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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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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篇　召會的身分－基督的配偶

前言

　本篇信息講到召會的身分三方面，第一，召會

是基督的身體，着重在基督與召會生命的關係，

我們必須天天操練靈，並飲於那靈並被三一神的

所是構成。第二，召會是新人，着重在基督與召

會（新人）人位的關係。我們要經歷基督是新人

一切肢體的實際，就必須接受基督作我們的生命

與人位，並且活基督不活自己。第三，基督的配

偶，着重在基督與召會愛的關係。我們藉着禱告

建立與主情深相互愛的生活。

真理要點

　壹、整本聖經就是神聖的羅曼史，記載神

如何追求祂所揀選的人，至終與他們成為婚

配。聖經中所揭示神與祂子民之間的愛，主要

的是像男女之間情深的愛。當神的子民愛神、花

時間在祂的話上與祂交通時，神就將祂的神聖元

素注入他們裏面，使他們與祂成為一，作祂的配

偶，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與祂一樣。『耶和

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幫助者

作他的配偶。』（創二 18。）亞當需要妻子，

豫表並描繪神在祂的經綸裏，需要得着妻子作祂

的配偶，祂的補滿。神要得着一個妻子作與祂配

對者。

　貳、『耶和華神使那人沉睡，他就睡了，

於是取了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在原處合起

來。』（創二 21。）亞當沉睡，為着產生夏娃

作他的妻子，豫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為着產

生召會作祂的配偶。基督的死是釋放生命、分賜

生命、繁殖生命、繁增生命、繁衍生命的死，由

一粒麥子落在地裏死了，長起結出許多子粒，好

作成餅所表徵，這餅就是祂的身體 — 召會。

　叁、『耶和華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

建造成一個女人，領她到那人跟前。』（創

二 22。）創世記二章二十二節不說夏娃是創造

的，乃說她是建造的；用亞當肋旁取出的肋骨建

造成夏娃，豫表召會是用復活的生命建造的，這

復活的生命乃是基督藉着在十字架上的死所釋放

出來，並在祂的復活裏分賜到祂信徒裏面的。在

聖經末了有一座城，新耶路撒冷，就是終極並永

遠的女人，團體的新婦，羔羊的妻子。在將來，

基督是聖別的新郎，要把我們獻給祂自己，作祂

的配偶，為着祂的婚娶，如同神把夏娃擺給亞當，

作亞當的配偶，為着他的婚娶。主的恢復就是為

着豫備基督的新婦，由所有的得勝者組成。

　肆、『那人說，這一次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可以稱這為女人，因為這是從

男人身上取出來的。因此，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創二 23 〜

24。）亞當和夏娃成為一體，一個完整的單位，

乃是神與人聯結為一的表號；要來的新耶路撒冷，

將是神與人永遠的聯結，是宇宙對偶，作神性和

人性所組成的完整單位。

負擔應用

　一、藉着定時禱告，建立與主情深愛的生活，

花時間在祂的話上與祂交通，經歷神將神聖元素

注入我們裏面，使我們成為神的配偶，在生命、

性情與彰顯上與祂一樣。

　二、認識基督是我們的真丈夫，學習凡事倚靠

祂，憑祂而活。

　三、新耶路撒冷是宇宙新婦的終極完成，我們

藉日日享受這湧流、神聖、非受造、不可折斷的

生命而被變化，成為建造的材料。（郭啟文弟兄）

QR Code 週訊下載

全召會集中禱告事奉聚會　時間：2018/1/2（二）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區負責訓練暨姊妹成全展覽聚會　時間：2018/1/7（主日）15: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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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聚會信息－

家聚會與使用生命課程

去帶家聚會的學習
　成全家聚會第一要學習的，就是唱詩歌。一首

詩歌，我們自己必須先把曲調唱熟了，再去帶他

們唱。他們家中若有小孩，我們就要鼓勵他們和

我們一起唱，因為最容易學會唱詩的是這些小

孩。小孩一聽詩歌就會哼，然後很快就會唱，實

在是我們可以倚靠的對象。老人學唱詩是很不容

易的，所以去帶家聚會時，要多鼓勵他們家中的

孩子唱，並且要他們帶頭唱，這是很需要的。

時常尋求聖靈的充滿
　一個帶聚會的人，自己一定要活；若是帶聚會

的人不活，這個聚會定規了無生氣。我們若是一

個熱的人，只要我們一進到聚會中，眾人就都會

火熱起來。一個充滿靈的人，無論到那裏都是帶

着靈而去。他們說話時，靈就出去了；所以他們

哭是靈，笑也是靈，讀經時是靈，唱詩時也是靈。

這乃是最重要的。

操練性格
　我們平日還要操練性格；不僅時常尋求聖靈的

充滿，更必須有好的性格操練。說到這點，請想

想我們各會所裏擺放公用詩歌、聖經的書櫥，裏

面的書是不是非破即倒？這種光景乃是不合宜

的，說出我們沒有好的性格。要知道，一個正派

的人，若是去參加一個基督徒聚會，他多少會注

意那些基督徒的穿着、言行，以及他們聚會所在

地的擺設等。我們總要給人莊重整齊、端正得體

的感覺。這些事都和我們屬靈的性格有關係。

關於生命課程
一　專為初信者家聚會用

　首先，生命課程是專為初信者家聚會豫備的。

頭二卷，首論信徒得救後，應當立即認識並實行

種種關於人和神之間的事。後二卷，續論神為我

們信入基督的人，在基督裏所豫備的完全救恩，

並我們在基督裏所得着的豐富，所該有的經歷，

所該有的成就，以及所要達到的目標。

二　讀時無須多加解釋

　其次，對初信者而言，生命課程中難免有些較

為深奧難懂的辭句，在聚會中讀到時，無須多加

解釋，待一課一課讀過後，自能融會貫通；即使

那時仍不通曉，以後也會逐漸貫通。

三　惟有基督是實際，靈賜人生命

　第三，知識是虛空，字句殺死人；惟有基督是

實際，靈纔賜人生命。讀前一定要禱告、認罪，

給基督的靈豐厚的充滿、浸透。讀時，要操練少

依靠頭腦，多倚靠靈，拒絕知識老法，重用生命

新路；將所讀的話，一句一句，用靈帶着生命推

出去，好摸着人的靈，叫人得着那是靈的基督，

作生命的供應。這一點可說是最重要的。　

四　拒絕知識老法，重用生命新路

　甚麼是知識老法呢？譬如約翰一章一節：『太

初有話。』讀的人若只用頭腦查考，『太初』，

怎麼個初法？甚麼時候是太初？這個『太』字怎

麼講？結果就去查字典，發現字典裏只有『太

古』，沒有『太初』。又譬如，讀創世記一章一節：

『起初神創造天地。』神是怎麼一回事？創造天

地又是怎麼創法？結果思索了半天，仍然絲毫不

懂。這就是知識老法，天然、沒有生命的讀法。

人讀聖經，讀了半年、一年，卻得不到一點生命。

多方禱告禱讀，叫人得着生命供應
　當我們愁苦時，不要想去聽喜樂的道；因為可

能越聽喜樂的道，我們越愁苦。我們也不要想用

頭腦，去找聖經中關乎常常喜樂的經節；只要簡

單的把聖經打開，讀到『起初神創造』，就向主

說，『主阿，起初！哦，主阿，起初！起初神創

造…』這樣一用靈接觸神，自然就喜樂了。不是

讀『喜樂』兩個字纔喜樂，乃是用靈碰着神，就

喜樂了。有的人講基督徒要有能力，但不是講有

能力就有能力，而是要去禱讀碰着神。這是件很

奇妙的事。

　生命課程裏所引的經文引用得非常精簡，不多

也不少，非常適當，最適合初信者。此外，所加

的解釋也簡潔、彀用。當然，經文是不必解釋的；

解釋的部分，也不需再多加說明，只需重讀、重

讀。重讀就是回頭再讀，重讀就是讀得重一點。

　除了重讀、重讀，還要活讀。關於『活讀』，

就如前述創世記一章一節，『起初神創造天地』

的例子。我們讀着，讀着，就感謝神，感謝神創

造天地，感謝神創造你，創造我。這樣讀就活了，

是活用的，但並不離開主題，不離開重點。現在

我們已經看見，要重讀，要重讀，要活讀。末了，

還要加上一個禱讀。這四個讀合起來，就是一種

的讀法。在禱讀裏頭有重讀，有重讀，也有活讀，

四種讀調在一起，就是一個最好的讀法。這不是

我們頭腦想出來的，乃是從經歷得來的。（取材

自『結常存的果子』第十一、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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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後書生命讀經導讀(三)蒙神揀選，藉着那靈的聖別而得救

壹、本週進度：帖撒羅尼迦後書生命讀經第五至六篇，帖撒羅尼迦後書一章
　　　　　　　3~5節，10~11節，二章 13~14節，16節。
貳、信息導讀：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的中心思想乃是為着召會生

活的聖別生活。保羅在帖後重複許多他在前書所

說的話，並有進一步的發展。

成為聖別
　在帖後二章十三節：『…祂從起初揀選了你們，

叫你們藉着那靈聖別，並你們對真理的信，可以

得救。』保羅在這裏論到聖別的話，含示他在帖

前所說一切關乎聖別的話。

得救乃是藉着那靈的聖別
　帖後二章十三節的聖別和得救都不是簡單的

事。保羅說神揀選了我們，叫我們可以得救。這

救恩所涵括的時間很長，照我們所能領會的，這

段時間開始於重生，結束於得榮。若有人問你得

救了沒有，你應當說，『我知道我已經得救了，

我已經有分於神的救恩到某個程度，但我需要進

一步有分於救恩，達到更深的程度。』照着保羅

在這裏所說，得救乃是藉着那靈的聖別。我們得

救有多少，在於我們聖別有多少。

救恩的橋
　在我們對神救恩實際的經歷中，我們乃是在救

恩的橋上時進時退。你也許在某個試探上屈服，

而在救恩的橋上倒退。但即使在那個時候，聖別

人的靈也在你裏面運行。結果，那倒退的一步會

使你比以往都超前。譬如，一位弟兄也許對妻子

發脾氣，毫無疑問地，這個失敗會使他在救恩的

橋上倒退。但當他悔改轉向主時，又會向前進，

而比以往走得更遠。

那靈的應用
　父神愛我們，並揀選了我們；子神為我們死，

為我們完成了救贖；現在靈神來將這一切應用到

我們身上。這個應用就是聖別。當我們接受那靈

的應用，我們就被分別出來歸給主。因為我們經

歷了那靈的應用，我們就沒有自由作一些別人能

作的事。這不是教導，乃是靈神活在我們裏面。

我們每一天，甚至每一分鐘，都在聖別的過程中。

那靈－三一神的第三者－整天都在聖別我們，將

父所計畫，並子所成就的應用到我們身上。

　我盼望我們都注意保羅在這兩卷書信裏所說的

話，好叫我們天天得以聖別，靈、魂、身子得蒙

保守，我們的心得堅固，成為聖別，無可指摘。

讚美主，我們能過這樣一種為着召會生活的聖別

生活！（摘自帖撒羅尼迦後書生命讀經，第五 ~

六篇。）

參、復習問題：
一、我們的得救已經完全了嗎？

二、我們如何應用藉着那靈的聖別，能進一步有

        分於救恩？ 

恢復本經文生命讀經 上網登錄

　　  －日間追求班－

贖回光陰接受成全，具體操練得着裝備　

　已過八年共辦十六梯次的日間追求班，超過

六百位聖徒受訓練，在生命和事奉上被成全，為

此我們感謝讚美主！

　此次第十六梯次日間追求班共有 214 位報名參

加，服事者加上話語服事弟兄們，共 20 多位。

為讓召會中更多聖徒受成全而得以完全，得着裝

備，我們仍要呼召並鼓勵更多聖徒一同有分，好

被成全並在生命裏長大，成為基督身體上盡功用

的肢體。以下是這梯次弟兄姊妹的蒙恩見證：

陪讀聖經享豐富，餧養新人得供應

　已往餧養小羊，是以生命課程或晨興聖言為

主，不太敢陪他們讀經，因為聖經太豐富了，連

自己都不知如何掌控拿捏。但弟兄帶領並幫助我

們只要抓幾個重點及註解，來進入整章的思路，

並以問答的方式來與小羊或福音朋友互動，使之

也能開口操練，以致整個過程中，小組裏的每個

人，全都受益。

　目前我們姊妹們有陪讀三組。其中一位，當讀

到馬太第三章，就受浸成為姊妹，真是喜樂。因

着要陪讀，在家中自己就要多次進入內容並操

練。這對我實在是一大成全，也幫助我實際的操

練並申言。自己先進入享受，再將所得的供應

人。如此一來一往，主的話就構成到我們裏面，

讚美主！讀經小組是可實行的！

（701 區　陳丁淑卿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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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救見證－

　在三十三年前，我的岳父問我：要不要受浸？

我很驚訝自己幾乎沒有經過任何思考，立刻點頭

答應。雖已是陳年往事，但如今回想，歷歷在目，

記憶猶新。

　我天然的人是不可能受浸信主的。因我心中藏

着一個古老靈魂，喜歡詩詞古文、書畫、並一切

古老的東西，相信緣份與輪迴。年輕時認為自己

頗具慧根，感覺自己是老和尚轉世。未來年老時，

也會步上修行的路途。因此受浸後自己也覺得莫

名其妙。一面是難以置信；另一面則感覺－真是

難以形容的美妙！

　在受浸前一年，我原有一位兩情相悅的女友，

但因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分手。後來在上班的

公司，遇到一位清純的高中畢業生（就是我的姊

妹），她是非常虔誠的基督徒。她談及自己的父

親是如何的愛主，讓我覺得好不可思議，便對她

的信仰產生興趣。她說只要讓她父親碰到，一定

會被她父親帶到召會。當我第一次遇到岳父時，

我主動走到他面前自我介紹，他果然二話不說就

帶我去召會。我竟也二話不說就跟他去召會。

　能成為神的兒女，乃是在於祂的揀選、豫定和

呼召。『這樣看來，這不在於那定意的，也不在

於那奔跑的，只在於那施憐憫的神。』（羅九

16。）神為了向我施憐憫，調度萬有來改變我的

一切：我的婚姻、我的職業、我的信仰、我的喜

愛，都經祂憐憫的手調整、切割而變化，叫我成

為祂的兒女；也藉此拯救我的父母、我的兒女，

使他們成為蒙愛者。

　在信主後，我曾離開召會生活。但是在這迷失

的八年中，卻有一個人持續的為我們家禱告。雖

然我們是剛硬悖逆令他傷心，可是他從來沒有灰

心。他不僅為我們禱告，也堅定持續到家裏來看

望我們、扶持我們、勸慰我們－這人就是我的岳

父，杜存德弟兄。

我信主的心路歷程－緊緊跟隨屬靈生命的成全者

  －日間追求班－

全家得救過召會生活，接受成全盡生機功用
　馬太福音五章八節說，『清心的人有福了，因

為他們必看見神。』得救前我們全家被憂愁、苦

惱、無助、失落所綑綁。在今年五月十四日全家

人得救後，先是兒子在召會的服事裏盡功用，女

兒配搭兒童排拾回自信，我的姊妹因看見兒女們

的改變得着安慰，我也從內向不敢接觸人轉變為

週週同着全家人參與各種聚會並出訪傳福音。

　在弟兄們的牧養與鼓勵下，我渴慕更多受成

全，就參加這次日間追求班，弟兄們在申言上給

我許多的成全與幫助，再藉着從這麼多弟兄姊妹

們的申言操練中有學習，現在我主日就操練申

言，將真理與經歷說出來，供應聖徒們。

　日間追求班也藉書報及回訪成全幫助我們要成

為有活力的人，並建立接觸人的習慣。現在我用

Line 或傳簡訊來與福音朋友保持聯繫，我也操練

餧養三位新人，每週一次與聖徒們至新人家有家

聚會，鼓勵新人要操練靈、禱告並申言。

　這追求對我的幫助太大了，所以我願意抓住機

會繼續參加下一梯次的訓練，受成全有分基督身

體的建造。（302 區　薛永雲弟兄）

 離棄偶像轉向神，來服事又活又真的神
　帖前一章九節，『…我們是怎樣進到你們那裏，

你們又是怎樣離棄了偶像轉向神，來服事又活又

真的神，』離棄偶像轉向神，就是離棄在神之外

一切的人事物。服事那經過過程，作我們的生命

和供應，給我們享受的三一神。祂是我們惟一敬

拜的對象，天天經歷祂那活在我們裏面，包羅萬

有的基督。

　從日間班第一梯次，我還是福音朋友就參加

了。受浸後，天然的性格，就是無法真實的離棄

偶像轉向神。但藉着『個人生活操練表』的實行，

我學習每天早上，與主親近十分鐘，再到會所晨

興。操練主日申言，週一與姊妹禱告，共同追求

生命讀經。週二禱告聚會，操練在靈裏，主的話

就自然從口中出來，並分別時間，完成課程豫讀。

　跟着『生活操練表』我享受活在我裏面的主。

祂的澆灌，叫我生命長大。現在我懂得在召會中，

在主裏和活力伴一同配搭，服事主、服事聖徒。

不憑自己天然能力行事為人。讚美主！叫我離棄

偶像轉向神，來服事又活又真的神。（1001 區　

吳陳謹姊妹）(待續 )



          2017.12.24 5   －得救見證－

　神的子民，或剛強，或輭弱，或得勝，或失敗，

皆是神主宰的安排。因着迷失而經歷失敗輭弱，

讓我看到神的愛和恩典是何等的優渥超越；藉着

祂所差遣的人，祂將祂的心意顯示在我面前，叫

我這剛硬不順服的心，因祂愛的顯明和恩典，而

折服在祂面前。

　逃離召會生活，是因為害怕召會生活會成為自

己前途的羈絆。為了讓自己的理想抱負能彀實

現，也為了家庭妻兒圖將來的幸福，這是很冠冕

堂皇的理由。但祂是鑒察人心肺腑的神，祂曉得

每個人內心深處的意念。我真正的存心如何？說

穿了，不過滿足自己的虛榮浮華而已！

　『人的盡頭就是神的起頭』。在結束公司的那

個晚上，我獨自在辦公室沈思：神曾賜我一個國

立大專院校的穩定教職，卻因自己好高騖遠，將

其視如蔽屣、棄之不顧，而自己出來經營公司，

結果換來一身負債。正對未來煩憂時，有人敲門，

門一打開是我的岳父來訪。原以為他會將我臭罵

一頓，沒想到他先塞給我一筆錢，然後淡淡的說：

『累了罷！該回到召會了。』

　沒有詰問、沒有責備，只有短短一句勸慰的話，

讓我從那天晚上開始恢復召會生活。雖然這是

二十五年前的往事，但那句話猶言在耳，叫我難

以忘卻！如非那句話叫我這隻滿身傷痛的迷羊歸

回羊羣，得着生命的恢復、重回豐美草場的餧養，

今日的我處境會是如何？實在不堪設想。

　任何艱難環境都有神的美意，也都有神隱藏的

祝福。在環境中，神保守我們遠離凶惡，祂折斷

那加在我們身上的軛，斷開我們一切的鎖鍊，使

我們不成為環境的掠物。神使用環境，叫我們脫

離虛妄、不活在自己裏面。讓我們不只風聞有神，

而能真正看見神！且得着基督作我們生命的供

應，藉祂的牧養得到生命的恢復。

  　 －財務－

2017 年 11 月份財務奉獻收支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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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學路會所購置 本月總計
上月結存 810,489 -1,906,632 892,711 0 0 0 -203,432 
本月收入 1,442,231 458,400 98,600 190,800 236,650 6,941,380 9,368,061 
本月支出 1,267,923 751,452 22,082 190,800 236,650 6,941,380 9,410,287 
本月結存 984,797 -2,199,684 969,229 0 0 0 -245,658 

1. 本月個人奉獻包計 107 包。    
2. 海外開展奉獻累計  4,181,545 元，目標達成率 83.63%。    

　剛得救時，每當來到神的話面前，心中總是滿

了疑問。可是當我看到杜弟兄讀聖經時，好像在

品嘗一盤美味的珍饈！同樣一本書，為何對它的

感受卻有天壤之別。到底我那裏出了問題？

　當我把這疑惑告訴杜弟兄，他對我說：讀聖經

不能用頭腦讀。你若用頭腦讀，愈讀疑惑就愈

多。聖經是神的話，是神的呼出，你必需用『靈』

來接觸神的話，這些話纔能透亮發光。讀聖經要

用禱告的靈，將每句話當作食物細細咀嚼，這樣

神的話纔能進到你的內裏，成為你的構成。

　乍聽這些話時，我覺得『此話甚難』。用靈接

觸神的話、禱讀聖經、將神的話當作食物，我以

前從不知道有這回事。但是每次當看到杜弟兄讀

聖經時，又讓我相信－真有這回事。

　藉由杜弟兄的帶領，我慢慢領會到讀經的箇中

奧秘，對聖經由問號（懷疑），到逗號（接受），

到句號（肯定），到驚嘆號（珍賞）。雖然其中

路程曲折蜿蜒，但神憐憫我，將智慧和啟示的靈

賜給了我，叫我對祂的話不再疑惑、不明，而是

解開透亮。我不僅能明白聖經的話，並且對祂的

話有更多的珍賞。

　杜弟兄是我信主的好榜樣，他是我的屬靈父

親。得救前，他殷勤的將神的福音傳與我；得救

後，他盡心盡力將神的真理教導我；輭弱時，他

加力給我；陷入困境時，他扶持我；當我迷失時，

他為我禱告。是神的憐憫，用杜弟兄的手托住

我，使我今日還能站在這蒙恩的地位上。杜弟兄

雖然安息主懷已二十一年，但對這位屬靈生命的

成全者，我心中滿有無限懷念和感佩！

（704 區　鄭煥生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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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感恩節特會晨興聖言－「真正的召會生活」第 1週，本次信息僅進入第一、二、四、五篇。

　　　「職事文摘」第二卷第四期－行傳十五章中主的作頭和身體的平衡，召會屬靈的憲章。「帖

　　　 撒羅尼迦後書生命讀經」第 5 ～ 6 篇。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12/24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二第三十一課 。

　　 4. 背經進度「帖撒羅尼迦前書」主題及帖前 2:18 ～ 2:20
　帖前 2:18  所以我們有意到你們那裏，我保羅確曾一次兩次要去，只是撒但攔阻了我們。

　帖前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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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前 2:20  因為你們就是我們的榮耀、我們的喜樂。

    1Ts 2:18    Therefore we wanted to come to you, indeed I Paul, both once and again, yet Satan 
                      hindered us.
    1Ts 2:19    For what is our hope or joy or crown of boasting before our Lord Jesus at His coming?
                      Are not even you?
    1Ts 2:20    For you are our glory and 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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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 主日 ) 口創 1:1-5 口太 1:1-2  口太 1:1
12/25( 週一 ) 口創 1:6-23 口太 1:3-7  口太 1:5
12/26( 週二 ) 口創 1:24-31 口太 1:8-17  口太 1:16
12/27( 週三 ) 口創 2:1-9 口太 1:18-25  口太 1:21
12/28( 週四 ) 口創 2:10-25 口太 2:1-23  口太 2:23
12/29( 週五 ) 口創 3:1-13 口太  3:1-6  口太 3:2
12/30( 週六 ) 口創 3:14-24 口太 3:7-17  口太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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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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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5( 週一 )
12/26( 週二 )
12/27( 週三 )
12/28( 週四 )
12/29( 週五 )
12/30( 週六 )

  －報告事項－

　全召會主日集調　時間：2018/1/28（主日）9:30，地點：新市區遠東科技大學體育館。

    安南區開展　
　明年一月將開展安南區，請聖徒提供住安南區可探望的熟門名單。請與蔡雨蒼弟兄（0911-637-
　069）、徐祥瑋弟兄（0973-912-321）聯絡。

　全召會集中禱告事奉聚會　時間：2018/1/2（二）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事務服事　總管：陳韋字弟兄、李宏銘弟兄

　區負責訓練暨姊妹成全展覽聚會　
時間：2018/1/7（主日）15:30~17: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此次由青年照顧區事務服事。

項目 電器 場地佈置 招待 交管 整潔（含廁所）
大區 一大組 一、四 三、九 五、七 八、十五

項目 電器 場地佈置 招待 交管 整潔（含廁所）
大區 一大組 五 八 一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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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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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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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訓練：赴美參加聖徒，及聖徒報名參加各個訓練班別，進入主今時代的說話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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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和宗、

                   黃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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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姿妤。

　兒童：接續兒童福音月的負擔，持續回訪福音家。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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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目標 實際奉獻（截至 12/17） 尚缺款項

18,000,000 元 13,523,309 元 4,476,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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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召會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一〜二章背經會考
　會考時間：12/31（主日），範圍：帖撒羅尼迦前書主題及第一～二章經文。

　結婚聚會
　（桃園市召會）劉琮閔弟兄、（原 1502 區）張婉萱姊妹

　時間：12/30（六）10:00，地點：台中市召會太平會所（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 477 巷 5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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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Android、IOS 及 Windows 序號卡優惠組合，每套 3,000 元供應。李常受文集 1979，特價 1050 元，

　　　優惠至年底。

　二、冬季訓練利未記結晶讀經 MP3 中文、英文、英摘，請向書報室訂購。 
　三、12/29（五）年終盤點，書報室將暫停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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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地點請參閱第四十九期週訊。

　2018 夏季訓練台南青職團報名
參加明年 7/2~7 夏季訓練，台南青職團預計 6/27（三）出發，7/10（二）上午回台，名額 12 人。

團費含報名費約 5 萬 5 千元。洛杉磯進出。欲報名者請與林右庸弟兄聯絡（0968-599-569），並需

先繳機票費（視訂票時報價）。

　新購崇學路會所財務奉獻現況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