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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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篇　看見神對召會永遠的定旨，

並將那隱藏在神裏之奧祕的經綸向眾人照明

前言

　以西結書告訴我們，因着聖殿中的偶像，神的

榮耀就逐步退出，離開了殿、城和祂的百姓。兩

千年來，新約中所設立的召會一步步的墮落，如

同啟示錄中亞細亞的七個召會的情形。為着完成

神永遠的定旨，召會必須被恢復並達到神原初的

定命，使神的榮耀充滿召會，並在其中得着彰顯，

每個神的兒女都應該思念神這心頭的願望，並投

身其中。
真理要點

壹、我們要有分於召會的恢復，就需要看

見神對召會永遠的定旨：
　以弗所書三章十、十一節：為要藉着召會，使

諸天界裏執政的、掌權的，現今得知神萬般的智

慧，這是照着祂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所立的永

遠定旨。神堅定的意願就是神在已過的永遠裏，

為着將來的永遠所定的永遠定旨。宇宙的存在，

神格的三個身位，天、地、萬物和三部份人都是

照着神所定的願望而有的。這定旨就是神的計

畫，也稱為神的經綸。祂所計畫的，以及祂正在

運行要完成的，就是召會，召會是神計畫的中心，

也是神經綸的實質。這召會是父神在子基督裏，

憑着那靈，由祂自己藉着與人調和，並重生變化

的人所組成並建造的，是一個團體的身體（器

皿），成為神團體的彰顯。

貳、我們需要『將那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

萬有之神裏的奧祕有何等的經綸，向眾人

照明』：
　這個大綱出自以弗所書三章九節。所說的奧祕

不光是指人所不明白、不知道、隱藏的，更是指

隱藏在神心裏的事。神所創造的宇宙萬有是非常

顯明的，但神創造宇宙的目的卻是一個奧祕，是

人沒有辦法摸着的。召會在新約時代之前是隱藏

的，但新約來到後，就啟示給使徒和申言者，叫

他們知道，神奧秘的經綸，乃是要得着召會作神

的彰顯，要把祂自己在祂神聖的三一裏，就是父

在子裏，藉着靈，分賜到祂所揀選的人裏面，作

他們的生命和性情，使他們能與祂一樣，成為祂

的複製，成為一個生機體，就是基督的身體。保

羅不僅傳基督那追測不盡之豐富為福音，他也傳

隱藏在神裏之奧祕的經綸為福音，要產生召會，

作為神的彰顯，使神得榮耀，而成就神的定旨。

負擔應用

　首先我們要看見召會的內在意義：基督是三一

神的具體化身和彰顯，而召會是基督團體的彰

顯。神永遠的定旨就是要得着一班重生並變化

的人構成召會，並配搭建造在一起成為團體的身

體，是一個能讓神自己作到其中的團體器皿，沒

有任何攙雜、聖品階級、偶像、分裂等等，使召

會成為神所喜悅榮耀的居所。我們不可仍停留在

得救或屬靈之事，必須對神永遠的定旨有正確、

清楚的異象，讓這異象定準我們人生的方向，好

叫我們奔跑不是無定向，鬪拳不是打空氣。

　神的奧祕是在神聖屬靈的範圍裏，必須在神的

靈裏纔能知道神的事，求主賜下智慧和啟示的

靈，使我們充分的認識祂和祂經綸的奧祕，時時

操練靈並活在靈中。將這奧祕作為高品的福音向

新人傳講，緊緊跟隨召會的水流，在團體行動中

叩訪得人，家聚會牧養人，並願意受訓練，被成

全，一同建造基督身體，神的經綸因此得以早日

完成。（馮永祥弟兄）

QR Code 週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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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餧養主的小羊，牧養主的羊 

　用靈接觸人，點活人的靈
　我們的靈是我們接觸神的器官，所以我們接觸

神、敬拜神、享受神，都必須用我們的靈。雖然

這靈好像與我們外面的人無關，可是我們的行事

為人妥當或不妥當，實在說來，都與我們的靈有

關。

　當我們出去開展，和人來往、談話時，若不在

靈裏，就容易闖禍，沒有分寸，不是不及，就是

太過。但我們若活在靈裏，就會莊重、有份量，

說話也能說的得體。

　我們接觸人，和人談話，若不運用我們的靈，

就沒有辦法碰着人的靈。只有我們用靈的時候，

纔能點活別人的靈。

　當我們出去叩門傳福音，傳講『人生的奧祕』，

也是有兩種講法。一種是從靈裏講，可能頭一兩

句還不一定能摸着他的靈，但你在靈裏繼續說下

去，就會摸着他的靈，使他的靈被點活。另一種

是在頭腦裏講，你動頭腦，他也動頭腦，末了就

演變成一場辯論。你應該把他從頭腦裏帶出來，

使他能用靈敬畏神的話，而不是給他許多理論征

服他。這就需要我們一直操練用靈說話，你這樣

用靈，就能摸着別人的靈。

餧養、牧養主的羊
　在約翰二十一章裏，主曾三次問西門彼得是否

愛祂。當彼得回答愛祂的時候，主就囑咐他要

『餧養我的小羊…牧養我的羊…餧養我的羊』。

（15 ～ 17。）主第一次是說餧養。這裏的小羊

是指非常小，剛生下來的小羊。牠還不需要牧

養，只需要餧養，就是用奶餧牠。等到羊長大了，

也能成羣了，就需要牧養。因此，彼得在彼前五

章說，『務要牧養…神的羣羊。』（2。）第三

次主又說到餧養。這給我們看見，並不是成羣的

羊就不需要餧養，牠們仍然需要餧養，需要糧草

的供應。今天的家聚會、排聚會就與餧養、牧養

主的羊有關。

到家聚會中餧養人
　我們去家聚會，若是一起首就想幫助新受浸的

弟兄姊妹過復興得勝的生活，是很不合式的，這

就好像你用大學的課程去教幼稚園的小孩。他只

是一個剛生下來的嬰孩，不懂得甚麼叫復興、得

勝。所以，我們就需要運用靈，和他有一些合式

的談話。但這其中非常有講究，談得不得體，就

誤事了，所以需要非常的注意。

　基本上，初生的嬰孩最需要的就是餧養。從經

歷上說，有時一個剛受浸的人，可能還沒有完全

生出來，我們還得幫忙，把他生出來。有的人聽

了福音受浸了，也會禱告，又有聚會，也讀聖經；

但總覺得還沒有被點活，沒有和神的靈接觸過。

因此，他的得救還是外面的，不是裏面真正的得

救，因為他還沒有活過來。這是按着我們的經歷

說的。

　一個人裏面的靈必須和神的靈有過接觸，纔是

個真正得救的人；若是從來沒有接觸過，就有問

題，我們總得和神的靈有接觸。這是我們去作家

聚會的基要元素。

　每一次我們去和新受浸的弟兄姊妹聚會，都要

碰着他的靈，根據這一點來幫助他。生命課程可

以作我們的憑藉，但不能硬性的使用，要有所斟

酌—是否用其中某一點或某一段能碰着他的靈，

再根據所碰着的靈，給他一點開啟、啟發。一個

人受浸以後要告訴他：『我們裏頭有一個靈；主

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死，作我們的救主，祂從死裏

復活，就成了賜生命的靈，為要住在我們的靈裏。

這樣二靈就相調成為一靈。』務必要向他講這個

重點，開頭他可能是用頭腦聽，但講來講去，就

帶他碰着靈了。這種交通也一定要根據你有這個

經歷。你若沒有和這靈接觸的經歷，就無法這樣

作，但你若有這樣的經歷，你一講他就通了。根

據這個原則，我們去作家聚會，一定要碰着他的

靈，啟發他的靈，點活他的靈。

　接着，我們可以進一步的啟發他，告訴他，我

們需要呼求主，禱告主。禱告不僅是哀求祂，要

祂為我們作甚麼事，禱告乃是一種呼求，呼求主

耶穌。我們這樣的呼求不僅是從口中，乃是從我

們的深處，就是從我們的靈裏呼求。我們的靈是

我們呼求主的源頭，要從靈裏呼求：『哦，主耶

穌！』這樣，我們就會有感覺，裏面不同了，因

為這個呼求使你碰着靈，也使你運用你的靈。

　過幾天，你再去看他，問問他有沒有呼求主，

呼求主有甚麼感覺？然後再進一步摸他的生活。

以打牌為例，問他得救以前是不是喜歡打牌？得

救以後這段時間怎樣？他若是回答，好像得救以

後興趣沒有那麼濃了，你就告訴他，因為你常常

呼求主耶穌，祂會給你感覺，使你不再像以前那

樣喜歡打牌。還不僅如此，你越呼求主，祂會進

一步來摸你的打牌，使你覺得有罪，覺得污穢。

我們根據這個原則來帶領人，這纔是餧養。因此

我們去家聚會，乃是根據我們得救後生命的經

歷，再配上聖經中真理的話語，纔能對新人有合

式的餧養。（牧養主的羊，第十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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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撒羅尼迦前書生命讀經導讀(七)為着召會生活之聖別生活的堅固

壹、本週進度：生命讀經第十三至十四篇，帖撒羅尼迦前書二13至三13。

貳、信息導讀：

　本週我們來看撫育的賞賜以及為着召會生活之

聖別生活的堅固。

撫育的工作與豫防注射

　保羅強調使徒的行事為人，他們的生活和生活

態度；他無意給他們許多的知識，他想要乳養信

徒，顧惜並撫育他們。餧養人和撫育人最好的路，

是給他們一個正確的榜樣。如同在家庭裏，孩子

是藉着效法他們父母的榜樣而長大；因此對初信

者，我們必須學習有九分的餧養和一分的教導。

　保羅在十五節至十七節，也把健康的警告注射

到信徒裏面。這就如同父母照顧孩子，要盡力保

護他們不生病。消極一面，保羅警告信徒要拒絕

熱中猶太教者的侵害；積極一面，他說使徒們是

極其巴望要見初信者的面。保羅表達他深刻的情

感，為要保護信徒，叫他們能愛使徒們，而拒絕

熱中猶太教的人。
得賞賜

　保羅在十九節說，『我們主耶穌基督來臨的時

候，我們在祂面前的盼望、喜樂、或所誇的冠冕

是甚麼？不就是你們嗎？』當主耶穌來的時候，

如果信徒是成熟的，這對於撫育他們的基督工

人，就要成為榮耀、冠冕、和喜樂！

為着信與愛和盼望的鼓勵
　保羅在三章進一步堅固信徒的信與愛和盼望。

在二節，保羅說要打發提摩太去，為着信徒的信

心，堅固並鼓勵他們。對服事初信者有負擔的人，

必須學習注意初信者的信心。使徒曉得初信者在

客觀的信仰上還缺少看見，因此在十節保羅說，

使徒們晝夜懇求，盼望能見他們的面，為要補足

他們信心的缺欠。

　保羅從十一至十二節強調愛心。他首先關切幼

稚信徒的信心，補足他們的信心，接着就要鼓勵

他們的愛心增多洋溢。他知道愛會從他們的信心

湧流出來，這樣，他們就會有在愛裏的生活。

　保羅在十三節總結說，信徒的心得以堅固，無

可指摘，乃是出於信與愛。這自然產生盼望，盼

望我們所信、所愛，親愛的主回來。我們的盼望、

定命、目的地不在地上，而是完全集中於主耶穌

的回來。我們需要撫育初信者的這種生活，堅固

其信心、愛心和盼望。（摘自帖撒羅尼迦前書生

命讀經第十三至十四篇。）

參、復習問題：

一、撫育初信者之基督工人的賞賜為何？

二、為着召會生活之聖別生活，我們要如何堅固

　　並鼓勵初信者的信心、愛心和盼望？

恢復本經文生命讀經 上網登錄

　－歐洲開展－

　願弟兄姊妹平安喜樂：和您們分享在法蘭克福

開展近況。

　這兩週聖經發送，我們在各處宣揚祂的得勝。

『主的話強有力的擴展，而且得勝。』全德國共

發送 31366 本聖經。在法蘭克福配搭的聖徒除了

本地聖徒，還有從美國，瑞士，墨西哥，俄羅斯，

韓國，中國，台灣等各處來的聖徒。藉着禱告及

主的話，同心合意配搭，沒有國籍，沒有語言的

區別，因為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讚美主！在法蘭克福發送的聖經超過八千本，

不只青年人拿聖經，甚至老年人，青少年也拿聖

經。有的人拿到聖經興奮不已，有的人立即翻開

閱讀，也有大學教授肯定這本聖經。還有藉聖經

發送，有些尋求的聖徒開始和我們聚會。相較去

年，人心大大敞開。

　這週我配搭大學校園，為了 BBQ 的邀約，當

天我們從上午七點半一直到下午兩點，在校園廣

發邀請卡，晚上竟來了十位新人。雖然疲累卻大

得激勵。這裏聖徒只有九個家，不僅要照顧已

過得救二百多位的新移民，還要照顧這次福音行

動，敞開的對象。莊稼固多，工人卻少。願主興

起更多的牧者牧養祂的羊。

代禱事項
一、收到聖經的人能打開聖經，閱讀聖經。

二、求主呼召更多的聖徒，移民到法蘭克福配合

　　主牧養的工作。

　　　李景麗姊妹、許惠鳳姊妹、蔡濱如姊妹

  聖徒配搭發送聖經，人心敞開主話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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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親愛所想念的弟兄姊妹們平安喜樂：

『耶和華我們的主阿，你的名在歐洲何其尊大。』

為着已過一個月，主恢復在歐洲的大節期滿了對

主的敬拜！為着祂在歐洲所作，為着祂豐富的說

話，為着祂所傾倒豐沛的祝福，為着祂甜美的

同在，為着祂那身體的一之見證在歐洲重新顯

出…，我們有說不盡的感謝！整體而言，巴黎召

會在這一個月裏，大蒙基督身體之福。主實在擴

大了我們在身體裏相調的度量。

　首先，是九月二十二至二十四日在巴黎的華語

特會，今年華語特會日期特特訂在九月下旬，乃

為使海外來訪聖徒，藉着後續的相調訪問行程，

聯於十月的國際長老暨負責弟兄訓練。因此巴黎

召會也就得着了雙倍的恩典與祝福。

　華語特會的主題和負擔，是接續今年年初在安

那翰的特別特會及在紐約的國殤節特會，將其合

併在一起，因此是二個主題。第一就是『主今

日行動的特別交通』，第二是『認識生命與召

會』。此次特會，人數是空前的，因着海外來訪

的聖徒有一百三十位，因此參與特會的總人數有

三百七十位，來自全球各大洲，眾聖齊聚一堂享

受相調的說話，使我們的愛火再被點燃。對於定

居在歐洲本地的華語聖徒們而言，我們的心眼都

得了開啟，看見主將我們帶到歐洲的目的，就是

要與主恢復的行動合作，在基督身體的擴展中作

主行動的踏腳石，正如使徒行傳十七章二十六節

所說，『祂豫先定準我們的時期，和居住的疆界，

要叫我們尋求神。』我們在這裏，不僅尋求了神，

也同時尋求了神的旨意。

　而對於海外來訪的聖徒，因着親眼看見主恢復

在歐洲的見證，而深深受感，熱切響應主的呼召。

此次特會雖為華語特會，但我們一再強調這特會

只是用華語進行，並非只為着華語的聖徒，乃為

着所有語言的聖徒，相調進入主的說話。特會的

空氣甜美和諧，眾聖徒的分享極其踴躍。

　接着，從九月二十四日中午到十月四日，為着

海外來訪的聖徒，我們有『法、瑞、德』相調訪

問之旅。這為期十一天的旅程帶進了幾方面的祝

福：第一，我們一同在這三個國家探究主恢復的

歷史。一面，進入召會歷史的材料，一面，同讀

職事信息中從召會歷史所有的亮光與啟示，並且

參觀與召會歷史有關的景點，眾聖徒深深受感，

看見在主恢復的路上，每一代總有一些人，他們

願意棄絕召會墮落而跟上主恢復的水流，成為主

行動的踏腳石。第二，藉着訪問法、瑞、德的眾

召會，眾聖徒深深珍賞我們的主乃是奮力活動的

神。儘管歐洲在屬靈的事上多受破壞，但我們的

神是不失敗的神，祂仍然在歐洲各地尋得合祂心

意的人，來延續並加強這恢復的流。第三，在整

個旅程中，眾聖徒在車上、在餐館、在旅遊的過

程中，彼此認識，彼此相調，彼此牧養，發現了

眾召會中許多的榜樣，享受了羊羣的腳蹤，將我

們帶進基督身體相調的生活中。

　詩篇一二六篇一至三節：『當耶和華使那些被

擄的人歸回錫安的時候，我們好像作夢的人。 
那時我們滿口喜笑，滿舌歡呼。那時列國中有

人說，耶和華為他們行了大事。耶和華為我們行

了大事，我們就歡喜。』這是十月五日至七日全

球長老暨負責弟兄訓練的寫照。因着近二年主在

德國的行動，以及全球眾召會眾聖徒的代禱、關

切，因此參與在德國萊比錫舉行的全球長老暨負

責弟兄訓練之人數空前，超過豫估人數的一倍，

近一千九百位弟兄們齊聚一堂，何其甜美。訓練

主題是『召會的恢復』。我們看見儘管召會墮落，

但主的恢復從不失敗，仍舊一再往前。而且，歷

代以來主的恢復乃是逐漸並進步的。十六世紀，

主藉着馬丁路德恢復了因信稱義的真理，以及聖

經的公開。十七世紀，主藉着蓋恩夫人恢復了生

命的交通。十八世紀，主藉摩爾維亞的弟兄們恢

復了身體的生活。十九世紀，主藉着弟兄會，恢

復所有基要的真理，以及弟兄相愛的實際。二十

世紀，主在遠東恢復了召會的立場、見證、行

政、交通與事奉。今日，主要恢復召會的生活、

恢復一的見證。甚至這恢復要達到終極，就是基

督身體的建造、新人在全地的顯出以及新婦的豫

備完成。何等感謝主！三十年前在歐洲被仇敵所

破壞的一與同心合意，今日恢復回來了！我們在

歐洲這裏的開展，不僅是為着人數的繁增，生命

的長大，更是為着恢復基督身體一的見證。整個

訓練，和諧甜美，話語剛強豐富，分享踴躍並熱

切。我們真能宣告基督身體的一與同心合意的見

證已經回到了歐洲！！

　十月八日至十三日，在全歐洲有二十幾個相調

訪問團，藉不同的路線而有普及全歐洲的相調訪

問之旅，其中有近四十位的海外弟兄姊妹們一同

訪問法國眾召會。經過史特拉斯堡、底耶普而來

到巴黎。在這相調訪問之旅中，聖徒們一同進入

了主的恢復在法語世界的歷史，深受感動。也親

耶和華我們的主阿，你的名在歐洲何其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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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見主在法國得着了一班不僅重生得救，甚至

向主和祂的真理極其敞開，熱切愛主和主恢復的

眾聖徒。尤其在底耶普的召會，我們看見他們的

喜樂，也聽見他們的見證，關於他們如何脫離宗

派，如何得着並珍賞職事書報，而向主這職事的

說話敞開。至終，調進整個基督的身體裏，同作

一的見證；眾聖徒深得激勵，對於主在法國的往

前深具信心。　　

　在這相調訪問的旅程中，我們在每一個地方都

分別出一段時間，在人羣集聚的據點分送聖經，

這是整個相調訪問之旅的高峯。來訪聖徒與本地

聖徒一同配搭分成許多隊，在各城市各校園附近

分送聖經。親眼看見主在法國實在豫備許多的平

安之子，向真理和聖經是敞開的。主賜給祂恢復

的召會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同時，全

球聖徒與本地聖徒配搭在一起，同心合意傳揚福

音，這個光景使世人信服。同時本地聖徒也深受

來訪聖徒的激勵，看見他們靈裏焚燒，迫切傳揚，

他們的靈也激動了我們。同時，我們再次印證歐

洲需要神聖的真理，歐洲青年人需要看見神聖的

實際，使他們能有分基督與召會，經歷生命與建

造。我們也確信『然而神能照着運行在我們裏面

的大能，極其充盈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

想的；』（弗三 20）

　十月十四日至十五日，為全歐洲九處同步進行

的區域性特會。我們接續主在萊比錫全球長老暨

負責弟兄訓練的主題負擔，繼續說話。此次特會

在法語世界，原本只在巴黎舉行，但因參加人數

超過豫估，又找不到合適的場地，因此分在二地

進行，就是巴黎與布魯塞爾，二處特會總人數近

五百位。眾聖徒對於主的恢復，特別是主今日的

恢復，也就是主終極的恢復，深受震動。看見今

日主不只要帶進召會的恢復，更要帶進召會生活

的恢復。眾聖徒不僅在一個立場上一同聚集，更

要恢復召會生活成為基督在眾聖徒裏面團體的活

出。甚至眾聖徒對於今日主給我們的託付－豫備

新婦－極有負擔。感謝主！每一場聚集的分享，

都是十分踴躍，用各種語言來釋放他們所摸着的

負擔。主不只祝福在巴黎及布魯塞爾的特會，更

祝福了全歐洲，九處特會的總人數近五千人，為

着祂得勝的見證感謝主不盡。

　此次在巴黎的特會，使我們大得鼓勵的是，有

更多法語聖徒調進整個配搭服事當中，甚至因着

從法語世界赴德參加訓練的弟兄們約四十位，因

此回來後，也加強了法語區域特會中相調的說

話。同時，也有許多尋求真理的法國人加入特會

中。主將更多的法國人帶進祂裏面，也帶進祂的

恢復裏面。在此次的特會中，雖有諸多的打岔，

仍然看見主的得勝。深覺這是一場屬靈的爭戰，

主要建造祂的召會，這是陰間的門不能勝過的。

因此，主的同在與祂剛強的說話，勝過了一切的

打岔。基督得勝！

　巴黎召會的聖徒們在這整個月的節期中，以

一百人過召會生活的度量，要服事近七百人次的

訪問者，實在是遠超我們的度量。但感謝聖徒們

全力以赴，同心合意，越過越長到元首基督裏而

同盡功用，這使我們大得安慰，相信主正在建立

巴黎召會祭司體系的事奉。

　為着台南召會所差來的五十多位的弟兄姊妹，

來到歐洲扶持主在歐洲的見證，我們也十分感

恩。願主記念你們的腳蹤。也盼望藉着這樣的訪

問，弟兄姊妹們能更具體的為主在歐洲的往前行

動繼續代禱。再次謝謝你們。

　　　　　　　　基督的家奴　　　　陳  洵
　　　　　　　　你們的同夥　　　　

　　         　　　　　　　於法國巴黎寄寓

　－歐洲之行－

　以西結書四十章四節『那人對我說，人子阿，

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聽，並要

放在心上；因為我帶你到這裏來，目的是要使你

看見；凡你所看見的，你都要告訴以色列家。』

　感謝主叫我能有分於九月二十二日至十月十日

的法瑞德相調之旅。已過我是個小信的人，喜歡

過安逸的生活，但因跟隨服事者帶領與受到同伴

的激勵，我也渴慕有分海外相調。出發前，同伴

題醒我要將身心靈敞開，與眾聖徒有交通，因為

主的說話有時候會顯明在基督的肢體上，因此我

也豫備好自己－要用眼看基督的身體，用耳聽基

督的身體，並且將所看見、所聽見的，放在心上。

　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我們來到法國巴黎，

進入巴黎華語特會信息。這兩日我看見當地聖徒

忙碌殷勤的服事我們，實在是珍賞他們。

用眼看，用耳聽，並要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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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召會的恢復」晨興聖言第 2 週，「職事文摘」第二卷第三期－神恢復的工作，對今日基

　　　 督徒中間之情形該有的態度。「帖撒羅尼迦前書生命讀經」第 13 ～ 14 篇。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10/29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二第二十六課上。

　　 4. 背經進度「帖撒羅尼迦前書」主題及帖前 1:4 ～ 6
　帖前 1:4　 蒙神所愛的弟兄們，我們知道你們是蒙揀選的，

　帖前 1:5     因為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裏，不僅在於言語，也在於能力和聖靈，並充足的確信，

                      正如你們知道，我們在你們中間，為你們的緣故是怎樣為人。

　帖前 1:6    並且你們在大患難之中，帶着聖靈的喜樂，領受了主的話，就效法我們，也效法了

                     主，

    1Ts 1:4      Knowing, brothers, beloved of God, your selection;
    1Ts 1:5      For our gospel did not come to you in word only, but also in power and in the Holy Spirit 
                      and in much assurance, even as you know what kind of men we were among you for your 
                      sake.
   1Ts 1:6   And you became imitators of us and of the Lord, having received the word in much
                      affliction with joy of the Holy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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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9( 主日 ) 口但 11:1-19 口啟 3:10-13  口啟 3:12
10/30( 週一 ) 口但 11:20-45 口啟 3:14-18  口啟 3:18
10/31( 週二 ) 口但 12:1-13 口啟 3:19-22  口啟 3:20
11/01( 週三 ) 口何 1:1-11 口啟 4:1-5  口啟 4:5
11/02( 週四 ) 口何 2:1-23 口啟 4:6-7  口啟 4:6
11/03( 週五 ) 口何 3:1-4:19 口啟 4:8-11  口啟 4:11
11/04( 週六 ) 口何 5:1-15 口啟 5:1-6  口啟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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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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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 週一 )
10/31( 週二 )
11/01( 週三 )
11/02( 週四 )
11/03( 週五 )
11/04( 週六 )

　（接續上頁）歐洲的需要是大的。里昂召會說：

『歡迎來里昂配搭服事！』巴黎召會說：『來法

國牧養聖徒。』柏恩召會說：『我們需要幫助！』

法蘭克福召會說：『請為我們代禱！』我從來沒

有想過要去衣索比亞或者南非，但因為這次相調

行程中看見並聽見非洲聖徒的交通，我也要去非

洲！出去的目的不是為着當地的風景或食物，我

們乃是要找着在主生命恢復道路上的人，並與他

們聯調、真實的建造在一起。

（701 區　李文芹姊妹）（待續）
德國海德堡大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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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八國際華語特會
一、時間：2018/2/16（五）12:30 入場 ~2/18（主日）11:30。 
二、地點：南港展覽館（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 號）。 
三、報名：特會需憑票入場，按區域入座，請於 11/30 前儘速向執事室賴錦富弟兄報名繳費。

四、費用：特會奉獻款 100 元 / 人，車費 800 元 / 人。住宿：富信大飯店台北旗艦館，目前只有

　　　　　二人房 3,150 元 / 一晚，可加一床（每晚 950 元），以報名繳費為優先安排。

第四梯次姊妹集調
時間：11/2（四）~11/4（六），發車時間及地點：14:00，裕忠路會所，車長：潘靜雯姊妹（手機：

0919-055-552）。

全召會青職聖徒主日集中聚會
　時間：11/5（主日）9:30~11: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請帶菜、甜點或水果，會後愛筵相調。

　大專期中特會
時間：11/18（六）8:00~11/19（主日）17:00，地點：救國團曾文青年活動中心。費用：1,000 元（第

一次參加優惠 500 元），請向大專服事者潘靜雯姊妹（手機：0919-055-552）報名繳費。

　全召會帖撒羅尼迦前書背經會考
　將於 12/31 舉行，試題範圍是主題及第一、二章，會考當日請於主日聚會後團體會考方式進行，

　聖徒交互批改計分後，於隔週主日前交執事室以便核發獎勵書券，會考通啟隨週訊發至各區。

　結婚聚會　（西螺鎮召會）蘇惠宗弟兄與（704 區陳進雄弟兄之女）陳恩加姊妹

　時間：11/4（六）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書報

   一、2018 信徒日誌，定價 80 元，特價 65 元。2018 福音月曆，定價 160 元，特價 120 元，請於

             10/30（一）前向書報室豫約。

　 二、書報優惠價：福音機 2,250 元，十二籃 780 元，牧養材料一套 200 元，優惠至 11/4。

　 三、帖撒羅尼迦前書背經卡，每張 10 元，請向書報室購買。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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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

法國：1.巴黎召會帶進活力排的實行，建立福家排區的架構。2.史特拉斯堡的開展得加強。

　德國：1.五萬本德文恢復本聖經發放，使主能得着青年人，並得着5000位德語尋求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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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月福饗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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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職：青職聖徒落實青職特會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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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穩固在召會生活中禱告（初信餧養25位新人，期中特會60位新人參加）。

    青少年：青少年能成為校園及區裏的福音種子，為主傳揚福音。

　兒童：十一月全召會兒童福音月，能有150家打開，1000兒童就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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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