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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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基督生機身體內在的建造(二 )在以弗所書中基督身體的啟示與建造

前言
　這次再來說到這個李弟兄三十年前就已說過的
題目－主今日行動的方向，就如同申命記一般，

目的不只在這裏重申主的話，和一些歷史，更是

要豫備下一代，好進入美地，帶進國度。要知道

甚麼是主今日的行動的方向，我們就要先知道甚

麼是神的行動。行動，指的是神命定之路裏四項

寶貴的內容。我們眾人在全球都在竭力實行這些

點。在這個行動與方向之間有一個生機的聯繫，

就是基督的身體。正當我們開始竭力地實行神命

定的路的時候，在主的恢復裏，我們中間一切的

服事、一切的奉獻，都應該有正確的方向，而這

個正確的方向就是身體，就是新婦與國度。而這

一切都是取決於身體，身體必須是首要的點。

　第一篇信息，說到我們必須受基督宇宙身體之

異象所支配，這身體乃是神經綸的目標。本篇信

息我們要專特來看在以弗所書中基督身體的啟示

與建造。
　　　　　　　真理要點

　以弗所書的每一章都從特別的觀點，揭示基督
的身體這三一神生機體的奧祕；我們必須禱告，

好得着智慧和啓示的靈，使我們看見基督的身體

是聖經中拔尖的啓示。在聖經的千言萬語中，身

體纔是拔尖的點，身體對我們該是突出的，聖經

裏最重大的辭就是身體。而聖經裏最被人遺漏、

最被人忽畧、最被人失去的點就是：召會是基督

的身體。

　以弗所一章啓示，基督的身體乃是經過過程的

神聖三一之分賜與超越基督之輸供的結果。神聖

三一的分賜，產生了神許多的兒子，信徒在變化

中作神的基業，那靈作印作質以擔保神作信徒的

基業。而超越的基督在祂復起並升高裏的輸供，

產生祂的身體作祂的彰顯，使信徒達到終極的成

就。

　以弗所二章啓示，基督的身體是一個新人，乃

是三一神的傑作、詩章，以彰顯神無窮的智慧和

神聖的設計。在一個新人裏只有一個人位－包羅

萬有的基督；這一個新人只有一口，同心合意說

一樣的話。

　以弗所三章啓示，基督的身體成了三一神的豐

滿，是藉着我們在神的經綸裏，得了基督追測不

盡之豐富的供應，並藉着基督安家在我們心裏。

我們需要每天禱告，使我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

裏，使神將祂自己在基督裏建造到我們心裏，使

祂成爲我們內在的構成，作神與人相互的住處。

　以弗所四章啓示，基督的身體乃是經過過程的

三一神與重生信徒的調和，並且這一個身體是由

一個職事建造起來的。這一個職事成全我們，使

我們在凡事上長到元首基督裏面，並且有本於元

首的功用，以供應身體，使身體在愛裏把自己建

造起來。

　以弗所五章啓示，基督的身體由光的兒女所組

成，作基督的新婦，使基督得滿足。我們是光的

兒女，在愛和光中行事爲人，就被賜生命的靈聖

化，並被話中之水的洗滌所潔淨，得以豫備好成

爲基督榮耀的新婦。

　以弗所六章啓示，基督的身體是三一神團體的

戰士，爲着擊敗神的仇敵。我們要在主（子神）

裏得着加力，穿戴父神全副的軍裝，並取用那靈

的劍，從事屬靈的爭戰；這就是我們甚至在屬靈

的爭戰中，也經歷並享受三一神。

負擔應用
　一、忠信的實行神命定之路的四項內容，以產

生並建造基督的身體；並在身體的異象裏，為全

地，特別是主在歐洲德國的行動禱告。

　二、我們需要天天禱告，求神賜給我們智慧和

啟示的靈，能以看見基督身體的異象，並使我們

得以被加強到裏面的人裏，時時經歷神聖三一的

分賜，和基督屬天、屬靈的輸供，叫基督的身體

得以實際的被建造起來。

　三、把自己交出來，受職事的成全，在生命裏

長大，成為盡功用的肢體，好將基督的身體在愛

裏建造起來。（林右庸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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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召會集中主日聚會　  時間：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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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們如何纔能有活力？我們可能說，我們必須

有彀多的禱告。這是對的，然而我們必須看見，

真實的禱告乃是一個在復活中釘十字架的人所禱

告的。我們若不是一個在復活中釘十字架的人，

就無法有彀多的禱告。真正的禱告，意思乃是釘

十字架加上復活。對我們基督徒而言，釘十字架

加上復活乃是一切。我們若是這樣的人，三一神

就立即與我們同在；無論我們往那裏去，祂的同

在也都會隨着我們。我們有了神聖的同在，雖然

人無法解釋或指明這事，但他們會感覺我們是不

一樣的，他們也會受吸引而歸向主。

　惟有藉着被釘死並復活，我們纔能經歷這事。

保羅在腓立比三章十節強調這事。我們要認識基

督，就必須認識祂復活的大能，以模成祂的死。

祂的死應當是一個模子，使我們被模成其形狀。

藉着這樣經歷基督，復活就會成為我們的分，我

們就會有祂的同在。這個同在，乃是我們因着被

釘死並模成基督的死，所經歷之復活的三一神。

參　接觸人首要的路
　活力排裏的人去接觸人，首要的路乃是要顧惜

人。因為我們憑天然的生命活着，所以我們的探

訪是沒有果效的。

肆　顧惜人
　顧惜人就是使人快樂，安慰人，叫人覺得你令

他們愉快，在每件事上並在每一方面都叫人容易

接觸你。我們接觸人必須非常的真實。惟有藉着

十字架加上復活，纔能產生真實。惟有被十字架

除掉而復活的人，纔在凡事上是真實的。

伍　不是憑我們天然的人，乃是憑我們重
生的人
　我們顧惜人，應當不是憑我們天然的人，乃是

憑我們那已經模成基督之死的重生之人。在我們

裏面有兩個人。以弗所四章二十二至二十四節啟

示，我們要藉着在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而脫去

舊人，穿上新人。調和的靈帶着神性，必須進入、

接收、佔有、並充滿我們的心思；然後我們的心

思就成了更新的心思。羅馬十二章二節說，我

們要藉着心思的更新而變化。這更新就是脫去舊

人，並穿上新人。我們必須是新人，不是憑我們

天然的人而活，乃是憑我們重生的人，與神自己

同活。

陸　耶穌在祂人性裏顧惜人的模型
　一　在馬太福音裏

　　1　藉着如同大光照亮人，而顧惜他們
　基督在祂的人性裏作諸天之國的王，藉着如同

大光照亮人，並藉着傳諸天之國為福音，吩咐人

要悔改，而來顧惜他們。（太四 12。）我們該是

這樣照亮的光，而在耶穌的人性裏顧惜人。

　    2　藉着祝福尋求國度的人，而顧惜他們
　基督這位諸天之國的人君王，用九重的福祝福

尋求國度的人，藉此顧惜他們。（五 1。）基督

的口滿了祝福，沒有咒詛。我們去探訪人時，我

們的口必須滿了神聖的祝福。我們這樣祝福人，

就是我們對他們的顧惜。

  　  3　對群眾動了慈心
　當門徒要祂解散群眾，好叫他們為自己買食物

時，祂對群眾動了慈心，叫門徒將他們所有的給

人喫，好叫祂能用五個餅兩條魚餧養五千人，並

有十二籃的剩餘。（十四 14。）門徒就像我們一

樣。到了黃昏，他們要群眾去為自己買食物，但

主對他們動了慈心，要顧惜他們，結果使他們得

了餧養。

  　  4　再次對群眾動了慈心
　主在十五章三十二至三十八節又作了同樣的

事。這一次祂顧惜餧養了四千人。

 　   5　藉着給孩子們按手，而顧惜那些父母
　當祂的門徒拒絕人把他們的孩子帶到祂那裏，

祂打斷門徒的禁止，要他們把孩子帶到祂那裏，

祂就給孩子們按手，而顧惜了那些父母。（十九

13。）門徒的禁止，必定冒犯了那些父母。我們

經常禁止人，而不是顧惜人。主阻止了門徒的禁

止。

　二　在路加福音裏
　　1　用祂口中所出的恩言顧惜人
　基督這位人救主來到拿撒勒的一個會堂，讀了

以賽亞書的一段，那裏說，『主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祂膏了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

去宣揚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復明，叫那受壓

制的得自由，宣揚主悅納人的禧年，』好用祂口

中所出的恩言顧惜人。（路四 16。）如果我們是

主，我們可能會向人宣讀出埃及二十章的律法，

而不是宣讀以賽亞六十一章所說恩典的禧年。向

人宣讀律法，必定會定罪他們。然而，主乃是宣

讀以賽亞書中的一段，好用祂口中所出的恩言顧

惜他們。（待續）（活力排第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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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未記生命讀經導讀 (十三 )祭司事奉的功課和規條

本週進度：利未記生命讀經第三十四至三十六篇，利未記第十章。

經文事實
　本週我們來到關於事奉條例的第四個部分－祭司事奉的功課和規條。在利未記十章一至十一節，

可以看到祭司事奉的功課，就是拿答和亞比戶的事例。拿答和亞比戶為神作事，卻是用天然的方法。

因此，神藉着燒滅這兩位祭司，審判這樣的獻凡火。（2。）這是很強的警告，給我們看見，我們接

觸神聖的事物時，需要將十字架應用於我們天然的生命。否則，我們若輕率的摸神的聖別事物，會

帶進屬靈的死亡，甚至也許導致肉身的死亡，作為從聖別之神來的審判。而他們獻上凡火給神的原

因，很可能是他們喝醉了淡酒或濃酒。九～十一節的囑咐，表徵事奉神的人進到召會生活中，不該

飲於任何屬於世界享受、肉體興趣、或天然興奮的東西，叫他們不至遭受屬靈的死亡，卻能分辨聖

別和凡俗，不潔與潔淨，並且能將神所定規的教導神的子民。

　接着，在利未記十章十二至二十節，我們要來看祭司的規條。照我們的想法，亞倫和他兒子受了

十章一至十一節的改正之後，隨即需要贖罪祭。但摩西卻告訴他們把素祭拿來喫。在人需要的時候

給他們東西喫，乃是向他們顯示憐憫。在這死亡的審判之後，摩西不是說，『亞倫，你犯錯了，現

在你該向神獻贖罪祭。』相反的，摩西並沒有告訴亞倫和他的兒子要獻贖罪祭或燔祭，反倒告訴他

們要喫剩下的素祭。這指明審判和改正的神一直是有憐憫的。

　並且，在十六至十七節題到『摩西急切的在找贖罪祭山羊，發現已經給燒掉了！就向亞倫剩下的

兒子以利亞撒和以他瑪發怒，說，你們為甚麼沒有在聖所喫贖罪祭？』這贖罪祭的血既沒有帶到聖

所裏面，他們就該照摩西所吩咐的，把這祭喫了。（利十 18。）摩西因此責備他們沒有這麼作。但

亞倫卻對摩西說，『他們今天已經獻了他們的贖罪祭和燔祭，又有這樣的事臨到我，今天我若喫了

贖罪祭，豈能在耶和華眼中看為美？』（利十 19。）一面，亞倫和他的兒子們對神那死的審判感到

輭弱；另一面，亞倫正確的考慮到，他和他的兒子們都憂傷而不快樂，在這種情形下喫贖罪祭，不

會討主的喜悅。亞倫告訴摩西，因着他們憂傷，不適合喫贖罪祭。『摩西聽了，就以為美。』（利

十 20。）亞倫的反應令摩西喜悅，摩西代表神，因此神也必喜悅。

　這幾節給我們看見，我們不該匆促的遵守神的規條。亞倫和他的兒子們沒有匆促的遵守神的規條，

反而考慮到他們的情形和光景。亞倫和他兒子們所作的，似乎是違背神的規條，實際上卻是在智慧

裏作的。(摘自利未記生命讀經，第三十三至三十四篇。)

　　  　　 －生命讀經－

　生命讀經分享－祭司的規條

　燒滅拿答和亞比戶那聖別的火，是為了審判。這審判不是施行在不信者身上，乃是施行在神子民

的身上。按照林前十一章二十七至三十二節，這種審判乃是管教性的懲罰，是憐憫的改正，而不是

使人沉淪的審判。神對亞倫兩個兒子的審判，並沒有終止神對祂百姓的憐憫。就如利未記十章十二

節所指明的，這裏神的憐憫乃是隨着祂的管教和改正。

　按照利未記二章，素祭中上好的分，連同乳香，是獻給神的火祭。剩下的素祭是給祭司的。基督

作素祭，首先給神滿足，然後再給我們享受並滿足。素祭乃是至聖的，要在聖處喫，就是在神所在

的地方喫。這就是說，素祭要在神的面前喫。這祭必須在十字架（祭壇）的旁邊喫。並且，素祭還

必須無罪（不帶酵）的喫，作那在神聖別的火中，蒙神悅納的祭。

　很寶貝生命讀經的開啟，在這死亡的審判之後，摩西不是說，『亞倫，你犯錯了，現在你該向神

獻贖罪祭。』相反的，摩西並沒有告訴亞倫和他的兒子要獻贖罪祭或燔祭，反倒告訴他們要喫剩下

的素祭。這指明審判和改正的神一直是有憐憫的。就像以色列人的歷史，在神的審判就是管教的懲

罰後，總是有神的憐憫隨着。我們要在神的同在裏喫素祭，我們藉着十字架纔有地位享受基督的一

切。（102 區　王林美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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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揀選那一邊－生命還是死亡

詩歌：補 856 首
　　　　一　前困深牢中，全然無望；試圖要相信，仍舊徬徨。

　　　　　　耶穌一顯現，天光照明亮；大愛澆灌我心，神今住我心房！

 　　　　　　( 副 ) 耶穌流寶血，成就平息；不再有定罪，因信稱義。

　　　　　   我今歸與神，因救贖永定；藉着耶穌基督，對神有了和平！

　　　　二　生在亞當裏，奔向死亡；身心全受創，病入膏肓。

　　　　　　神差祂兒子，了結舊亞當；罪、死不再得逞，祂死，我得釋放！

　　　　三　今在恩典中，喜樂歡暢；罪惡全消蹤，神在流淌。

　　　　　　神長在我心，我享恩無量─在生命裏得救，在生命中作王！

聖經經節
　來二 14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祂也照樣親自有分於血肉之體，為要藉着死，廢除那掌死權的，

　　　　　 就是魔鬼。

　約十一 25~26  我是復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着信入我的人，必

　　　　　　　  永遠不死。

信息選讀
　壹　死的特性
　死不受賄，也不徇情。你是君王也罷，臣宰也罷，財主、乞丐也罷，死是一樣的要臨到你。死並

不會因你有名、位、財、勢，而越過你。死也不問你是甚麼關係，是父子、夫妻、至親、好友，死

抓住誰，誰只好慘然分離。你哀求，死不理睬；你哭泣，死不聽見。死是冷面無情。死的行蹤又是難防。

死，在這時、那時，這地、那地，都有光臨的可能。這就使你無法計算你的壽命究有幾何。你不能

使你的壽數多加一刻，也不能豫知你自己能活幾時。死，可以在任何的時間和空間裏找着你！

　死，給人的印象太恐怖！所以自古至今，人們無時不在用盡

他們的思想和力量，來抵抗這個生命的侵略者。到了今天，醫藥的進步，科學的發明，和心理的研

究，也可算是達到極點，但是結果怎樣？有無方法能解決死的問題，趕逐死亡？沒有！人只得承認，

死是無敵！多少人聲稱發明了長生的醫術和『靈藥』。請問，這些人現今在那裏？

　貳　死的由來
　死，到底從何而來？人到底為何要死？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

　聖經告訴我們：『罪的工價乃是死。』（羅六 23。）可見罪是死的媒介，死是罪帶進來的。又說：

『掌死權的，就是魔鬼。』（希二 14。）可見死有一個主使者，就是魔鬼。

　這樣，你要看見，死雖恐怖，卻不能單獨的活動。它必須要和罪與魔鬼合作，方能成事。它必須

要受魔鬼的支配，和有罪的條件，方能活動、生效。否則，死也不過是一個死的名詞，並不發生真

的作用。

　參　十字架解決了罪和魔鬼
　聖經說：『眾人都犯了罪』，（羅三 23，）並且『整個世界都臥在那惡者裏面』。（約壹五

19。）人既已淪陷在罪和魔鬼的手裏，如何能自救？這自然只有神能。滿了慈愛的神，已藉着基督

的死，為我們解決了這個難題。現在你該留心看，神如何藉着基督的十字架解決了罪。

　你可知道，主耶穌『將命傾倒，以至於死』，是為甚麼？是為『擔當多人的罪』！人有罪，人該

受死的痛苦，主耶穌無罪，本不該受死的痛苦。但，神卻將『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祂身上』。（賽

五十三 6。）這樣，主耶穌上十字架時，死亡也就追祂到十字架。但，請你記得，死並沒有勝過祂！

死在祂身上完全失敗。因主耶穌第三天從死裏復活了！現在死的權勢已被踐踏在祂的腳下，赦罪的

恩典卻賜給一切信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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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也藉着基督的十字架解決了魔鬼。祂『藉着死，廢除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希二 14。）

當主耶穌在十字架時，魔鬼曾用盡黑暗的權勢攻擊祂。那時陰府所有的權勢都出來圍困祂。但是，

祂並沒有被黑暗制伏，也沒有被陰府拘禁。反之，祂藉着十字架上的死，廢除了那掌死權的魔鬼。

看哪！當祂從墳墓出來時，一切的鬼魅也都失勢了。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實！

　死固然可怕，但，它的根源－罪和魔鬼，神已經藉着基督的死替我們解決了。今天你可以接受神

的救恩而出死入生。但你也可以拒絕神的恩典，而留在死裏作它的俘虜。

　肆　你揀選那一邊
　請問你揀選死亡的一邊，或是生命的一邊？你若不要主耶穌，你就是選擇死亡的一邊，自然，死

就變成你的人生了。你心中的黑暗、無望、空虛、煩惱，是定規的。你一生的道路就是死亡的道路。

你沒有生的指望，只有死的終局。死是你惟一的盼望，也是你惟一的知友；你若離世，也是死伴着

你去陰間。

　但是，你若接受神的救恩，心裏相信主耶穌作你的救主，你所得到的恩典，不只將你從罪和魔鬼

的權勢裏救出來，神永遠的生命也要進到你的裏面。永遠的生命不是所謂的精神不死，乃是真正的

永遠不死。永遠不死？是！永遠不死！聽主耶穌怎麼說：『我是復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雖

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着信入我的人，必永遠不死。』

　朋友，你信這話麼？你信，就能脫離死的威脅。你信，就必進入神的生命－永遠不死的生命！ (摘

自恩言 )

　    　 －新人－

　　　 接受神救恩　享受神祝福

受浸名單

102 李亞倫 107 詹婕于、陳彥宏 111 李承翰 201
朱家佑 202 陳亭縈 301 陳敏晏 302 戴御東 303 鄭

皓庭 306 邱昀婷、冀千鶴 401 方郁菁 404 韓閔閔、

魏名昭 605 陳嘉榮、邱彥文 701 朱政任、顏士淳、

林啟新 901 陳俊佑 903 莊子嫻 1001 吳東山 1002
黃夢堂 1003 陳程悅治、曾命宗 1201 陳戴麗月

1401 江徐金、張展赫 1402 廖許素娥 1404 郭芋頭

1502 陳銅安 1602 謝明硯、廖育嘉、謝承錡、林

家宏（共 35 位）。

受浸蒙恩短言

陳亭縈：不相信內心不定的感覺，要相信主耶穌

                 的話。

邱昀婷：受浸後，很喜樂 !

冀千鶴：憑藉恩典，我能遇見你們。

李亞倫：平安喜樂 !

黃夢堂：感覺有盼望。

莊子嫻：很微妙。

陳彥宏：很平安，受到神的祝福。

李承翰：很開心能彀受浸。

陳敏晏：受浸時心情平靜許多，受浸後心境彷彿

　　　　重生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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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41 67 34 15 106 41 8 82 36 47 27 25 56 9 35 702

至 2016/12/28 受浸人數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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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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週。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1/1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二課上半。
　   4. 書報追求 「職事文摘」第一卷第二期第 146 ～ 156 頁，「利未記生命讀經」第 34 ～ 36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2:10 ～ 12

弗 2:10 我們原是神的傑作，在基督耶穌裏，為着神早先豫備好，要我們行在其中的善良事
工創造的。 

弗 2:11     所以你們應當記念，你們從前在肉身上是外邦人，是那些憑人手所行，在肉身上稱
為受割禮之人，所稱為未受割禮的；  

弗 2:12     那時，你們在基督以外，和以色列國民隔絕，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在世上
沒有指望，沒有神。

Eph 2:10   For we are His masterpiece, created in Christ Jesus for good works, which God prepared 
beforehand in order that we would walk in them. 

Eph 2:11  Therefore remember that once you, the Gentiles in the flesh, those who are called 
uncircumcision by that which is called circumcision in the flesh made by hands,   

Eph 2:12   That you were at that time apart from Christ, alienated from the commonwealth of Israel, 
and strangers to the covenants of the promise, having no hope and without God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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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 主日 ) 口尼 9:1-25 口林前 3:10-13  口林前 3:10
01/02( 週一 ) 口尼 9:26-10:39 口林前 3:14-23  口林前 3:16
01/03( 週二 ) 口尼 11:1-36 口林前 4:1-9  口林前 4:1
01/04( 週三 ) 口尼 12:1-47 口林前 4:10-21  口林前 4:20
01/05( 週四 ) 口尼 13:1-31 口林前 5:1-13  口林前 5:7
01/06( 週五 ) 口斯 1:1-22 口林前  6:1-11  口林前 6:11 下

01/07( 週六 ) 口斯 2:1-3:15 口林前 6:12-20  口林前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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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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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2( 週一 )
01/03( 週二 )
01/04( 週三 )
01/05( 週四 )
01/06( 週五 )
01/07( 週六 )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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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事項目 電器 場地佈置 招待 交管 兒童 整潔

大區 一大組 一、四 三、九 五、七 訓練學員 八、十五

  假日班事務服事表　總管：葉振昌弟兄（0918-026-205）、張士毓弟兄（0932-82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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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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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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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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得人目標250人，青職、社區各得一半。參加弟兄、姊妹成全，成為事奉的中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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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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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婉婷。

    2.期末特會及寒假特會，青少年靈裏被挑旺，愛慕真理，傳揚福音；各面服事配搭豫備。

  兒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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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報名參加2/4~5兒童家庭相調成全聖徒及福音朋友，得着異象的傳輸，全家盡功用傳揚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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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受浸人數：70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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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區　第十四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1/10（二）20:00，地點：新營區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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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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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截止，額滿為止。）詳細報名資訊請見召會網站。

青少年行動
週末入住　報到時間：1/7（六）15:30~16: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每人 250 元。           
寒假特會小小組長成全　報到時間：1/7（六）19:00~21: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期末特會　時間：1/8（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備有午餐，每人 60 元。 
服事者暨家長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1/10（二）20:00，地點：裕忠路會所 A102 室。

大專期末特會　 時間及地點：1/13（五）大學路會所，1/14（六）新營區會所。

青職聖徒成全聚會
時間：1/7（六）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請青職聖徒們彼此通知，結伴參加。會中並

有生命讀經第一學程獎勵的頒獎，請得獎者務要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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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訓練台南團
　一、日期：6/26（或 6/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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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 夏季訓練）。請上 QR-CODE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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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者，豫繳 3 萬元。30 人額滿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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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務服事表　總管：廖顯宗弟兄（0963-196-109）、蔡登南弟兄（0956-061-5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