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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2/10（主日）19:30 ～ 21: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全召會區負責訓練
時間：12/17（主日）15: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全召會姊妹成全
感恩節特會暨日間追求班期末展覽 時間：12/16（六）15:00 ～ 18: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二○一七年秋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召會的恢復 』信息要點

第七篇

召會的身分－基督的身體

前言
這一週我們來到第七篇『召會的身分—基督的
身體』。關於『召會的恢復』可以分為三個段落：
一至三篇是第一個段落，論到異象的開啟，看見
召會的重要！四至六篇為第二個段落，主要交通
到召會生活的活出和享受。末了三篇的信息是第
三個段落，交通關於召會一些非常深奧的真理，
也是內在素質的所在。乃是說到召會的身分是基
督的身體、新人，以及基督的配偶。召會這些不
同的身分乃是給我們看見召會的豐富，求主賜給
我們智慧和啟示的靈，使我們的心眼蒙光照，不
將召會當作一件平常普通的事。

真理要點
壹、為甚麼稱召會是基督的身體？
以弗所一章二十二至二十三節啓示所有得蒙重
生、有神生命的信徒所構成的召會乃是基督的身
體，而基督是召會的頭；因此，召會不是組織，
乃是一個生機的身體，爲要使頭得着彰顯！召會
作為基督的身體，乃是從基督接受了一切，以基
督為身體的內容，藉此基督的一切都藉着召會得
着彰顯！

貳、基督的身體如何形成？

叁、甚麼是基督身體的實際？
基督的身體是召會，而召會一切的實際就是那
終極完成之三一神實際的靈。三一神一切的所
是、所有並所能，都在這實際的靈裏。並且那靈
在基督的身體裏把這些屬性都實化到召會裏，所
以召會就有了神聖屬性的實際。

肆、何謂召會作基督的身體乃是團體的基
督？
林前十二 12 中的基督，直譯乃是『那基督』，
不是指個人的基督，乃是團體的基督，稱為『身
體基督』。由基督自己作頭，召會作祂的身體，
連同所有信徒作肢體所組成的。我們看見聖經把
基督和召會看作一位奧祕的基督；二者聯結在一
起，成了一位奧祕的基督，稱為身體基督。

五、受浸、那靈與基督身體間彼此的關聯：
受浸能使我們有地位來喝一位靈，而藉着喝那
靈，就經歷神聖三一分賜到我們全人裏面；我們
越多喝這一位靈，神聖的元素就越多成爲我們的
構成成分，並使我們被構成為身體，就是團體的
基督，也就是身體基督！

負擔應用

為着建造基督身體，必須實行那合乎聖經的聚
在基督的復活、升天裏，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 會與事奉之路：
的三一神成了包羅萬有複合的靈，不但降在祂所
一、鼓勵聖徒有分於基督身體集調的行動，鼓
揀選的人身上，更作到他們的裏面，使神所揀選、 勵聖徒參加 2018 年新春國際華語特會，以及要
救贖、並重生的人裏面，有基督這經過過程並終 來的冬季結晶讀經訓練！
極完成之三一神的具體化身，就是這終極完成的
二、鼓勵聖徒週週堅定持續、分別時間的實行
靈。如此，在基督裏的信徒就成爲基督的身體， 傳揚福音、在新人家中建立家聚會的生活！
就是由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之三一神與經過變化
三、鼓勵聖徒在各種的聚會裏都能申言，將基
之三部分人調和，所產生的生機體。
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分賜到神子民裏面，使基督
生機的身體得着建造！（陳良培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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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聚會信息－
尋找、挽回久不聚會與久失聯絡的弟兄姊妹

探望久不聚會者是一門大學問，這實在需要研
究。我們若作得不好，會把人作得更遠；結果我
們不探望人還好，一探望，人就離我們更遠了。
常常有人問我探望的作法，我就覺得真是為難，
因為我常在訓練中告訴弟兄姊妹一種作法，等到
我自己去作時，就看見一點也不是那樣。

存着仰望、學習的靈
探望上首要的一件事，就是需要一直存着一個
仰望、學習的靈，向主說，『主阿，只有你能挽
回人。』我們要看見，我們都是作不來的；不要
說那些沒有經驗的，就算我們有經驗，已過的經
驗也不管用。人的光景都不相同，沒有兩個人的
面孔會完全一樣，即使是雙胞胎，彼此還是有差
異，沒有兩個是完全相像的。所以，我們需要有
一顆仰望的心，向主禱告：『主阿，憐憫我，使
用我。我不能作甚麼，你給我智慧，給我當說的
話。』

避免說不合式的話

然而，有幾點你們必須完全避免，避諱不說的。
第一，不要對人說，『你很久沒有聚會了。』他
好一段時間沒有聚會，裏面已經很不好意思，你
們不必再揭他的瘡疤。所以，不要題及人的弱點，
不要說他較差的方面。與人接觸時，要好像對方
沒有甚麼較差、較弱的地方，要完全避免說到一
些不合式的話。
第二，千萬不要說咄咄逼人的話，也不要讓人
有被強逼的感覺；好比告訴人：『你必須來聚會，
不聚會是不行的，現在召會蒙大福，真豐富，恩
典多多。若是你不聚會，實在太喫虧了，我真為
你感到難過。』這些話都不要說，都要避免。千
萬記得，不要摸人的弱點，也不要說召會怎麼好，
叫人必須來聚會等。甚至你作見證時，都不要見
證說，『我真是蒙恩阿！』意思是他不蒙恩；也
不要題到自己天天都聚會，好像說他不聚會；這
些統統要避免。作見證不要借題發揮，還間接打
人，責怪人沒有心愛主。因為一個久不聚會的人，
是很敏感的，尤其他裏頭多疑、多心，會有很多
感覺。所以，看望人的確不容易，要非常注意人
的情形。
我們一同聚會並不難，因為我們都有心，說到

彼此如何，也不會覺得為難。然而若是我們去探
望一位弟兄或姊妹，就不能隨意說甚麼。我們要
看見，探望久不聚會的弟兄姊妹，必須如履薄冰，
一不小心，就會叫人受傷。所以千萬不要輕易發
言，只要帶着一副喜樂的面孔，不讓人覺得受壓，
也不帶給人擔憂，更不需要對人說，『我真關心
你阿！』這一類的話。因為這樣的話，會叫他裏
頭起反感，暗想是否自己太輭弱，纔需要別人關
心。這些話都會引起心理作用，所以要絕對避免。

帶着喜樂的面容
這裏有一個原則，就是探望人時，一定要露出
笑臉，不要帶任何憂愁。同時要讓人說話，自己
甚麼都不要說，只要跟着人說就可以；他們說甚
麼你們就跟着說甚麼，並且是真心的跟着說。比
方去探望一位弟兄，他說，『真不好意思，很久
沒有聚會了。』若是你們說，『不聚會不對阿！』
這樣跟法就不好。有的人就跟着說，『神還是一
樣愛你。』這樣也不好，暗藏着要摸他的瘡疤。
所以，我們都要在其中多有學習和揣摩。在探望
聖徒時，十個有八個都會表示，很久沒有聚會不
好意思，比較好的跟法是接着說，『我從前也是
這樣。』或者從前你們有過接觸，就可以接着說，
『我很想念你。』這真是需要多有研究，因為久
不聚會的人，都相當的敏感。千萬不要以為這事
無足輕重；事實上，這乃是非常緊要的事。
有人題議，可陪同久不聚會的弟兄姊妹一起禱
告，那是作得太快了。好像敬茶的時間還沒有到，
卻要給人一杯茶，使人受驚嚇；這些都是不合式
的。所以，在探望人的事上，一定要守住一個原
則，就是沒有把握的話不要說，只要好好給人一
副笑容，自然就能拉近彼此的感覺。
因此我奉勸你們，去探望人時，說話不如不說
好，也不需要多說，只要笑容滿面的坐上半小時，
其餘的就留給聖靈去作。之後的探望，不要太緊
湊，太緊湊不好，等再過兩週也許還算合式。若
是探望太緊湊，會好像人得重病，被下了猛藥，
結果就不治了。所以，千萬不要作得太快、太急，
總要仰望聖靈的工作。我們都要相信，聖靈會在
這樣的探望中作工。（取材自『召會的擴增與開
展』，第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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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讀經－
帖撒羅尼迦後書生命讀經導讀 ( 一 ) 鼓勵的話

壹、本週進度：生命讀經第一至二篇，帖撒羅尼迦後書一章一至十二節。
貳、信息導讀：
帖撒羅尼迦後書是一卷鼓勵與改正的書。保羅
是智慧、溫和又慈仁的。因此，他不是直接把改
正的話說出來；他乃是先鼓勵信徒，然後再改正
他們。在本篇信息中，我們要來看保羅對帖撒羅
尼迦信徒所說第一段鼓勵的話。

生命讀經 恢復本經文 上網登錄

我們為着召會生活，需要過一種由基本結構所
組成的生活；這基本的結構包括增長的信心、增
加的愛心、以及持續的忍耐。我們如果過這樣的
生活，就可算配得神的國。

主的名在我們身上得榮耀

保羅在十二節說到主耶穌的名在我們身上得榮
保羅在一章三節說，『弟兄們，我們應當常為 耀，我們也在祂裏面得榮耀。這樣的得榮耀，乃
你們感謝神，這本是合宜的；因你們的信心格外 是照着我們的神並主耶穌基督的恩。恩典乃是經
增長，你們眾人每一位彼此相愛的心也一直增 過過程的三一神，成了包羅萬有賜生命的靈，給
加。』我們強調一個事實，就是真基督徒生活的 我們享受。當我們享受這恩典時，就會使主耶穌
結構，是由信、愛、望所構成的。這樣的生活不 在我們身上得榮耀，我們也在祂裏面得榮耀。
我們讀帖後一章這些經節時，看見這實在是一
是源於信徒天然人的才能，乃是源於他們所相信
之神所是的注入。這樣的生活，乃是帖撒羅尼迦 段鼓勵的話。一章一至十二節乃是鼓勵的話，論
到為着召會生活之聖別生活的基本結構。我們得
前後書的內容。
着對我們信心、愛心和盼望的鼓勵。（摘自帖撒
基督徒生活的目標
國度是基督徒生活的目標。我們今天活在召會 羅尼迦後書生命讀經，第一 ~ 二篇。）
生活裏，乃是有目標的，就是我們有一天要進入 參、復習問題：
神的國。新約強調十字架、召會和國度。十字架 一、請簡述何謂『真基督徒生活的結構』。
產生召會，召會引進國度。我們活在召會生活裏， 二、試說明『基督徒生活的目標』為何。
目標乃是要進入神的國。

信心、愛心和盼望

－交通－
新購崇學路會所財務奉獻交通
聖徒理財的原則
林後九章六至七節：『還有，少種的少收，多
種的多收。各人要照心裏所酌定的，不要作難，
不要勉強，因為神喜愛樂意施與的人。』奉獻財
物猶如撒種，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你如果
盼望你的錢長，就得拿出去種。保羅說，這不是
丟，乃是種，神能使那個錢長三十倍、六十倍、
一百倍。箴言十一章廿四節：『有人施散，卻更
增添，有人吝惜過度，反致窮乏。』這就是神的
話所啟示的信徒理財原則。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乃是靠着恩典活着的生
活。信徒要能經常給出去，就需要恩典在他裏面
激勵，這與墮落的人性完全相反。這恩典有四方
面：第一、神的恩典，賜給並激發聖徒，使他們
能慷慨地供給。第二、使徒的恩典，准許信徒
在供給缺乏之聖徒的事上有分，以完成他們的職
事。第三、給出去之信徒的恩典，聯於基督身體
的交通。第四、基督的恩典，祂為我們成了貧窮，
使我們可以成為富足。信徒把財務奉獻給主，絕
對該是恩典的事，而不是人的策動。

在舊約裏，神對以色列人說：『萬軍之耶和華
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
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
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瑪三
10）路加六章三十八節：『你們要給人，就必有
給你們的，用十足的量器，連搖帶按，上尖下流
的倒在你們懷裏。』我們若肯為着神，神就必定
也有所給我們的，連搖帶按，上尖下流的倒在我
們懷裏，是豐富充盈的。

財務需要
崇學路會所可容納 400 位聖徒聚會。經負責弟
兄們禱告交通，決定購買，購入總價及裝修費用
估計需 1800 萬。因屬於現屋買賣，要在三個月
內付清款項，這是為着購買會所的專項奉獻。目
前，聖徒的奉獻款已經快接近一半了。感謝主，
為了全召會購買會所，有許多聖徒已經將主所賜
給的款項投入奉獻箱內，願人人都有分，人人都
奉獻，主祝福祂的召會。（負責弟兄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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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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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當趁今日
哦主，此時此境，激動人起來建造，正如大衛之日，自動答應你呼召。
同心合意，配搭一起，受此託付，多好！我們所喜，是你心意，主，我們來建造。（補充本詩歌 603 首）
社區開展隊今年七月中旬起，歷經十五週的開展。藉着與聖徒配搭，九月份全召會福音月時，主
將 8 位新人賜給祂的召會；後來，壯年班聖徒前來加強四大區，主再將 3 位新人繼續賜給祂的召會！
讚美主！在身體裏的配搭滿了主的祝福！開展至今，主已經將 30 位新人加給我們！其中，有 22 位
聖徒是藉着回訪被帶得救的。開展隊平均接觸 8~9 次後，就可帶人得救；目前仍有 28 位可再聯繫（家
聚會、line）、14 位過召會生活（含小排、主日），存留率達九成以上。此次統計數據顯示：平均接
觸 178 位福音朋友，即可受浸一位。

開展大區具體蒙恩
一、大區主日平均人數：增長 12.7%（七月 166 人，十月 187 人）。
二、大區禱告聚會平均人數：增長 30.2%（八月 53 人，十月 69 人）。
三、大區週週出訪平均人數：由八月份平均 12 人增加至十月份平均 37 人。
四、激勵聖徒一同有分於神命定之路（出訪、回訪及家聚會）：眾聖徒共同配搭傳福音，並盡功用。
叩訪時，若邀到熟門或至鄰舍家中時，接受負擔後續牧養。

福音─我是個新約福音祭司
『主也是這樣命定，叫宣傳福音的靠福音養生。』（林前九 14）--- 藉着過傳福音的生活，屬靈光景
再往前！分別更多的時間接觸人，建立接觸人的習慣。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別巴拿巴和掃羅，去作我召他們所作的工。』（徒
十三 2）--- 藉着在靈裏，看見聖靈如何在福音朋友身上作工，與不放棄人；並且當我們奉差遣與聖靈
的工作配合，主就將得救的人與我們加在一起！經歷主把我們再帶回到『起初』，有分使徒行傳的
繼續，讓主一再地居首位，並讓聖靈有完全的主權！
『他們的官能因習用而受了操練…。』（來五 14）--- 因着接觸許多人，在傳福音的技巧上更往前。
如：回訪、在家聚會中如何鼓勵受浸。

牧養─與眾聖徒配搭牧養新人
『凡與你們有益的，我沒有一樣避諱不告訴你們的，或在公眾面前，或挨家挨戶，我都教導你們。』
（徒二十 20）--- 藉着堅定持續的家聚會作『滴灌牧養』，漸漸看見人心敞開、在召會生活中經歷主。
且藉着送會到家，可以進一步接觸到新人的家人，使福音有機會進到家中。

身體生活─活力排的實行與操練
『身體原不是一個肢體，乃是許多肢體。…神將這身體調和在一起…。』（林前十二 14，24）--- 因
着生命的長進與變化，使我們寶貝與眾聖徒的『配搭』。是神將我們安置在一起，『調和』我們並
建造我們，更深經歷在身體裏加倍的祝福！如同林前十三章說到愛的實行與超越，很享受我們中間
滿了活力排的實際，人人彼此相愛、彼此代禱，互相記念！我們信，這是主祝福我們的原因！

與眾聖神裏配搭，建成三一宇宙之家

2017.12.10

5

－社區開展－

『本於祂，全身藉著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著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聯絡在一起，
並結合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弗四 16）--- 我們各人恩賜不同，
但藉着一同走上神命定之路，叫我們看見無論在禱告上、傳福音上、牧養上、甚至在兒童福音上，
主都豫備了眾聖徒與我們一同的走上去，不僅在傳福音的人數上得着加倍繁增，在牧養上，更得着
豐富及充實。

信心的工作、愛心的勞苦、盼望的忍耐

社區開展就像基甸的三百勇士，經歷與神聯結、實行神的話並完成神的經綸，跟隨召會的帶領實
際進入叩訪傳福音以及家聚會的實行。叩訪傳福音就是叩人的心門，這條路行不通，再轉個彎，只
要人願意，都是平安之子。我們嘗試過在菜市場、賣場和馬路上接觸人，主也信實的將得救的人數
加給祂的召會，得救的人都是因為聽了福音！我們一面要在信心裏撒種，一面則在盼望中歡喜收割。
每當遇到瓶頸或停滯時，雅各書五章七至八節鼓勵我們：『所以，弟兄們，你們要恆忍，直到主的
來臨。看哪，農夫等候地裏寶貴的出產，為此恆忍，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們也當恆忍，堅固你們
的心，因為主的來臨近了。』我們需要恆忍、對逼迫我們的人要忍耐。當我們恆忍等候主的來臨時，
祂這位真農夫也正在忍耐等候我們生命成熟，成為祂田裏初熟的果子和莊稼。
在『新路實行的異象與具體步驟』一書中說到，召會繁增的命脈和生命線，乃在於家中聚會的實行。
送會到家，就是到人的家中，與人面對面的互動禱告、唱詩、讀主話並分享見證，這乃是神命定之
路的負擔所在。以往我們的觀念就是要邀人來聚會，但若要啟發人盡功用，就得把召會作到家裏面。
實行的路是送會到家，不僅與新人有穩定的家聚會，更能接觸到他未得救的親人。當我們開始在一
位初信的姊妹家中實行家聚會時，姊妹未信主的丈夫也一同讀神的話，並開口為孩子禱告，讓福音
有機會進到姊妹的家人裏面。我們盼望藉着堅定持續的送會到家，能彀得着一個個完整的家，來事
奉活神。正如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前書二章十九至二十節所說的：『我們主耶穌來臨的時候，我們在
祂面前的盼望、喜樂、或所誇的冠冕是甚麼？不就是你們麼？因為你們就是我們的榮耀、我們的喜
樂。』這些初信者就是我們在主面前的盼望、喜樂、冠冕和榮耀！（社區開展隊）

－報告事項－
冬季結晶讀經訓練

假日班 時間：1/13~1/14（六 ~ 主日）；1/20~1/21（六 ~ 主日）14:55~20:30，地點：裕忠路會所。
白天班 時間：1/15~1/20（一 ~ 六）；1/22~1/27（一 ~ 六）9:00~11:00，地點：裕忠路會所。
清晨班禱研背講 時間：1/8~1/13（一 ~ 六）6:30，地點：裕忠路會所。
夜間班（如表），請於 12/20（三）前向執事室報名。
大區
一
二
三、四、七、九
十
十二
十四
十六

地點
青年路會所
北門路會所
裕忠路會所
崑山會所
佳里區會所
新營區會所
鹽行會所

時間
20:00~21:30
19:30~21:30
19:30~21:30
19:30~21:30
19:30~21:30
19:30~21:10
19:30~21:30

日期
1/15~19,1/22~27,1/29
1/15~19,1/22~27
1/15~20,1/22~27
1/15~19,1/22~27,1/29
1/15~19,1/22~27
1/15~19,1/22~27
1/15~19,1/22~27,1/29

各大區年終愛筵時間地點一覽表
大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日期
時間
12/24（主日） 10:00
12/17（主日） 9:30
12/24（主日） 9:30
12/24 （主日） 9:30
12/24 （主日） 9:30
12/23（週六） 17:30
12/24（主日） 9:30
12/24（主日） 9:30

地點
青年路會所
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大學路會所
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古堡街會所
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仁安路會所

大區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日期
時間
12/17（主日） 9:30
12/17（主日） 9:30
12/24（主日） 10:00
12/24（主日） 9:30
12/24（主日） 9:30
12/24（主日） 9:30
12/24（主日） 9:30
12/17（主日） 9:30

地點
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善化區會所
佳里區會所
下營區會所
新營區會所
新興路會所
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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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人生活操練表－
(1) 起居 (2) 晨晨復興
規律 個人 團體

12/10( 主日 )
12/11( 週一 )
12/12( 週二 )
12/13( 週三 )
12/14( 週四 )
12/15( 週五 )
12/16( 週六 )
(5) 正常聚會
12/10( 主日 )
12/11( 週一 )
12/12( 週二 )
12/13( 週三 )
12/14( 週四 )
12/15( 週五 )
12/16( 週六 )

傳福音

2017.12.10

(3) 定時禱告
(4) 追求真理
個人
團體 讀經進度（兩年讀經新舊約一遍） 禱讀經節
口亞 1:1-21
口啟 21:1
口啟 21:1
口亞 2:1-13
口啟 21:2
口啟 21:2
口亞 3:1-10
口啟 21:3-8
口啟 21:6
口亞 4:1-14
口啟 21:9-13
口啟 21:11
口亞 5:1-6:15
口啟 21:14-18 口啟 21:16
口亞 7:1-8:23
口啟 21:19-21 口啟 21:21
口亞 9:1-17
口啟 21:22-27 口啟 21:23
(6) 接觸人
(8) 聖別用度
(7) 受浸人位
家聚會 守望代禱
開活力家
牧養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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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聖別理財
口全家親子
口讀經小組

（每週兩篇）

口書報分享

進度 1.「召會的恢復」晨興聖言第 8 週，「職事文摘」第二卷第三期－穿上新人，就是過召會生活、
經歷基督的人位而活在召會中。「帖撒羅尼迦後書生命讀經」第 1 ～ 2 篇。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12/10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二第三十課上 。
4. 背經進度「帖撒羅尼迦前書」主題及帖前 2:12 ～ 2:14
帖前 2:12 要叫你們行事為人，配得過那召你們進入祂自己的國和榮耀的神。
帖前 2:13 所以，我們也不住的感謝神，因為你們既接受了從我們所聽見神的話，就不以為是
人的話，乃以為是神的話而領受了；這話確是神的，也運行在你們信的人裏面。
帖前 2:14 弟兄們，你們曾效法猶太地在基督耶穌裏神的眾召會；因為你們也受了自己同族人
同樣的苦害，正如他們從猶太人所受的一樣。
1Ts 2:12 So that you might walk in a manner worthy of God, who calls you into His own
kingdom and glory.
1Ts 2:13 And because of this we also thank God unceasingly that when you received the word of
God, which you heard from us, you accepted it not as the word of men but even as it truly
is, the word of God, which also operates in you who believe.
1Ts 2:14 For you, brothers, became imitators of the churches of God which are in Judea in Christ
Jesus, for you also suffered the same things from your own countrymen, even as they also
from the Jews,

－報告事項－
大區
四大區集中禱告
十四大區集中禱告
十五大區集中禱告

時間：12/12（二）20: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時間：12/12（二）20:00，地點：新營區會所。
時間：12/12（二）20:00，地點：新興路會所。

區負責訓練事務服事
時間：12/10（主日）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此次由北台南照顧區配搭服事，場地佈置：
十一大區；招待：十二大區；整潔：十三大區；交管：十四大區。

姊妹成全事務服事
時間：12/17（主日）15: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此次由十三、十四大區及永康照顧區配
搭服事，場地佈置：二、十六大區；招待：十、十三大區；整潔：六大區；交管：十四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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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二○一八國際華語特會

時間：2018/2/16（五）12:30 入場 ~ 2/18（主日）11:30。地點：南港展覽館。特會奉獻款 100 元 / 人，
車費 800 元 / 人，請於 12/24（主日）前向執事室賴錦富弟兄報名並繳費。

感恩節特會暨日間追求班期末展覽

時間：12/16（六）15:00~18: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事務服事 總管：廖顯宗弟兄、蔡登南弟兄
項目
大區

電器
四大組

場地佈置
三

招待
九

交管
五

整潔
六

兒童
八、十五

全時間追求展覽
時間：12/20（三）9:00~11:4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台語福音收割聚會
時間：12/23（六）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有嘉義聖徒來訪，會後備有愛筵。

青少年寒假特會

時間：2/9~2/11（五 ~ 主日），地點：裕忠路會所。報名截止日 2018/1/13，請向各區服事者報名
並繳費。鼓勵廣邀青少年福音同學參加，相關內容請參閱通啟。

新購崇學路會所財務奉獻現況交通
奉獻目標
18,000,000 元

實際奉獻（截至 12/3）
8,912,170 元

尚缺款項
9,087,830 元
註：個人大額奉獻款，可自行至郵局劃撥匯款（帳號：30450822、戶名：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南市
教會聚會所），將收據放入奉獻袋填寫身分證字號及金額，並投入小區奉獻箱。若須開立支票，
抬頭同郵局戶名。

結婚聚會
周佑穎弟兄（402 區周陳妍蓁姊妹之子）、林佩儀姊妹（台北市召會 19 會所）
時間：12/16（六）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五大區）吳念宇弟兄（吳紀任弟兄之子）、（六大區）潘靜雯姊妹（埔里潘平弟兄之女）

時間：2018/1/1（一）15: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書報

Android 序號卡優惠組合，定價 37,120 元；IOS 序號卡優惠組合，定價 32,790 元，每套均以團體
價 3,000 元供應。包含電子聖經、詩歌、屬靈書報、有聲影音等，優惠至年底。

全地

－代禱事項－

法國：聖徒能有分於明年二月國際華語特會，看見並經歷基督身體的實際。
德國：1.聖經發放與回訪尋求者、新移民聖徒的成全與牧養、校園工作。2.台灣至德國開展的聖
徒，靈魂身體得蒙保守，與當地聖徒同心合意配搭接觸人，餧養新人。

台南市召會

週週出訪：建立福家架構，養成生養習慣－持續出外傳福音並回訪；受浸新人接受牧養。
月月福饗筵：小排月月傳福音，人人盡功用作見證，盡力邀約福音朋友參加。
年終愛筵：為新人及久未謀面聖徒時間得釋放，參加各大區的年終愛筵，回到神家，享受豐富。
區負責與姊妹成全訓練：聖徒以活力組方式分別時間復習信息，並代禱簿的操練與實行。
真理追求：全召會追求生命讀經，被真理構成，目標5年讀500篇。
青職：1.建立出訪習慣：每週一個時段，出外傳揚福音。2.過牧養的生活：每週花十分鐘，陪讀
牧養材料。3.帶領人進草場：每週追求主話，兩篇生命讀經。
大專：40位新人常存在召會生活中，10位入住弟兄姊妹之家。
青少年：參加明年一月學測代禱名單：
（弟兄）楊宣綸、吳子郇、郭冠岑、熊偉雋、蕭建新、呂世全、王凱巨、陳易新、林子名。
（姊妹）劉沛、楊雅喬、胡嫚容、張心聆、楊庭昀、吳心誠、楊茱閔、張月薰、林宜潔、林登涵、
許新晨、李欣聆、古真禛、吳旻如、曾美雅、李欣怡。
兒童：兒童福音月參加兒童排的福音兒童及家長能持續參加兒童排。
＊2017年召會人數目標－主日：2160人，禱告：754人，小排：1762人，出訪：552人，得人：受浸83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