是生命的故事，也讓我

更加寶貝看見主的愛真的是闊、長、高、深。（902
區　黃彥婷、黃彥筑姊妹）

　禱讀主話得享屬靈的食糧

　　  　　 －初信成全－



             2016.12.04 4  　　 －年終愛筵負擔交通（二）－

　『我們必須一起討論，共同商量，好找出對策，以挽回那一萬七千位〔編按：此為一九八四年台

北市召會久不聚會聖徒之估算數字〕久不聚會的弟兄姊妹。這是我們眾人共同的責任。好比我們家

裏有七個兄弟姊妹，六個離家多年下落不明，我們裏面不能平安，除非我們把他們找回來。

　如果我們只是例行的過生活，甚至例行的過召會生活，即使眾人都很忙碌，這一萬七千人還是不

容易找回來。若是弟兄姊妹真正下定決心，即使丟了職業、挨餓受凍，也非得把離開的家人找回來

不可，我們就能挽回這些人。我們不敢擔保百分之百都找得回來，但起碼能找回百分之四十。一萬

七千人的百分之四十，就是近七千人了。我們若是能努力帶回七千人，豈不甜美？』（主恢復的前

景與生機事奉的建立，三七至三八頁。）

　近年台島福音行動快速，台南市召會亦在這獨一的水流中蒙福，得着許多神家建造的材料。年末

之際，當眾人一同為着今年豐厚的福音收成向主謝恩時，那些神家中失聯的親人，就是當年眾聖徒

勞苦結出的果子，他們身在何方，是否也能與我們一同歡樂的享受今年經營所出產的基督？

　主僕於八○年代帶領眾召會實行新路時，曾交通到：『目前召會的第一個行動，就是要恢復久不

聚會以及失聯的弟兄姊妹。按照我們的記錄來看，這不是一件小事。』（召會的擴增與開展，二○

二頁。）若我們向主忠信，拿起恢復久不聚會聖徒的負擔，召會便要再得着繁增。為此，主僕交通

下列步驟：一、清查現有情況表；二、領受負擔前去探望；三、加強見證，迫切禱告。同時，也交

通到探望的原則：一、存着仰望、學習的靈；二、避免說不合式的話；三、帶着喜樂的面容。〔請

參考：召會的擴增與開展，第十一篇〕藉着堅定持續的實行，我們『必要歡呼着帶禾捆回來。』（詩

一二六6。）願主得着我們，以主的心腸為心腸，寶貝失落的羊，並且出代價去尋找他們。（路十五4～

6。）同時信賴聖靈的工作，（8 ～ 9，）並以父的愛為愛。（19，22 ～ 23。）願眾聖成為神心的複製，

在各大區年終愛筵感恩聚集時，將久未謀面的神家親人帶回來，同享神家中的豐富！

尋找、挽回久不聚會與久失聯絡的弟兄姊妹

　　   　　　－新人－

與主的聖靈同工，好結果子榮耀神 

受浸名單
101 陳奕汝、陳李賀、賴盈璇、陳建明 102 薛智

剛、曾于庭、吳晉煒、柯力安 107 蘇秋桂、柯

彥廷 201 莊芮瑀、蕭麗娟、黎皓陽 204 黃溫蓮金

301 江顯晨 302 王鈺麒、陳建宇、周昌宜 303 張

育寧、彭萬銓 306 洪大鈞 402 謝欣紋 404 李秀娥

411 魯馨琳 502 陳鋐宇、呂芷萱 503 李喬丹 511
葉如茵 602 連逸軒 603 杜金蘭 604 宋念庭 605 林

聖翌 711 郭旻臻、郭旻恩 802 莊中嘉 901 陳婧宜

902 李崇偉、李佳馨、何淑雅 911 黃楚文 1003 方

世豪、李明展 1101 林雅玲、陳冠佑、陳詩涵、

陳氏娜、吳廷宇、許青峰、劉芳妏、任貴忠、吳

金燕 1102 洪佩君 1201 賴漢強 1203 洪雪嬌 1204
吳季鴻、黃冠雲、詹曉莉、林詩凱、陳佳賢 1401
謝玉華、李采桓、向秀香、楊宜芳、黃國維 1402
陳柏駿、黃淯琳 1404 何本仁 1501 車行遠 1602 蔡

淑敏、蕭鳳珠、謝東洲、呂明至、劉翊涓、吳竑

麟、游皓程（72 位新人）。

　　　　　 　受浸心得
　與大家共同擁抱平安喜樂的狀態。（1101 劉芳

妏）謝謝主今天讓我遇見祂。（605 林聖翌）平

安喜樂 !（ 902 李崇偉）從來沒有過的感受，蒙

主的寵召，感謝主。（1204 陳佳賢）
至 11/30 受浸人數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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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39 62 31 15 105 38 8 80 32 47 26 25 52 8 29 667

阿利路亞！我得救了！（受浸人數眾多，因版面有限，不及備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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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課程』交通與實行（一）

真理課程的出版
　『我認識一些在召會生活中並且聽召會說話三十七年多的聖徒。然而，若請他們對一班新得救的

信徒清楚講說主的救贖或聖別，他們就作不到。…聖徒聽過許多關於基督之死的信息，但誰能說到

基督之死的七方面？少有人能以美好的次序、完全的方式，釋放關於稱義的正確信息；要講說關於

神的經綸、神的經營、和神的分賜這些更深的真理，對許多聖徒就更難了。關於神聖的三一，許多

信息已經出版了，但我們有多少人能照着在已過年間所聽過的，陳明關於神聖三一的完整話語？這

是由於我們沒有正確的路獲得屬靈的教育。我們沒有採取用教科書開班的教育方式。

　今天世界上一般的教育制度，是要人經過小學、初中、高中、然後大學。我們若要教育聖徒，就

必須採取這制度。這教育制度的優點是給人一般、共同、正常的基本知識。我得了結論，我們必須

在屬靈課程上實行這種教育制度。這就是為甚麼我有負擔出版真理課程。這系列的一百九十二課要

在四年內上完—每年四十八課。我對這些真理課程的負擔，是要提高基督徒對真理領會的標準。…

這些課程會說到全本聖經一切重要的點。』（長老訓練第八冊第五章）

　真理課程，每一級的卷一卷二是一條線，如同地圖上的『經線』，就是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經綸

完整的鳥瞰，完整的綱領。每一級的卷三卷四是『緯線』，從我們經歷的角度看得救恩的進程。

　我們是墮落的罪人，但是基督為着救贖我們，祂在創世以前就揀選我們，豫定我們，在時間裏來

呼召我們，藉着祂十架的工作救贖我們，重生我們，一步一步的帶我們往前；從神救恩的起初階段

到神救恩的長進階段，直到神救恩的完成階段，這一路往上去就是每一級的卷三卷四。如果你能彀

照每一級的卷一卷二經線去讀，你就很容易照神的眼光來看聖經中六十六卷書的中心線，然後你讀

了卷三卷四就會從我們經歷的角度來看神在我們身上的工作，一步一步的往前去，直達到完成。

　所以經線與緯線交織起來就成為一個完整的異象、完整的真理。如果我們只有經線，你雖然知道

神經綸的歷程，但沒有緯線，那我們的真理就只有一半，你可能不知如何經歷主。

  關於全本聖經的中心線
 第一級卷一題及舊約的綱領

　『第一課與聖經有關。…你相信聖經，研讀聖經，傳講聖經，並教導聖經，但你不知道聖經是如

何寫的，這就是要有真理課程的目的。第一課是要使學生牢記關於聖經存在的正確、一般、必需的

知識。』（長老訓練第八冊第五章）第一～六課就是在講聖經、三一神、創造、撒但、人的墮落、

神的應許。從第七課到第十四課就是藉着人物看見聖經的中心線－從亞當到挪亞（在亞當看見神的

救贖，在亞伯看見蒙救贖的人走救贖的路，在以挪士看見人因着呼求神而得享神的豐富。在以諾，

看見呼求神的人與神同行，在挪亞看見與神同行的人與神同工。）然後在亞伯拉罕、以撒、雅各隨

同約瑟，看見對神經歷的完整結構。接着摩西、亞倫、約書亞、撒母耳、波阿斯、大衛、所羅門、

耶利米、但以理、以西結，一路看到被擄前、中、後的申言者，你就找到舊約的綱領，就是舊約的

中心線。
  第二級卷一前八課乃是闡明全本聖經乃是一本『約』的書

　每一約都與人有關。這約是根據你不同的光景來立的。神造人，一造出來就與他立約：『園中各

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喫， 只是善惡知識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喫，因為你喫的日子必定死。』

這就是『約』。神就與他立了第一個約，就是『喫』的約。

　然後，神再與墮落的人立約：『…你必汗流滿面纔得餬口，又對女人說，…你生產兒女必受苦楚。』

這是神與人立的第二個約。此外，在神與墮落之人立的約，還有兩件事，第一就是要用羔羊的血來

贖罪，第二就是為眾人豫備『女人的後裔』。因為神說『女人的後裔要傷蛇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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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人又繼續墮落而成了肉體，這器皿已經完全不能盛裝神，所以神必須要用洪水除滅人，且拯救

挪亞一家。洪水退去後，神就與藉水得救的人立了第三個約。第一，祂不再用洪水毀滅這世界，並

且空中出現彩虹，作為神信實的標記。第二，稼穡、寒暑、冬夏、畫夜永不止息。

　一路下去，第四個約，神與蒙召的人亞伯拉罕立約，人類墮落到底，巴別產生出來。神將他從迦

勒底的吾珥呼召出來，同時就與他立約，要使他成為大國，『我必叫你成為大國，地上的萬族都必

因你得福。』這是神與蒙召之人所立的約，所以就有了亞伯拉罕的族類。但是當摩西帶領以色列人

出埃及後，到了西乃山下，以色列人高興的得意忘形，神就與他們說親切的話，『…我如鷹將你們

背在翅膀上，帶來歸我。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

為聖別的國民。』但以色列人得意忘形的說，『凡你所說的，我們都作得到。』這次神就給了一個

叫人懼怕的約，密雲、黑暗、暴風…都來了，神就與要進美地的人立約。舊約時代中，神與合祂心

意的大衛立約。然後為着新一代以色列人能進美地，以建立國度。

　你只要把全本聖經都讀過，並照着這個約生活，你就會在神的祝福裏。後面還有四課（九～十二課）

說到神在舊造的人身上四個時期新造的工作。藉着這四個階段，神產生了每一個階段裏頭的得勝者，

匯集起來就成為得勝者的集大成，引進國度時代的新耶路撒冷，以及永世裏的新耶路撒冷。

在經歷上，看神在我們身上的工作

第一級卷三卷四，經歷神完整救恩的起初階段

　關於緯線與你我太有關係，這就是你我的歷史。一級卷三卷四，就是第二十五課，也就是緯線的

第一課。首先說到亞當墮落後人的光景，神的經綸在我們的經歷中一步一步的落實。神愛你，在你

身上工作的第一步是祂在永遠裏的豫定、揀選和豫知，祂在時間裏呼召，那靈就在你裏面開始作第

一步的聖別－尋找的聖別。然後你就悔改，相信主且受浸，就與經過過程的三一神聯合，你就經歷

法理的救贖，以及成為新造。這就是經歷神完整救恩的起初階段，這個階段終結於了結已往。

第二級卷三卷四，神完整救恩的長進階段

　從二級卷三開始，了結已往，過新的生活，使你在神的生命裏長大，是神完整救恩的長進階段。

在這長進階段裏，全數是父、子、靈分賜的故事。所有的課文只有三個題目，就是你要在三一神的

愛裏經歷並享受神為父，在三一神的恩典裏經歷並享受基督為子，在三一神的交通裏經歷並享受那

靈為神聖三一的完成。但是，到底分賜甚麼？三一神的分賜太豐富了！這豐盛的生命裏有那些成分？

父的分賜有三十八項的豐富，子的分賜有七十七項豐富，靈的分賜也有八十項豐富！在二級的卷三

卷四，對於這個神聖分賜的圖畫非常閃亮。

第三級卷三卷四，個人並團體的經歷神聖三一的分賜

　到了三級卷三卷四，就說到你初步的經歷三一神的分賜之後，在這個分賜的過程中，同時還要不

斷經歷神的救贖。不要以為祂的救贖在你得救那一天就完成了。在你一生得分賜的過程中，你還須

不斷的經歷神的救贖。有十課是說到長進階段的完成，要你從聖別一直長到模成，這些都是藉着神

聖三一的分賜。三級卷四看見，要從個人經歷主的分賜到團體的經歷神聖三一的分賜。

第四級卷三卷四，經歷並享受神聖三一的分賜，達到神完全救恩完成的階段

　四級卷三說到除了一般性的從個人到團體的分賜上之外，還有信徒在其他方面－事奉敬拜神，為

主作工，不愛世界－經歷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因此，四級卷四說到信徒的將來，就是在神完全救恩，

完成的階段，得榮的階段。最後二課，就是關於信徒將來在神聖三一之分賜的終極完成。我們這一

生要經歷享受神的分賜到極點，甚至從今天到永遠，就需要對真理課程裏面關於神聖三一分賜的各

種成分、各個項目、各面功效，有一個完整的圖畫。（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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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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區 12/25 主日上午 仁安路會所

二大區 (202, 204) 12/17 週六 18:00 北門路會所 九大區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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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大區 12/25 主日上午 10:00 善化區會所

三大區 12/25 主日上午 大學路會所 十二大區 12/18 主日上午 佳里區會所

四大區 12/25 主日上午 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十三大區 12/18 主日上午 下營區會所

五大區 12/18 主日上午 古堡街會所 十四大區 12/18 主日上午 新營區會所

六大區 12/24 週六 17:30 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十五大區 12/25 主日上午 10:00 新興路會所

七大區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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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

福音聚會蒙恩報導

永康照顧區　平安喜樂滾滾來
　十一月二十六日夜幕甫降，正是秋濃露重，寒

涼挾帶雨絲，卻無法抵擋聖徒福音的熱火，以及

對人靈魂的迫切。未到七點，服事聖徒即到裕忠

路會所配搭禱告，連一位十月底受浸的青職弟

兄，下班後立即奔赴會所幫忙排椅子，招待前來

的福音朋友。

　『需要耶穌！需要耶穌！人人都需要耶穌。』

二位領詩弟兄喜樂唱詩，會場滿了歡暢甘甜氛

圍，眾人感染喜樂的音律，紛紛張口唱出『需要

耶穌』。哦！何等需要耶穌！

　最為感人的莫過於得救蒙恩見證。分別由二、

六、十、十六大區共四位聖徒分享，見證原本憂

鬱虛空的人生，因着遇見耶穌接受救恩，經歷何

等奇妙的大改變，如今平安喜樂滾滾來，從他們

表露的真誠喜樂，不禁讚美：真的有神！

　話語服事的弟兄開場便以摩西、所羅門王為

例，世上榮華富貴都是虛空的虛空，轉眼便如飛

而去。古今中外名人也如斯感嘆，生命無常脆弱，

甚麼是人生真正的價值？真實人生的價值，乃在

於盛裝了神。人最為寶貴在於深處有『靈』，靈

是掌管良知，也是與神接觸的器官，只要敞開靈

接觸神，只要將心全開啟，只要主名一呼吸，神

人就是一。

　中會場浸池前，施浸弟兄和聖徒們層層圍繞

着，禱告聲、阿利路亞聲不絕於耳，不時還唱着

『自基督來住在我心』，每一位新生兒從浸池起

身時，服事姊妹為他們拍照，留住重生時喜樂笑

容，真是值得記念的一刻呀！

裕忠照顧區　甜美喜樂歡唱 
　在裕忠照顧區的福音聚會，眾人唱着『哦，這

是何等救恩，主竟活我裏面。』揭開序幕。弟兄

姊妹在主面前作了美好的見證，原本面臨即將破

碎離異的家庭，因着遇見主耶穌和弟兄姊妹，全

家得蒙拯救，現在過着喜樂的召會生活。得救前

負債累累，日以繼夜拚命工作，卻拒絕接受主。

因着弟兄姊妹不捨棄的愛深受感動，於是答應受

浸，現在家中打開成為主日擘餅的據點。另一對

夫婦見證，他們因着接觸弟兄姊妹而受吸引，同

過召會生活，從傳統宗教中得釋放，得享真正的

自由。還有一位在職的青年弟兄見證，弟兄之家

的生活和召會生活，使他脫離世代墮落的潮流；

也因他的見證，哥哥、母親也相繼受浸得救。

　弟兄更是以約翰福音第五章，一個患病三十八

年想要得着痊愈的人，來說到我們現實生活中的

無力感與失落感。『耶穌對他說，起來，拿你的

褥子走罷。那人立即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

在生活中，需要耶穌對我們說話，我們就能從我

們輭弱下沉的光景中得拯救。正如詩歌轉向祂的

眷顧：呼求『哦！主耶穌！』將你心事向祂傾訴，

祂聆聽且在乎，祂巴望並催促；祂永世的渴慕，

就等你轉向祂的眷顧。

　讚美主的恩典，此次福音聚會，同一時間分在

各個照顧區（或大區）舉行，共有一○四位福音

朋友到場，十六位受浸得救。願主繼續記念，使

這些得救的新人，不只開始過新生活，聖徒們也

能持續接受負擔照顧餧養，好將果子成熟的獻給

神，願神得着榮耀。（文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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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晨興聖言「長老訓練－回歸召會的正統 」第 8 週。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12/04 主日「真理課程」本期週訊第 5~6 頁，「真理課程」交通與實行（一）。

　　4. 書報追求 「職事文摘」第一卷第二期第 77 ～ 92 頁，「利未記生命讀經」第 22 ～ 24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1:22 ～ 23
弗 1: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着召會作萬有的頭；  

弗 1: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Eph 1:22    And He subjected all things under His feet and gave Him to be Head over all things to the 
church, 

Eph 1:23    Which is His Body, the fullness of the One who fills all in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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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4( 主日 ) 口代下 9:1-10:19 口羅 8:3-6  口羅 8:6
12/05( 週一 ) 口代下 11:1-12:16 口羅 8:7-13  口羅 8:10
12/06( 週二 ) 口代下 13:1-15:19 口羅 8:14-25  口羅 8:14
12/07( 週三 ) 口代下 16:1-17:19 口羅 8:26-39  口羅 8:28
12/08( 週四 ) 口代下 18:1-19:11 口羅 9:1-18  口羅 9:16
12/09( 週五 ) 口代下 20:1-37 口羅  9:19-10:3  口羅 9:23
12/10( 週六 ) 口代下 21:1-22:12 口羅 10:4-15  口羅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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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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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5( 週一 )
12/06( 週二 )
12/07( 週三 )
12/08( 週四 )
12/09( 週五 )
12/10( 週六 )

  －報告事項－

　大區 一大區集中禱告   時間：12/6（二）20:00，地點：青年路會所。
      四大區集中禱告　 時間：12/13（二）20:00，地點：裕忠路會所 A102 室。

      五大區集中禱告　 時間：12/6（二）20:00，地點：郭永益弟兄家。

      十四大區集中禱告 時間：12/6（二）20:00，地點：新營區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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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召會台語集中展覽暨福音收割聚會
時間：12/24（六）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目標：聖徒 400 位與會，年度受浸 60 位。

此次有嘉義市召會 80 位台語排聖徒來訪並參加聚會。

安息聚會　黎成美華姊妹（704 區黎蒨文姊妹之母親）
時間：12/10（六）9:00，地點：台南市立殯儀館懷悌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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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人數。特別是青年聖徒（三十五歲以下），請上網登記，以作核發獎勵書券之依據。

全召會以弗所書第一章背經會考
　會考時間：12/11（主日），地點：各小區。範圍：以弗所書主題及第一章經文。請各小區於 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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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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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

每本優惠價 500 元。優惠期限至 12/31，聖徒可彼此邀約合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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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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瀚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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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福音月所接觸的福音兒童、福音家長能持續被接觸，參加兒童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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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受浸人數：6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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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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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節特會暨召會重要負擔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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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召會成全聚會暨專項成全
    時間：12/11（主日）15:30 ～ 16:50 成全聚會，17:00 ～ 17:50 專項成全。

    地點：裕忠路會所及新營區會所。

場地／項目 真理班 生命班 事奉班 兒童 青少年 大專 青職
裕忠路會所 大會場 中會場 B201 中會場 A201 B201 大會場

　南台南聚會場地及事務服事 總管：蔡雨蒼弟兄（0911-637-069），林暉智弟兄（0953-810-336）

 電器：四大組，交管：十、十六大區，兒童：四、六大區。
　北台南事務服事         

整潔 會前電器、場地佈置 會後一樓厠所 會後一樓會場、會客室 會後二樓餐廳、厠所
大區 十四大區 十一大區 十二大區 十三大區

兒童服事 15：20 ～ 16：00 16：00 ～ 16：40 16：40 ～ 17：20 17：20 ～ 17：50
大區 十一大區（操練靈） 十四大區（故事） 十三大區（美勞） 十二大區（遊戲）

  －報告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