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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感恩節特會『主今日行動的方向』信息要點

第一篇　基督生機身體內在的建造 (一 ) 
受基督宇宙身體作神經綸之目標的異象所支配

前言
　2016 年美國感恩節特會的主題是：『主今日

行動的方向』。我們的神是活的，主是有行動的，

並且那靈是在作工的。故三一神是有行動的，這

行動就是要恢復新約裏所啟示神命定的路。恢復

新約福音祭司的職任；恢復家聚會，為着餧養初

信者；恢復對聖徒的成全，為着作新約職事的工

作；恢復申言，為着建造召會作基督的身體。主

今日的行動是有方向的。第一，是要建造基督生

機的身體。第二，豫備新婦，作新郎的配偶。第

三，帶進神的國，作神聖生命的擴展，為着神永

遠的行政，完成祂永遠的經綸。本篇信息專特說

到基督生機身體內在的建造－受基督宇宙身體作

神經綸之目標的異象所支配。

　　　　　　　真理要點

　一、今日行動的方向：建造基督生機的身體，

作經過過程並分賜之神在祂神聖三一裏的生機

體，使祂得着完滿的彰顯。這生機的身體乃是滿

了基督自己，並以祂自己這賜生命的靈所建造的；

這靈乃是基督身體的素質和實際。  

　二、身體內在的建造：基督的身體是三一神

與在基督裏之信徒的神聖構成。由父、子、靈與

人調和並建造在一起，成爲基督的身體。

　三、作神經綸的目標：基督的身體實現神的

心願，就是彰顯神，以及毀壞撒但。三一神在我

們裏面的工作，以及新約的職事乃是爲着產生並

建造基督的身體。而身體乃是召會內在的意義，

沒有身體，召會就毫無意義；今天召會一切的問

題，都是由於對基督身體的無知；最大的難處，

惟一的難處，就是不認識身體，不顧到身體，不

尊重身體。所以認識身體乃是主正確的恢復，主

渴望恢復基督的身體，以及基督身體的一，使基

督身體的實際顯於眾地方召會中 。  

　四、我們支配的定律：基督的身體是神兒女

生活與工作支配的定律。眾召會是身體在地方上

得彰顯，職事是身體在盡功用，工作是身體尋求

擴增。所以，召會、職事與工作，三者都源於身

體而存在，都在身體裏有其地位，並且都爲着身

體的益處効力。 

　五、恢復根據的真理：主的恢復是基於基督

只有一個身體這真理。一個身體就是神的一個召

會，在許多地方顯爲許多地方召會。在我們的考

量裏，基督的身體應當是第一，地方召會應當是

第二。基督的身體是神經綸的目標，而眾地方召

會是神用以達到祂經綸目標的手續。

　六、宇宙身體的觀點：我們需要作宇宙的基

督徒，有基督宇宙身體的宇宙觀。一個宇宙的基

督徒，乃是具有宇宙觀點的人，我們需要脫離微

小、狹窄的自己，而在一種狂喜裏，看見並摸着

基督宇宙的身體，就是宇宙、無限之基督的豐滿，

彰顯，我們需要被基督那宇宙般廣大之身體的異

象所震撼。
負擔應用

　一、為着基督生機身體內在的建造，我們必須

被那靈，就是作為基督身體的素質和實際所浸

透。我們可以向主禱告：『主阿，求你今天就浸

透我，一整天都求你為着身體浸透我。』 

　二、在主僕人的職事裏，藉着相調的實行，把

我們引進基督身體的實際裏，就是團體的神人

生活裏。我們必須在這條線上繼續這份新約的職

事，使這份職事能被眾召會、眾聖徒所接受並進

入，以產生並建造基督的身體。（許世昌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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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些人否認基督帶着祂的人性復活，但是這種

教訓是錯的。祂帶着復活的人性，成了復活的基

督。甚至在祂復活以前，當祂行走在這地上時，

祂就是在復活裏生活。凡祂所行的，都是在祂復

活的人性裏，而不是在祂天然的人性裏。我們在

使徒保羅身上就能看見這種生活。他說，『我已

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並且我如今在肉身裏所

活的生命，是我在…信裏…所活的。』（加二

20。）保羅說，他不再活着，但他又說，『我…

活。』現今活着的『我』，乃是在復活中的新

『我』。換句話說，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

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然而我仍然活着。如今我

所活的生命，不是天然的生命。我天然的生命已

經釘了十字架並復活了。如今我所活的生命，乃

是在復活中。

　重生就是復活，但我們活着，像一個重生、復

活的人麼？我們是活在復活裏，還是活在我們

天然的生命裏？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日常的生活

多半還留在天然的生命裏，不是在復活裏。在復

活裏的意思，乃是在基督裏；基督就是三一神的

具體化身，實化為終極完成的靈。神，神聖的

三一，父、子、靈，就是復活。

　神創造亞當，不是在復活裏，乃是在天然的範

圍裏。神把亞當擺在生命樹前，指明亞當需要另

一個生命。這生命就是基督。新約給我們看見，

基督是真生命樹。（約十五 1，十四 6，啟二 7。）

最終，在新約時代，許多亞當的子孫都分受了生

命樹。這就是神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復活的生

命。今天我們該活這復活中的生命。

　保羅在腓立比三章十節說，他渴望認識基督、

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

的死。我們要經歷基督作復活，就必須一直否認

我們的己。我們的己是有罪的己，但基督的己是

無罪的。祂的己雖然是無罪的，但祂仍然棄絕祂

的己。祂說，『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我從自

己說的，』又說，『你們所聽見的話不是我的，

乃是差我來之父的。』（約十四 10，24。）這給

我們看見，主耶穌乃是在復活裏憑另一個源頭生

活。這是很深，也很令人感動的。特別在過去這

幾年裏，幾乎每一天我都在很強的光之下。在這

光下，主在裏面查問我說，『這是出於你自己，

還是出於另一個人位？這是出於你天然的生命，

還是出於基督的生命？』這生命乃是那是復活的

三一神自己。

　我們接觸人的時候，不該戴上面具。這是假冒

為善。我們該是一班在自己裏釘了十字架，而在

基督裏復活的人。這樣，我們就像耶穌一樣的生

活。我們就會真正的迷人，而沒有任何的面具。

出於我們天然生命的任何一種謙卑，都是虛假、

醜陋的。那是戴着面具的表演。無論我們的驕傲

或謙卑，都該除掉。這樣，我們就不憑我們的己

活着；而是在我們的人性裏憑另一個生命，就是

憑那住在我們裏面的基督活着。祂是又活又真

的，因為祂就是復活。我們有這樣的一位活在我

們裏面。

　我們不該教導人要謙卑，因為這是行不通的。

教導人謙卑，就是教導人戴上面具。保羅的教導

是真實的。他的教導打破我們的面具。我們在性

格的教導上，曾經說到我們必須真、準、緊。但

這惟有對一個復活的人，纔是可能的。在人類歷

史中，只有一個拿撒勒人耶穌，是真、準、緊的

人。祂不是在表演，而是自然而然、真實的活着。

我們這些在活力排裏的人，必須是這樣的人。這

樣，我們纔能顧惜人。我們接觸人的時候，因着

我們生活在復活中，他們就會受感動。這樣，我

們的人性就不是原初的人性，而是釘死並復活的

人性。

　耶穌在釘死並復活以前，就是過一種在復活裏

的生活。在耶穌復活以前，祂就是在復活裏。祂

是一個在復活中過人性生活的人，祂不憑自己，

乃憑另一個源頭，就是祂的父而活。因此，祂能

說，祂說話時乃是父在祂裏面作事。（約十四

10。）祂與父乃是一。今天我們若過這樣的生活，

就是憑復活在人性中的生活，每一個人就會看

見，在我們身上有點不一樣的東西。我們會是甜

美、迷人、吸引人的，而沒有任何欺騙或假冒為

善。

　我們這些活力排的人要有活力，就必須是這樣

的人。我們去探訪人時，必須有主的同在。祂的

同在是一個迷人的因素，而祂的同在乃是來自十

字架加上復活。我們必須是一個在十字架上，也

在復活裏的人。然後我們就有三一神真實的與我

們同在，而那個同在就是復活。（待續）（活力

排第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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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未記生命讀經導讀 (十二 )

 亞倫和他兒子們祭司事奉的引進與結果

本週進度：利未記生命讀經第三十一至三十三篇，利未記第九章。
經文事實
　本週我們接着來看關於事奉條例的第二和第三個部分－亞倫和他兒子們祭司事奉的引進與祭司事

奉的結果。利未記九章一節裏的第八天，是指亞倫和他兒子們承接聖職那七天之後的次日。在那七

天，亞倫和他的兒子每天都要經過同樣的程序。在第八天，承接聖職的過程完成之後，他們有了新

的開始。因此，第八天含示新的開始，和舊的結束。我們是神的祭司，我們的祭司職任，祭司事奉，

必須完全在復活裏。

　首先，亞倫豫備他的贖罪祭和燔祭，為自己和百姓遮罪。亞倫要為他自己和百姓遮罪。說出他與

神之間有難處，他需要作些事來平息那光景，使他能與神有和平。然後，第十五至二十一節，說到

亞倫為百姓獻贖罪祭、燔祭、素祭和平安祭。這表徵基督為我們獻上祂自己，作我們的贖罪祭對付

我們的罪，作我們的燔祭滿足神，並作我們的素祭，成為神和我們的食物。許多基督徒把約翰三章

十六節領會得太普通。我們若沒有應用基督作供物，怎能接受基督這從神來的大禮物？我們若要享

受這包羅萬有的人位，就需要每天應用祂作我們的贖罪祭、燔祭、素祭、和平安祭。這樣，我們就

能在每一面，享受祂的同在作我們的祝福。

　因此，每天早晨，我們該取用基督作這些祭，禱告說：『主，為着這新的一天，我取用你作我的

贖罪祭、燔祭和素祭，使我可以憑你而活，與你同活，並在你裏面活着，甚至活你，好叫神得着滿

足。』在這應用中，基督乃是我們的贖罪祭、燔祭、並為着每日生活的素祭，結果就使我們進入平安，

這平安就是基督自己。這就是各種祭的意義，這些祭都指向活的基督，祂是我們每天所享受、所喫，

作我們日常食物的。

　其次，第二十二至二十四節，論到祭司職任的結果。摩西和亞倫進了會幕，又出來給百姓祝福，

耶和華的榮光就向眾民顯現，有火從神面前出來，燒盡了壇上的燔祭和脂油。神的顯現（神的同在）

與神榮耀的顯現（神的彰顯），（4 下，6 下，）乃是我們照着神的定規，與神一同享受基督作一切

供物，而有祭司事奉的結果。我們享受神的同在、神榮耀的顯現、和主的祝福之後，應當豫備好接

受烈火。這是屬靈的律，在神的祝福之後，緊隨着就有苦難的烈火。這火表徵神已經悅納我們在基

督裏並同着基督所獻給祂的。（摘自利未記生命讀經，第三十一至三十二篇。）

　　  　　 －生命讀經－

　目前已開始進入利未記生命讀經第二冊的追求，範圍是第二十一至四十三篇。下次統計截止日期

是 2017/2/4。請弟兄姊妹們，照着每週進度，一同進入生命讀經的豐富。以下名單為利未記生命讀經

第一冊讀完的聖徒，總共 99 位。( 社區 56 位，青職 42 位，大專 1 位。)

社區 56 位：陳姷庈、戴李美玉、陳玉蘭、王旭錦、王許慧貞、柯昇廷、蔡雅棼、張錦淩、張張祝、

李蕭雅方、陳致均、陳丁淑卿、劉蘇麗玉、鄭煥生、鄭杜惠娟、劉古文金、徐榮豐、徐陳清香、

楊幼秋、張劉樂嫻、楊萬生、楊榮蘊智、蔡雨蒼、蔡顏淑召、魏王貴枝、唐雅馨、顏俊智、歐文吉、

歐吳秀珠、洪何瑞芳、陳姜俐妘、張幼銘、蕭邱冠榕、詹吳佳娉、林芍佑、何龍子美、趙陳似錦、

陳江敦、陳齊慧芬、江寶珠、李民、李陳新惠、王華森、林李淑玲、邱俊傑、趙麗敏、翁淑容、

王健行、王呂慈娓、黃秀娟、朱玟蒓、李張金盒、王秀萍、陳瑩端、朱王秀蓮、徐百合。

青職 42位、大專 1位：王騰毅、王林美善、謝合一、連晉仁、陳怡鈴、陳佳虹、郭冠群、畢劉素瑜、

翁張蘊慈、於簡瑋妤、李思瑩、盧冠瑀、吳佳萱、李文芹、宋佳芸、陳恩加、吳書亞、羅鈞、羅

楊少妤、周秀春、陳振偉、許博舜、張士毓、蔡明秀、劉維仁、沈士慈、王秋薇、劉心潔、蘇宥青、

林麗君、羅雅柔、楊翊函、余明竑、彭雅筠、繆碩耘、黃吟伊、陳黃冠雯、沈貞瑜、黃建富、張育維、

葉姿均、陳江嘉美、吳佳芸。

利未記生命讀經第一冊完成追求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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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力活動的神　在歐洲無往不透繼續作工　

我所親愛、所想念在台南的弟兄姊妹們：

　詩篇四十五篇三～四節『大能者阿，願你腰間

佩刀，大有尊榮和威嚴。 為了真理、溫柔、公義，

願你在威嚴中坐車前往，無不得勝；願你的右手

施行可畏的事。』 

　時間勿勿，又過了兩個月，家書耽延至今，請

在主裏見諒。這段時間，在歐洲有許多大的行動，

一再珍賞祂是奮力活動的神，祂從不失敗的引我

們走在生命與一的道路上。

　今年九月華語特會時，陪伴台灣聖徒訪問德國

眾召會後，在主主宰的安排調度下，意外地走訪

了在史特拉斯堡的聖徒們，甚至參加他們的主日

聚會（尚未有擘餅），甚得鼓勵。不知不覺史特

拉斯堡已有了十幾位的聖徒，其中有三個很穩固

的家，加上幾位單身青職及學生，因此金燈臺的

建立，指日可待。

　十月份至今，巴黎在主身體的祝福中，亦漸成

長，四處禱告聚會皆均衡發展，穩定成長。並且

每次禱告聚會前或後，共同追求『教會禱告的職

事』一書，使我們的禱告漸漸拔高。主日聚會到

會人數亦漸增至一百一十人，如今已開始禱告交

通，盼產生出第三個區聚會。同時為着聖徒在真

理上被造就，並在神聖生命上受培植，我們正積

極尋求主，盼明年開始能有系列性的真理特會，

好讓召會的聚會更拔高。

　十月下旬，在荷蘭巴洛有半年一度全歐洲弟兄

訓練與全歐特會。這一個行動乃是全歐洲主恢復

往前的指標。弟兄訓練之內容，乃已過在澳洲之

國際長老暨負責弟兄訓練內容之錄影－回歸召會

的正統。這些信息對有些弟兄已是第二次進入，

卻仍深受感動、光照，而與會的人數從去年的

一百六十人增加到兩百人，弟兄們中間同心合意

的，檢討並展望來年，光景令人感動。緊接着特

會，主題是為着三一神團體的彰顯而成為基督的

複製。話語簡明，並滿了生命供應。而此次特會

之與會人數亦從去年的六百五十人增至八百人。

而且根據較完整的統計，今年全歐洲召會生活人

數為四千五百人為去年的 1.5 倍，而召會數亦增

至八十六處，外加一百多處，已有小型聚會。這

些光景都說出主藉着時代職事的供應，以及神命

定之路的實行而帶進了祂的祝福。

　十一月份感恩節特會回來後，隨即走訪波爾多

召會，當地聖徒告訴我，我們已有四年未來此訪

問，對此深感虧欠。此行看見在波爾多召會的光

景與四年前大大不同，第一，主已經興起了七、

八個家一同配搭；第二，主賜下生產之福，召會

生產十多位嬰幼兒；第三，召會聚會漸漸以法語

為主，盼能成為主的恢復在法語世界的見證；第

四，波爾多召會開始接受負擔扶持新一處召會的

建立。訪問其間，我們亦利用週六南下訪問在土

魯斯的聖徒們。土魯斯是法國大城，是飛機製造

公司空中巴士的總部，又是法國西南部大學生匯

聚之點，多年來沒有種子。但近兩三年，主興起

並引進四個家庭，並週週有小型聚會，為着基督

持續的擴增。

　近日，主恢復中眾同工們經過透徹禱告並交

通，深覺主在德國有其迫切的行動。因此，在身

體的交通中，弟於明年元月份，將多留歐洲三

週，主要是配合主在德國的行動，為此將延後於

元月二十一日晨回到台灣，隨即南下與你們同聚

（弟雖盼早早與你們見面相交通，但為着主的行

動，仍需要獻上自己）。在台時日雖縮短，仍盼

彼此有更深的相調與建造。專此順頌 

主與你們的靈同在！

　　　　　　　　

                                 基督的家奴

　　　　　　　　你們的同夥　　
陳洵於巴黎

主僕李弟兄說到，應如何在歐洲擴展
主的恢復，『我們去歐洲不該藉着工作，也
不該藉着運動，乃該藉着移民。有些人移民
到那裏活主，並全時間事奉主；有些人移民
到那裏就業或作生意，並事奉主；有些人移
民到那裏讀書，並事奉主。盼望我們眾人都
從主接受負擔，並從主得着清楚的指引。』
　惟獨認識神的子民，必剛強行事。懇請眾
聖徒為主在歐洲的行動，特別是德國的開展
繼續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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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聖誕節正確的認識

抓住機會成為職事的推廣者－全時間訓練學員書報推廣交通

　今天我們所出版的書刊極其豐富，並且滿了真理和啟示。…五十多年前，有一次倪弟兄對我說，

『常受弟兄，主所給我們的這些真理，不只是為着我們華語信徒，我相信是為着全世界的。』…在

這個時代，主所要恢復的就是真理。今天全地都在鬧饑荒，甚至美國這個大基督教國家，也是遍地

饑荒。這如同約瑟在埃及時的光景，只有埃及有糧，其他地方都是饑荒。在當時，你若要得着糧食，

就得到埃及買糧。今天…我們中間的書刊，全數滿了真理；這不是誇口，乃是證明主的確祝福了我們。

（摘自忠信殷勤的傳揚真理，第三篇）

　因此，我們應該接受負擔，盡力將書報推廣到所有神的子民中間。為此，全時間訓練學員將於

1/9~15，在台南有一週書報推廣的行程。請聖徒提供慕道友或其它團體的聖徒，好使學員拜訪並推

廣書報。請寄簡訊或與學員聯絡人聯絡，以便安排時間書報推廣。聯絡人：闕立凱弟兄 0932-047-
582；凌恩立弟兄 0911-878-938。

　   　　－書報－

　十二月下旬了，全世界的人們又要慶賀聖誕。走在街上，處處可見聖誕快樂（Merry Christmas）的

文字或圖案。聖誕節前夕被稱為『平安夜』，是普世狂歡的日子。這一夜因着人們的放縱與狂歡，

犯罪事件與意外的悲劇遠高於其他日子。如此一來，聖誕如何叫人快樂得起來呢？ 我們要從聖誕的

起源、時間，意義和對人類的關係作一初步探討。

 耶穌降生的時間爭議
 

　聖誕節（Christmas）本意是為記念、慶祝主耶穌的誕生。大多以十二月二十五日為誕生日，十二

月二十四日則為平安夜（Christmas Eve）。這節期在第四世紀以前並沒有，可見初期的教會並不過這

樣的節期。而且初起之後，有許多不同的日期，有一月二日、四月十八日、四月十九日、五月二十

日和今天全球一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查考聖經，在路加第二章，我們知道主耶穌降生的那日，天

使向伯利恆城外牧羊人顯現，宣佈這大好的信息，他們就進到城內證實了這事。但是巴勒斯坦地從

十一月到隔年三月是隆冬之日，沒有人把羊牧放在外，乃是放在羊圈內過冬。由此可見，主耶穌不

可能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降生，這是確定的。 
　但十二月二十五日何以被定為基督誕生日呢？因為這是羅馬帝國慶祝太陽神的生日。此日為冬至，

一年晝長夜短的開始，象徵光明戰勝黑暗。羅馬帝國接受基督教作國教後，將此日轉為慶祝基督的

誕生，並引舊約瑪拉基四章二節基督是『公義的日頭』為證。然而這不是聖經的教訓，也不是屬於

基督徒的節期，而是其他信仰與傳統的習俗。因此，像加爾文、諾克斯、英美許多清教徒以及一些

尊崇聖經的基督徒，都不守此節。至於聖誕節、聖誕老人、聖誕樹等更是荒誕，不是出於其他宗教

的信仰，就是出於人的想法，都不是聖經所記載或啟示的。 

　　耶穌的降生帶給萬民救恩

　在聖經路加福音第二章，記載了主耶穌的降生。當時有天使說：『看哪，我報給你們大喜的好信息，

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聖經裏找不到一處經文要

人慶祝所謂的聖誕節或記念祂的誕生，卻是要人將主耶穌來臨的信息傳揚出去。因為這信息是關乎

萬民，是給全人類的大喜信息。所以重點不該是過聖誕節，而該是傳揚耶穌的降生所帶給萬民救恩。

當敬虔的西面在聖殿裏第一次看見嬰孩耶穌時，他就說：『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就是你在

萬民面前所豫備的，是啟示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這段話清楚說出主耶穌來到世上，

是豫備給萬民的救恩。使徒保羅也曾說，『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值得

完全接受的。』表示耶穌的降生，確確定定的目的就是為着拯救人，成為世人的救恩。（摘自水深

之處福音網）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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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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週。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12/25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一課下半。

　　4. 書報追求 「職事文摘」第一卷第二期第 130 ～ 145 頁，「利未記生命讀經」第 31 ～ 33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2:7 ～ 9
弗 2:7 好在要來的諸世代中，顯示祂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恩慈中恩典超越的豐富。 

弗 2:8         你們得救是靠着恩典，藉着信；這並不是出於你們，乃是神的恩賜； 

弗 2:9         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誇口。 

Eph 2:7     That He might display in the ages to come the surpassing riches of His grace in kindness 
toward us in Christ Jesus. 

Eph 2:8      For by grace you have been saved through faith, and this not of yourselves; it is the gift of 
God; 

Eph 2:9      Not of works that no one should bo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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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5( 主日 ) 口拉 9:1-10:44 口林前 1:5-9  口林前 1:9
12/26( 週一 ) 口尼 1:1-11 口林前 1:10-17  口林前 1:10
12/27( 週二 ) 口尼 2:1-3:32 口林前 1:18-31  口林前 1:30
12/28( 週三 ) 口尼 4:1-5:19 口林前 2:1-5  口林前 2:2
12/29( 週四 ) 口尼 6:1-19 口林前 2:6-10  口林前 2:10
12/30( 週五 ) 口尼 7:1-73 口林前  2:11-16  口林前 2:12
12/31( 週六 ) 口尼 8:1-18 口林前 3:1-9  口林前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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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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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6( 週一 )
12/27( 週二 )
12/28( 週三 )
12/29( 週四 )
12/30( 週五 )
12/31( 週六 )

A 卷（默寫全文）：書卷 100 元
張穆曼英、高新綸、袁蔡瑞碧、戴李美玉、王宇盈、張沈淑春、沈淑敏、於簡瑋妤、李思潔、徐李翠瑩、

劉張東平、石峯銘、楊容慎、陳仙指、吳念宇、董博文、許高敏慧、林陳麗美、臧台安、張廖頌美、

林梨雪、鄭杜惠娟、張蔡明秀、粱馬利亞、周至偉、李宏銘、許真珠、黃陳秋英、王汝華、林周素鑾、

王邱麗華（共 31 位）

B 卷（填充題）：書券 50 元
黃寬興、黃樓菁文、陳昱汝、王朱春美、汪吳彩月、郭許美桃、江燕淑、陳妍蓁、張劉麗真、沈美珍、

周柏銘、李光恩、李黃蘭君、古陳琬玲、郭周素鳳、陳志峯、王何怡靜、溫淑貞、溫陳惠婉、李陳秀美、

黃怡凱、林春美、繆江鳳、黃巨城、蘇萬礪、羅雅柔、蕭黃慧真、林右庸、陳以潔、辛蒂（共 30 位）

兒童背經：書券 50 元
吳雲熹、吳雲愛、陳奕光、陳奕穎（共 4 位）

註：總應考人數 686 位，A 卷 90 分以上 57 位（書券 50 元），B 卷 90 分以上 138 位（書券 30 元），

兒童背經 5~15 節共 22 位（5 節書券 10 元，10 節書券 20 元，15 節書券 30 元）。

以弗所書主題及第一章背經會考滿分獎勵名單
( 按小區順序列名，獎勵書券及得獎試卷隨週訊發至各區 )

　 －背經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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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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訓練：從世界各地至美國安那翰參加冬季訓練的聖徒，能竭力進入主當今的說話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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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是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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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琦恩、駱宗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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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受浸人數：690人。

    2017 全召會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1/3（二）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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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匯款至中華郵政代號：

700，戶名：張德慧，帳號：0031421-0300414，匯款後請通知蔡濱如姊妹 0953-75-7801，

張德慧姊妹 0955-109-069，請於 12/27 前連結 QR-CODE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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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時間訓練學員書報推廣交通
請聖徒提供慕道友或其它團體的聖徒，好使學員拜訪並推廣書報。請寄簡訊或與學員聯絡人聯

絡，以便安排時間書報推廣。聯絡人：闕立凱弟兄 0932-047-582；凌恩立弟兄 0911-878-938。

   2017 夏季訓練台南團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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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加洲訪問

　　　召會相調旅遊。7/3~8 夏季訓練，7/9 從洛杉磯出境，7/11 抵台。）

    二、費用：團費（含機票）約 50000~55000 元（不含美簽及臺胞證費用，機票費越晚訂可能越貴，

　　   每個人該繳團費也會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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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台南沒有大專團），聯絡人：林右庸弟兄 0968-599-569。

 書報　冬季訓練中、英文 MP3，英文摘要，請向書報室訂購。

服事項目 電器 場地佈置 招待 交管 兒童 整潔
大區 一大組 四 三、九 五、七 一 八、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