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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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篇　新耶路撒冷—藉着回歸召會正統之得勝者
所達到神經綸中心異象與神聖啓示高峯的終極完成

前言
　在看過七個召會所豫表的召會歷史後，我們認

識主對得勝者的需要，在召會墮落及恢復的歷程

中，主一直呼召得勝者。藉着基督加強時期的職

事，祂終能得着一班得勝者，回歸召會的正統。

最終，得勝者完成神的經綸，建造基督的身體，

達到新耶路撒冷—神經綸中心異象與神聖啓示高

峯的終極完成。
真理要點

　我們需要看見神經綸的中心異象，乃是經歷基

督作生命，爲着產生並建造召會作基督的身體。

主今日之恢復裏中心事物的異象，就是保羅完成

職事的異象。聖經管治的異象乃是：三一神將祂

自己作到祂所揀選並救贖的人裏面，好用神聖的

三一充滿他們全人，爲着產生並建造召會作基督

的身體，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

　我們也需要看見神聖啓示的高峯就是神成爲

人，爲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

成爲神，以產生並建造基督生機的身體，爲着完

成神的經綸，好結束這世代，並把基督帶回來，

設立祂的國度。神的經綸就是神的目的，乃是要

把祂自己在祂神聖的三一裏，分賜到祂所揀選並

救贖的人裏面，作他們的生命和性情，使他們能

與祂一樣，好作祂團體的彰顯；神的經綸乃是神

成爲人，好使我們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成爲神，

使我們過神人的生活，並成爲基督的身體；神救

贖我們爲要使我們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爲神，使祂

能得着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作

神的擴大和彰顯，直到永遠；惟有藉着神成爲人，

使人成爲神，纔能產生並建造基督的身體；這就

是神所給我們神聖啓示的高峯。

　新耶路撒冷乃是神經綸中心異象與神聖啓示高

峯的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就是聖經的終極完

成，乃是神成爲人，並且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

不在神格上）成爲神；新耶路撒冷是團體的神人，

就是神的擴大、擴展和彰顯，也就是團體的神；

新耶路撒冷乃是真正並終極完成的書拉密女，就

是團體的書拉密女，包括所有蒙神揀選並救贖的

人；新耶路撒冷是宇宙的金燈臺，是聖經中燈臺

的終極完成。

　基督在祂加強時期的職事裏，作爲七倍加強的

靈，產生得勝者，他們回歸召會的正統，勝過召

會的墮落，建造基督的身體，並終極完成新耶路

撒冷：因着召會的墮落，基督這賜生命的靈已經

七倍加強成爲七靈—七倍加強賜生命的靈—以產

生得勝者；得勝者勝過眾召會的墮落，回歸召會

的正統，並勝過屬撒但的猶太教、屬鬼魔的天主

教以及死沉而沒有基督的更正教；得勝者勝過任

何敵對基督並頂替基督的事物；得勝者是爲着建

造基督的身體，以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

負擔應用

　一、	我們需要看見並持守神經綸的中心異象，

使我們照着神聖啓示的高峯過神人的生活。

　二、	我們需要花時間與主有親密交通，建立與

祂個人、情深、私下、屬靈的關係。

　三、	我們需要經歷基督加強時期職事，實行神

命定的路，建立福家架構，養成生養習慣，以建

造基督身體，完成神的經綸。（丁仁東弟兄） 

區負責弟兄成全訓練   時間改至 12/18（主日）19:30，地點 : 裕忠路會所 ，請準時赴會。
全召會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2017/01/03（二）19:30，地點 : 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
全召會集中主日聚會　  時間：2017/01/22（主日）9:30（9:00 進場），地點 : 南台科技大學三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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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穌的人性裏顧惜人（一）

　在本篇信息裏，我們不是要強調主顧惜我們，

乃是要強調我們顧惜別人。耶穌作人子顧惜人的

榜樣，必須重複在我們身上，使我們也能在祂的

人性裏顧惜別人。

壹　耶穌的人性乃是祂在復活中的人性

生命
　當我們出去接觸人的時候，我們必須是在復活

中過人性生活的人。主在約翰十一章二十五節告

訴馬大：『我是復活。』馬大向主抱怨，如果主

早來，她兄弟就不會死。但主啟示說，復活不是

時間的問題，乃是祂人位的問題；因為祂就是復

活。

　在四福音裏，特別是在對觀福音書 — 馬太、

馬可和路加福音裏，關於耶穌的主要的異象乃

是，祂所過的生活雖然是人性的生活，卻是在復

活中的人性生活。耶穌不是活天然生命的人。祂

一直將祂的人性擺在一邊。祂雖然是在人性裏，

但祂不活祂人性的生命。耶穌在地上時，祂每一

天都是在肉體裏，但那個肉體是在復活中。表面

看來，祂是拿撒勒人，是個天然的加利利人。祂

是在那樣的肉體裏。但祂的生活乃是在復活裏人

性的生活。

　當拿但業來見耶穌時，耶穌對他說了一些在復

活裏的事：『腓力還沒有招呼你，你在無花果樹

底下，我就看見你了。』（約一 48。）因着祂的

神性和祂神聖的能力，祂從遠處就看見拿但業在

無花果樹底下，但那神聖的能力乃是在祂的人性

裏。神性就是復活。復活乃是一個神聖的人位，

就是神。惟有神是復活，能抵擋死，勝過死，進

入死，經過死，並從死裏出來。

　創造亞當的那一位，來成了一個人，並在復活

中過人性的生活。祂否認祂天然的人性。祂絕不

從自己作任何事。（約五 19，30。）祂雖然在自

己裏面作每一件事，卻不是本於祂自己作事。我

們也不該在我們天然的生命裏作任何事，乃該在

基督復活的生命裏作事。耶穌在這地上雖然在肉

體裏生活行事，但祂棄絕這肉體。祂棄絕祂天然

的生命。

　耶穌十二歲的時候，祂父母帶祂去耶路撒冷過

逾越節。當他們從耶路撒冷回家時，他們找不到

祂，於是回去找祂。他們在聖殿裏找着祂，祂母

親對祂說，『孩子，為甚麼向我們這樣行？看哪，

你父親和我多麼傷心的在找你。』祂回答說，『你

們為甚麼找我？豈不知我必須以我父的事為念

麼？』（路二 48 ～ 49。）在祂的人性裏，祂是

祂父母的兒子，但在祂的神性裏，祂是父神的兒

子。這給我們看見，祂棄絕祂天然的生命。祂乃

是在祂的神性裏生活為一個小男孩。換句話說，

祂不憑那由馬利亞所生、祂天然的人而活；祂乃

是憑祂在復活裏的生命而活。祂不是在祂天然的

人性裏，乃是在祂復活中的人性裏顧惜別人，使

他們着迷並受祂吸引。

　有些人天生在他們天然的人性裏就是迷人、吸

引人、並令人愉快的。這樣一個人進到屋子裏，

氣氛就改變了。一個令人着迷的人是很熱情而不

冷漠的。這些人是在他們天然的人性裏令人着

迷，但卻是不真實的。事實上，他們是在表演，

像戲院裏的演員一樣。當你接近一個令人着迷的

人，你會發現他其實不是那麼迷人。他天生就帶

着一副面具。當面具拿開，他就不一樣了。在我

們天然的人性裏顧惜人，是不真的。這就是為甚

麼我們必須在耶穌的人性裏顧惜人。主的迷人和

顧惜人不是天然的，乃是憑祂在人性裏復活的生

命。

貳　信徒在神新造中之新人的人性，也是

在復活中

　信徒在神新造中之新人的人性，也是在復活

中。（弗四 23 ～ 24。）在新造裏，我們與耶穌

完全一樣。我們再生、重生，不是憑亞當的生命，

乃是憑基督的生命。以弗所二章說，我們原是死

在過犯並罪之中，但神叫我們一同與基督活過

來，並叫我們與祂一同復活。（1，5 ～ 6。）釘

死的基督被點活而活過來，我們也一同與祂活過

來。在此之後，接着就是復活。我們一同與祂活

過來，然後我們與祂一同復活。重生先使我們活

過來，然後使我們從死人中復活。事實上，重生

本身就是復活。重生使我們成為神的新造。（林

後五 17。）這是在新約裏主要的著重點。（待續）

（活力排第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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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未記生命讀經導讀 (十一 )亞倫和他兒子們承接聖職

本週進度：利未記生命讀經第二十八至三十篇，利未記第八章。
經文事實
　前面我們已經看過關於獻祭的條例。從本週開始，我們進到利未記的第二個段落，乃是說到關於

事奉的條例。範圍是第八章到第十章。關於事奉的條例，主要有四個部分。第一，亞倫和他兒子們

承接聖職。第二，亞倫和他兒子們祭司事奉的引進。第三，祭司事奉的結果。第四，祭司的功課和

規條。本週我們先來看第一個部分，關於亞倫和他兒子們承接聖職。

　『承接聖職』（出二八41）一辭，原意為『充滿雙手。』藉着亞倫承接聖職，得着大祭司聖別的地位，

他虛空的雙手就得着充滿。（利八 25 ～ 28。）另外，『承接聖職』一辭有時譯為『任命。』因此，

承接聖職的意義是在我們這面，我們把自己奉獻給神。而在神那面，是祂任命我們。前七章記載了

這些祭之後，利未記接着描述祭司體系的承接聖職。這指明一至七章的那些祭，是為着祭司的接受

任命或承接聖職。

　現在我們來看關於亞倫和他兒子們承接聖職的細節。亞倫和他兒子們是在會幕門口承接聖職的。

（利八 3 ～ 4。）這表徵我們承接祭司的職任，不僅是在神面前，也是為着召會生活。摩西先把亞倫

和他的兒子帶來，先用水洗了他們，再給亞倫穿上大祭司的衣袍，給亞倫的兒子們穿上祭司的衣袍。

接着膏了祭壇、和洗濯盆並一切器皿和亞倫，使其成為聖別。這表徵基督與召會，以及十字架，並

那靈的洗滌，都與新約祭司的職任有關，為使祭司得以聖別。

　此外，為着承接祭司職任，需要獻作贖罪祭的公牛，獻作燔祭的公綿羊，以及所獻承接聖職之祭

的第二隻公綿羊。並且，承接聖職的祭司要住在會幕門口七天，使他們得蒙遮罪。祭司的承接聖職

要持續七天，每一天都重複同樣的事。藉着這樣的重複，亞倫和他兒子無疑對每件事都有深刻的印

象。今天我們是神的祭司，也需要記得我們承接聖職並受命為祭司時所作的一切事。我們特別要受

題醒：在我們裏面，我們都是罪人，甚至就是罪的肉體。亞倫和他兒子們承接聖職一事，不僅在豫

表上是嚴肅的，在我們今天的應用上也是嚴肅的。我們若曉得這事的嚴重性，也就曉得我們何等需

要主的憐憫和祂血的潔淨。我們會求主憐憫我們，也會藏在祂血的遮蓋之下。（摘自利未記生命讀經，

第二十八至三十篇。）

獻上燔祭，享受基督作燔祭的實際絕對為神而活

　利未記六章十二節說到祭司把燔祭擺列在祭壇上，並在其上燒平安祭牲的脂油。平安祭含示與

三一神甘美的交通與享受，需要燒燔祭作為根基。生命讀經二十三篇啟示對主真正的享受乃是基於

我們把自己獻給神作燔祭，我們若是對神認真，願意絕對為着主，也在實際上為着祂，有這樣的根基，

不論自己是否感覺享受主，實際上我們就是在享受主。若是每天過着鬆懈的生活，卻覺得自己在享

受主，就是自欺，因為這種享受沒有根基。

　這真是教我儆醒，絕對為着神，乃是向着主活，而非向着肉體活，這使我想到以色列人從加低斯

到何珥山，想靠着以東人（象徵我們的肉體）得幫助，但是將自己擺在天然的心思與肉體裏，即使

有天降下的嗎哪（例如平日召會生活的各種操練），也無法真正享受主。唯有在靈裏，把自己的所是、

所有與所作完全讓出來給主，讓主作我們實際的根基，纔能使我們與主的交通向下扎根，不論在何

種環境，祂都是我們實際的享受。求主憐憫我，叫我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見，唯有基督作

我扎扎實實的享受。（203 區　黃詩涵姊妹） 

　　  　　 －生命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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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罪惡

詩歌：246 首       一　		罪惡的鎖鍊，曾使我難當，我如同囚奴，掙扎枉然；

　　　　　　　　　　		但我今得着奇妙的釋放，就是主耶穌打碎鎖鍊。

　　　　　　　（副）		榮耀的釋放！奇妙的釋放！主耶穌是我榮耀救主。

　　　　　　　　　　		我今已脫離罪惡的捆綁，從今到永遠不再痛苦。				

　　　　　　　　二　		脫離了肉體、邪情和私慾，脫離了嫉妒、忌恨、爭競，

　　　　　　　　　　		脫離了世界、虛榮並美譽，脫離了一切無謂人生。

　　　　　　　　三						脫離了金錢閃耀的吸力，脫離了剛硬、雄心、己意，

　　　　　　　　　　		脫離了律法字句的絆羈；希奇的釋放，哦，何希奇！

聖經經節
　約八 34 　耶穌回答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僕。

　賽一 18　	你們的罪雖像硃紅，必變白如雪；雖紅如丹顏，必白如羊毛。

壹　人生滿了罪惡
　人生有許多問題，除了虛空以外，尚有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罪』；罪是人生中最攪擾人的。

每個人在人生的過程中，都非常實際的感受到罪的攪擾。看看自己的光景，看看周遭的人，再看看

家庭和社會，幾乎到處都是罪惡。若是我們肯安靜下來，捫心自問，裏面的良心就會承認說，人生

滿了罪惡。

貳　罪惡敗壞人
　人裏面最殘害人生命的，沒有一件事大過『罪』。我們常說，疾病是很可怕的，許多人擔心各種

病菌，害怕它們殘害人的生命。殊不知，人裏頭有一件東西，比疾病更可怕，那就是人的罪。罪滿

了傳染性，能到處蔓延。請想想看，是疾病殘害人嚴重呢，還是罪惡厲害？多少有為的青年，在人

生的起頭，就被罪惡完全敗壞。多少優秀的青年才俊，受過高等教育，有聰明清晰的頭腦，卻因罪

的傳染，遭受罪的毒害，不僅賣掉自己的人格，甚至因着犯罪，扼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經由大眾媒體的報導，這些事件層出不窮的發生在我們的社會，相信許多人都能體會。成千上百

寶貴的青年靈魂，被罪惡殘害；許多美滿、可貴的家庭，受罪的侵襲，遭到破壞。夫婦之間因着罪

惡入侵，彼此失和，甜美的愛情變質。為人父母者，因着罪的傳染，甚至在兒女面前，顯出各種敗

壞的行為，以致父母敗壞的光景，全烙印在兒女裏面。僅有少數難得的家庭，作父母的以身作則，

給兒女們正確為人的榜樣。

　然而，罪惡不只敗壞個人，也破壞家庭，尤其損害社會並殘害國家。所以，要有一個安全清寧的

社會，有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我們不只要剷除各種病症，驅離各種病菌，尤其要對付各種的罪惡。

試想，那些犯罪作惡的人，對我們的社會國家，有多少的損傷及殘害呢？實在說，無論我們個人，

或是家庭，還是社會、國家，都受了罪惡的侵襲和殘害。

叁　罪惡轄制人
　不僅如此，罪惡還轄制我們，使我們作罪的奴僕。主耶穌說，『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僕。』（約

八 34。）奴僕是賣身為奴，把他自己賣給了主人，而失去自由的。犯罪的人就是這樣把自己賣給了

罪惡。請想想看，喜歡打麻將的妻子，撇下自己的丈夫，不顧自己的孩子，不理自己的家庭，一味

的打麻將；她們這樣的行為是不由自主的，表明她們作了麻將的奴僕。她們將寶貴的人生，連同寶

貴的丈夫、兒女、家庭，統統出賣給麻將。可見『罪』的確是個厲害又殘忍的主人，犯罪的人不知

不覺就作了罪的奴僕。在現今的世代，人們非常倡導自由；然而，沒有一個犯罪的人，有真正的自由。

作奴僕的人就是受轄制的人；所有犯罪的人，都是罪的奴僕。

肆　脫離罪惡，得着真自由
　真正的自由乃是脫離罪惡；真正自由的人就是不犯罪的人，是從罪裏得着釋放，也是超脫罪惡的人。

然而，有誰能這樣超脫罪惡呢？有誰是在罪惡之外，逍遙自由呢？有誰不受罪的轄制呢？罪惡不只

在人活着時轄制人，最終還要將人送到死亡裏。聖經說，『罪的工價乃是死。』（羅六 23。）犯罪

的必定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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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人從罪中經過，都會感覺罪的痛苦。當人感覺罪的痛苦時，沒有一個不想擺脫罪，但卻不

能自主；因為擺脫與否，不在人的手中。許多人嘗試擺脫罪惡，至終卻欲罷不能。罪是容易沾染的，

也是不容易除掉的。好比一個人吸了鴉片上癮，要戒除相當困難；一個人學會了壞習慣，要把壞習

慣除掉，也是相當困難。曾有一位信主得救的人，親自見證他從前犯罪欲罷不能的痛苦。他最喜歡

的就是跳舞，每每從日落一直跳到深夜兩、三點。每一次他跳舞完，都是腰痠背痛，回到家中，衣

服顧不得脫，倒頭就睡。他常常悔恨，何必如此，也常常立志不再跳舞。一夜過後，天明起來，他

能定規當天不再跳舞，不再找罪受；到了正午，依然定意不再跳舞。然而到了下午，說不再跳舞的

聲音就不太響亮。到了日落西山，當街上霓虹燈放明時，他口裏雖說不再跳舞，但裏頭卻『跳起舞』，

不知不覺走到舞廳的大門口，進去跳舞。這是人在罪中不能自主的可憐光景。

伍　神是眾善之源、為善之力
　我們都得承認神是眾善之源；神就是善，沒有神就沒有善。真正的良善就是神自己。這好比我們

在房子裏使用的燈，是由於發電廠來的電；沒有發電廠的電，就沒有照明的燈光。同樣的，神是良

善的源頭，魔鬼是眾惡之根。魔鬼在誰裏頭，誰裏面彰顯出來的就是罪惡；神在誰裏頭，誰裏面彰

顯出來的就滿了良善。

　此外，神更是為善之力；人作好、為善的能力，就是神自己。電風扇一直轉動，它轉動的能力是

因為裏面的電流。基督徒所以能愛人如己、公正無私、待人處事絲毫不苟、沒有暗昧不明，那不是

出於他自己所能為，乃是由於神在他裏面，作他為善的能力。甚麼時候，神進到人裏面推動人，人

不必立志，自自然然就是一個行善的人。

　中國人有德、智、體、羣等各種教育，但在中文的辭典裏，沒有『德力』這辭。我們有智力、體力，

卻沒有『德力』，就是道德的能力。風扇轉動需要靠着電力，人要有道德，要有良善，也必須有德

力。有些人有體力，舉重時，三百斤都能舉得起來；有些人有智慧，有智力，擅長計畫，精於謀略。

然而看看人的道德，再看看人的行為，我們只得承認，人在道德上是軟弱無力的。雖然人有體力，

有智力，卻沒有德力。人所以沒有德力，是因為人裏頭沒有神。

陸　與神接觸
　惟有神自己是我們脫罪的能力，能帶領我們脫離罪惡。你要勝過罪惡麼？立志沒有用，定意也是

虛空；只有一條路，就是簡單的接受這位神，讓祂進到你裏面。正如風扇所以能轉動，是因把開關

打開，讓電流接通了。照樣，要脫罪為善也很簡單，只要與神接觸，讓祂成為你的能力。當神觸着

你裏面，碰着你深處，你整個人就會翻轉過來。從前你是向下的，神這麼一碰觸後，你整個人就往

上了。從前你是犯罪作惡的，神一碰觸後，你定規是為善行好。神在人裏面這個運行的能力，同樣

由不得人自己。

　神是靈，（約四 24，）不是物質的，給人摸得着、看得見的。電學家告訴我們，沒有甚麼人『看見』

過電，卻有人觸摸過電。人只能看見電的現象，卻不能看見電的本身。許多時候，甚至你都觸着電了，

也沒有辦法看見電。神是靈，祂能觸着人的裏面；人看不見祂，祂這個靈卻碰着人的深處。人若是

向祂悔改，接受祂作救主，祂的靈就要進到人裏面觸着人。祂是光明、聖潔、良善，祂一觸着人裏

面，人裏面的黑暗就變作光明，污穢就變作聖潔，邪惡就變作良善。祂是眾善之源，也是為善之力；

祂一碰着人裏面，人的一生就翻轉過來，有一種能力向善、向上。

　得着這位神的路，就是向祂悔改認罪，相信並接受祂。只要你在這位主面前，悔改承認你的罪，

敞開你的心，從你心裏接受祂作你的救主，你裏面就和祂接觸了；祂就要救你脫離罪，即使是你在

神面前的罪案，祂也能為你除掉。因為祂已經在十字架上，流血贖了你的罪，現在祂要進到你裏面，

作你的生命和能力；並要叫罪的權勢，從你身上脫落，使你成為一個脫離罪的人。這樣，你就是一

個得着真自由、真滿足的人。

　雖然人的罪惡可能像硃紅，卻都能因祂變為雪白；（賽一 18；）凡接受祂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

成為神的兒女。（約一 12。）這位眾善之源、為善之力，要進到你裏面，使你的一生因此改變。（摘

自 基督是福音的負擔 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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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晨興聖言「感恩節特會－主今日行動的方向」第 1 週。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12/18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一課上半。

　　4. 書報追求 「職事文摘」第一卷第二期第 112 ～ 129 頁，「利未記生命讀經」第 28 ～ 30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2:4 ～ 6
弗 2:4 然而神富於憐憫，因祂愛我們的大愛，

弗 2:5         竟然在我們因過犯死了的時候，便叫我們一同與基督活過來，（你們得救是靠着恩

																		典，）

弗 2:6								祂又叫我們在基督耶穌裏一同復活，一同坐在諸天界裏，

Eph 2:4      But God, being rich in mercy, because of His great love with which He loved us, 
Eph 2:5      Even when we were dead in offenses, made us alive together with Christ (by grace you
                   have been saved) 
Eph 2:6     And raised us up together with Him and seated us together with Him in the heavenlies in 

Christ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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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 主日 ) 口代下 35:1-36:23 口羅 14:13-23  口羅 14:17
12/19( 週一 ) 口拉 1:1-11 口羅 15:1-13  口羅 15:13
12/20( 週二 ) 口拉 2:1-70 口羅 15:14-33  口羅 15:16
12/21( 週三 ) 口拉 3:1-4:24 口羅 16:1-5  口羅 16:4
12/22( 週四 ) 口拉 5:1-6:22 口羅 16:6-24  口羅 16:20
12/23( 週五 ) 口拉 7:1-28 口羅  16:25-27  口羅 16:25
12/24( 週六 ) 口拉 8:1-36 口林前 1:1-4  口林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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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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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9( 週一 )
12/20( 週二 )
12/21( 週三 )
12/22( 週四 )
12/23( 週五 )
12/24( 週六 )

2016年 11月份財務奉獻收支概況

　　   　　　－財務－

 科目／項目 經常費開支 全時間服事 福音工作 海外開展 其他代轉 本月總計
上月結存 1,097,918 -1,676,931 666,741 0 0 87,728 
本月收入 1,585,151 542,600 142,200 298,050 32,100 2,600,101 
本月支出 1,398,816 892,507 61,312 298,050 32,100 2,682,785 
本月結存 1,284,253 -2,026,838 747,629 0 0 5,044 

1. 本月個人奉獻包計 100 包。      
2. 海外開展奉獻累計 3,835,506 元，目標達成率 138.14%。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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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大區 12/25 主日上午 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三大區 12/25 主日上午 大學路會所 八大區 12/25 主日上午 仁安路會所

四大區 12/25 主日上午 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十一大區 12/25 主日上午 10:00 善化區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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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大區年終愛筵時間地點一覽表（主日上午時間為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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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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時間訓練學員於明年1/2~2/4至法國、德國福音開展行動，得着平安之子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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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竭力邀約福音朋友，久未謀面聖徒及新人參加。

  錄影訓練：聖徒時間得釋放報名參加，進入主今時代的說話及水流裏（以西結書結晶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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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前每大區至少再得一個青職果子，全召會青職得人目標150人，至12/14是1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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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俊齡、簡辰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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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郁瑄、邱勤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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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受浸人數：684 人。

日間追求班期末外出相調
  時間：12/22（四），地點：高雄、旗津。發車時間地點：7:30 麻豆交流道，8:00 裕忠路會所。

　大區　六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12/20（二）20:00，地點：中正南路會所。
																	九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12/20（二）20:00，地點：歸仁區會所。

				2017 全召會集中主日聚會
　時間：1/22（主日）9:00，地點：南台科技大學三連堂。敬請邀約新人、久未謀面聖徒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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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青少年寒假特會
日期：1/20~22，地點：加利利宣教中心（玉井區）。費用：2000元（12/20前報名優惠價 1900元）。

請匯款至中華郵政代號：700，戶名：張德慧，帳號：0031421-0300414，匯款完成請通知

蔡濱如 0953-75-7801，張德慧 0955-109-069，請於 12/27 前連結 QR-CODE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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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聚會
 長青服事者交通　  時間：12/27（二）9:30，地點：裕忠路會所長老室。

 長青聖徒集中聚會　時間：12/28（三）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會後備有愛筵。

 冬季結晶讀經訓練　請於 12/18（主日）前將報名表電子檔寄至 jcyeh2000@yahoo.com.tw	。
			2017 夏季訓練台南團
　日期：2017/6/26出發～ 7/11抵台（6/26北京過夜轉機，由舊金山入境美國，沿途訪問召會相調。

　7/3~8 夏季訓練，7/9 從洛杉磯出境，7/11 抵台。）費用：團費（含機票）約 55000~60000 元。

　欲報名者，先繳 3 萬元。青職若無法 26 日出發，也可 28 日出發。名額有限，30 人額滿為止（因

　此次台南沒有大專團），聯絡人：林右庸弟兄 0968-599-569。
壯年班訓練冬季畢業聚會　時間：12/23（五）9:30，地點：中部相調中心。 
 全召會以弗所書第一章背經會考
　	請各區於12/19（一）前回報執事室各區實際應考人數，得獎試卷需繳回執事室，以便核發書券。

 書報
    一、中文基本訂戶發書兩本 : 晨興聖言－主今日行動的方向，職事文摘第一卷第四期。

　二、冬季訓練中、英文 MP3，英文摘要，請向書報室訂購。

  －報告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