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會給新人的一封信
親愛的

弟兄/姊妹：

歡迎您成為神家的親人，您不再是客旅，也
不再是外人。
從今天開始，您的身份是神的兒女，您有權
利享受神家中的豐富。藉著享受神的豐富，您
的新生命將逐漸成長。
召會為幫助您生命的成長，一面為您安排一
位照顧者，我們鼓勵您可以經常與他們連絡；
另一面，我們也為您預備了一個月的「話奶」，
我們盼望您每天享受一節聖經。因為神的話是
我們生活的新動力，也是我們走屬天道路的亮
光。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
常與您同在。

高雄市召會長老們同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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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冊盼望能提供您幾項簡易的認識、操練與
訊息，分別如下：
壹、受浸新人應有的認識：
一、您是神的兒女，不是「教友」。
二、您已經永遠得救，現需開始追求生命的
成長。
三、您是在高雄市召會受浸，召會是您的家。
四、聖經是神的話，是屬靈的糧食，供應您
能力，走屬天的道路。
五、聖靈已經內住在您裡面，永遠不會再離
開。

貳、受浸新人應有的操練：
一、每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呼求主耶穌
的名。
二、每週歡迎您參加週間活力排的聚集。
三、每主日勿忘參加召會的聚會。
四、生活中學習享受禱讀聖經的話，每天一
節。
五、生活中學習說感謝的話並遠離惡事，不
叫聖靈憂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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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受浸新人歡迎會：
一、高雄市召會是您的家，我們已經為您預備
一個溫馨的歡迎會：
時間：____月___日____時____分
地點：_________________。
二、您可以帶兩位最好的朋友一同來參加。
他們的姓名是：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三、當天因事須親自處理，不克前來，我可以
用其他時間來參加，
我方便的時間是：________________。

肆、受浸滿月分享會
恭禧您得救滿月！
我們特地為您舉辦一個分享會，
您方便的時間是：
____月____日____時____分，
地點：_________________。

伍、照顧者
您的照顧者是：
_______大區，______________弟兄/姊妹，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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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每日話奶（請註記個人每日所讀的日期）：

一、神的兒女與愛證
□ 月 日 約翰福音三章 16 節：「神愛世
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入
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遠的生命。」
John 3:16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every one who believes into
Him would not perish, but would have eternal life.”

□ 月 日
約翰福音一章 12 節：
「凡接受
祂的，就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
成為神的兒女。」
John 1:12 “But as many as received Him, to them He
gave the authority to become children of God, to those
who believe into His name,”

□ 月 日
羅馬書八章 16 節：
「那靈自己
同我們的靈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Romans 8:16 “The Spirit Himself witnesses with our
spirit that we are children of God.”

□ 月 日
以弗所書二章 19 節：
「這樣，
你們不再是外人和寄居的，乃是聖徒同國之
民，是神家裡的親人。」
Ephesians 2:19 “So then you are no longer strangers
and sojourners, but you are fellow citizens with the
saints and members of the household of God.”

□ 月 日
約翰壹書四章 7 節：
「親愛的，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出於神的；凡愛
弟兄的，都是從神生的，並且認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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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4:7 “Beloved, let us love one another, because
love is of God, and everyone who loves has been
begotten of God and knows God.”

□ 月 日 約翰壹書三章 14 節：
「 我們因
為愛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不愛弟
兄的，仍住在死中。」
1 John 3:14 “We know that we have passed out of
death into life because we love the brothers. He who
does not love abides in death.”

二、呼求主名親近主
□ 月 日
使徒行傳四章 12 節：
「除祂以
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
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Acts 4:12 “And there is salvation in no other, for neither
is there another name under heaven given among men
in which we must be saved.”

□ 月 日
羅馬書十章 12 節下：
「祂對一
切呼求祂的人是豐富的。」
Romans 10:12 “for the same Lord is Lord of all and rich
to all who call upon Him;”

□ 月 日
羅馬書十章 13 節：
「因為凡呼
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Romans 10:13 “For whoever calls upon the name of the
Lord shall be saved.”

□ 月 日
提摩太後書二章 22 節：
「你要
逃避青年人的私慾，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竭
力追求公義、信、愛、和平。」
2 Timothy 2:22 “But flee youthful lusts, and pursue
righteousness, faith, love, peace with those who call on

5

the Lord out of a pure heart.”

□ 月 日
約翰福音七章 37 節：
「耶穌站
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
John 7:37 “Now on the last day, the great day of the
feast, Jesus stood and cried out, saying, If anyone
thirsts, let him come to Me and drink.”

□ 月 日 馬太福音十一章 28 節：
「凡勞
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必使你們得
安息。」
Matthew 11:28 “Come to Me all who toil and are
burdened, and I will give you rest.”

□ 月 日 希伯來書四章 16 節：「所以我
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受
憐憫，得恩典，作應時的幫助。」
Hebrews 4:16 “Let us therefore come forward with
boldness to the throne of grace that we may receive
mercy and find grace for timely help.”

三、基督徒的聚集
□ 月 日
希伯來十章 25 節：
「不可放棄
我們自己的聚集，好像有些人習慣了一樣，」
Hebrews 10:25 “Not abandoning our own assembling
together, as the custom with some is, but exhorting one
another;”

□ 月 日
馬太福音十八章 20 節：
「因為
無論在那裡，有兩三個人被聚集到我的名裡，
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
Matthew 18:20 “For where there are two or three
gathered into My name, there am I in their mid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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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日
馬可福音十六章 9 節上：「在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穌復活了，就先向抹大
拉的馬利亞顯現，」
Mark 16:9 “Now after He had risen early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He appeared first to Mary the
Magdalene,”

□ 月 日
哥林多前書十一章 26 節：
「你
們每逢喫這餅，喝這杯，是宣告主的死，直等
到祂來。」
1 Corinthians 11:26 “For as often as you eat this bread
and drink the cup, you declare the Lord's death until He
comes.”

四、清晨享主話
□ 月 日
詩篇九十篇 14 節：
「求你使我
們在早晨飽得你的慈愛，好叫我們一生歡呼喜
樂。」
Psalm 90:14 “Satisfy us in the morning with Your
lovingkindness that we may give a ringing shout and
rejoice all our days.”

□ 月 日
箴言四章 18 節：
「但義人的途
徑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Proverbs 4:18 “But the path of the righteous is like the
light of dawn, which shines brighter and brighter until
the full day.”

□ 月 日
詩篇一一九篇 105 節：
「你的
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Psalm 119:105 “Your word is a lamp to my feet and a
light to my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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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日
馬太福音四章 4 節：「耶穌卻
回答說，經上記著，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
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Matthew 4:4 “But He answered and said, It is written,
"Man shall not live on bread alone, but on every word
that proceeds out through the mouth of God.''”

□ 月 日
彼得前書二章 2 節：「像纔生
的嬰孩一樣，切慕那純淨的話奶，叫你們靠此
長大，以致得救。」
1 Peter 2:2 “As newborn babes, long for the guileless
milk of the word in order that by it you may grow unto
salvation,”

□ 月 日
歌羅西三章 16 節上：
「當用各
樣的智慧，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你們裡
面。」
Colossians 3:16 “Let the word of Christ dwell in you
richly in all wisdom.”

□ 月 日
提摩太後書三章 15 節：
「並且
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藉著相
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
2 Timothy 3:15 “And that from a babe you have known
the sacred writings, which are able to make you wise
unto salvation through the faith which is in Christ
Jesus.”

□ 月 日
提摩太後書三章 16 節：
「聖經
都是神的呼出，對於教訓、督責、改正、在義
上的教導，都是有益的。」
2 Timothy 3:16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profitable for teaching, for conviction, for correction,
for instruction in righte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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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禱告
□ 月 日
馬太福音二十六章 41 節上：
「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試誘；」
Matthew 26:41 “Watch and pray that you may not
enter into temptation.”

□ 月 日
腓立比四章 6 節：
「應當一無
罣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帶著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Philippians 4:6 “In nothing be anxious, but in
everything, by prayer and petition with thanksgiving,
let your requests be made known to God;”

□ 月 日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 16‐18
節：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
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對你們的旨意。」
1 Thessalonians 5:16~18 “Always rejoice, Unceasingly
pray, In everything give thanks; for this is the will of
God in Christ Jesus for you.”

六、日常生活
□ 月 日
以弗所書四章 26 節 ：「生氣
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Ephesians 4:26 “Be angry, yet do not sin; do not let the
sun go down on your indignation,”

□ 月 日
以弗所書四章 29 節 ：「敗壞
的話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按需要說建造人的
好話，好將恩典供給聽見的人。」
Ephesians 4:29 “Let no corrupt word proceed out of
your mouth, but only that which is good for buildi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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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the need, that it may give grace to those
who hear.”

□ 月 日
以弗所書四章 32 節：
「你們要
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憐，彼此饒恕，正如神在
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
Ephesians 4:32 “And be kind to one another,
tenderhearted, forgiving one another, even as God in
Christ also forgave you.”

柒、附錄
一、生活中常用經文

患難中
□羅馬書五章 3 節：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
我們也是誇耀，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Romans 5:3 “And not only so, but we also boast in our
tribulations, knowing that tribulation produces
endurance;”

□約翰福音十六章 33 節下：「在世上你們有苦
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John 16:33 “In the world you have affliction, but take
courage; I have overcome the world.”

□哥林多後書一章 4 節：
「祂在我們一切的患難
中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自己從神所受的安
慰，安慰那些在各樣患難中的人。」
2 Corinthians 1:4 “Who comforts us in all our affliction
that we may be able to comfort those who are in every
affliction through the comforting with which we
ourselves are comforted by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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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壹書四章 4 節：
「孩子們，你們是出於神
的，並且勝了他們；因為那在你們裡面的，比
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1 John 4:4 “You are of God, little children; and you have
overcome them because greater is He who is in you
than he who is in the world.”

憂慮時
□彼得前書五章 7 節：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
給神，因為祂顧念你們。」
1 Peter 5:7 “Casting all your anxiety on Him because it
matters to Him concerning you.”

病痛中
□哥林多後書四章 16 節：
「所以我們不喪膽，
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壞，我們裡面的人
卻日日在更新。」
2 Corinthians 4:16 “Therefore we do not lose heart; but
though our outer man is decaying, yet our inner man is
being renewed day by day.”

□路加福音五章 31 節：
「耶穌回答他們說，健
康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
Luke 5:31 “And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to them, Those
who are healthy have no need of a physician, but those
who are ill;”

□彼得前書二章 24 節：
「祂在木頭上，在祂的
身體裡，親自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向
罪死了，就得以向義活著；因祂受的鞭傷，你
們便得了醫治。」
1 Peter 2:24 “Who Himself bore up our sins in His body
on the tree, in order that we, having died to sins, m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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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to righteousness; by whose bruise you were
healed.”

犯罪時
□約翰壹書一章 7 節：
「但我們若在光中行，如
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祂兒子耶穌的血
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1 John 1:7 “But if we walk in the light as He is in the
light, we have fellowship with one another, and the
blood of Jesus His Son cleanses us from every sin.”

□約翰壹書一章 9 節：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
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
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1 John 1:9 “If we confess our sins, He is faithful and
righteous to forgive us our sins and cleanse us from all
unrighteousness.”

□啟示錄十二章 11 節：「弟兄們勝過牠，是因
羔羊的血，並因自己所見證的話，他們雖至於
死，也不愛自己的魂生命。」
Revelation 12:11 “And they overcame him because of
the blood of the Lamb and because of the word of their
testimony, and they loved not their soul‐life even unto
death.”

12

二、高雄市召會聚會地點
照顧
區

東
照
顧
區

會所

聚會地點

本和街會所

三民區本和街 155 號

九如路會所

三民區九如一路 807 號地下一
樓

澄和路會所

三民區澄和路 65 號 3 樓

大樹會所

大樹區中興南路 1 巷 28 號

仁武會所

仁武區灣內村仁雄路 10 號

鳥松會所

鳥松區鳥松村鳥松路 9-5 號

旗山會所

旗山區中正路 31 號

美濃會所

美濃區中山路一段 164 巷 39 號

杉林會所

杉林區山仙路 104 號

甲仙會所

甲仙區公園路二街 23 號

六龜會所

六龜區信義巷 24 號

茂林會所

茂林區大津村 89 號

內門會所

內門區南屏路 142 號

左營大路會所 左營區左營大路 99 巷 15 號

西
照
顧
區

果峰街會所

左營區果峰街 9 棟 20 號

翠峰路會所

左營區翠峰路 52 號

富國路會所

左營區富國路 185 號地下一樓

重愛路會所

左營區博愛四路 286 號 4 樓

博愛路會所

三民區博愛一路 287 號 11 樓

大連街會所

三民區大連街 198-2 號 2 樓

大順路會所

鼓山區大順一路 1031 號
地下一樓之 4, 6

新盛街會所

前金區新盛二街 6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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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照
顧
區

河東路會所

前金區河東路 8 號 4 樓

大公路會所

鹽埕區大公路 131 號

錦田路會所

新興區錦田路 20 號 3, 4 樓

同慶路會所

苓雅區凱旋二路 103 巷 56 號

復興路會所

前鎮區復興三路 165 號 4 樓

中山路會所

前鎮區中山二路 55 巷 18 號

瑞興街會所
新富路會所

前鎮區瑞興街 156 號
鳳山區新富路 373 號 2 樓之 1

飛機路會所

小港區飛機路 396 號

曹公路會所

鳳山區曹公路 36 巷 1 號

瑞光街會所

鳳山區瑞光街 30 號

鎮東街會所

鳳山區鎮東街 136 號 8 樓

大寮會所

大寮區內厝路 45 號 2 樓

林園會所

林園區林園北路 495 巷 37 之 2

德民路會所

楠梓區德民路 105,107 號

加昌路會所

楠梓區加昌路 801 巷 22 號

柳橋西路會所 岡山區柳橋西路 38 巷 1 弄 5 號
竹圍東街會所 岡山區竹圍東街 180 號 9 樓
北
照
顧
區

大社會所

大社區金龍路 46 巷 19-13 號

路竹會所

路竹區中山路 712 巷 30 號

阿蓮會所

阿蓮區忠孝路 488 號

湖內會所

湖內區武功街 64 巷 2 號

茄萣會所

茄萣區濱海路 3 段 55 巷 8 號

彌陀會所

彌陀區過港路 3-13 號

梓官會所

梓官區中正六街 2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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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用電話
總執事室 電話：(07)211-5115 轉 201
傳真：(07)215-2215
書報室
電話：(07)241-9323
四、召會網站
www.khhchurch.org.tw
五、個人資料與重要紀念日
姓名：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受浸日期：
受浸地點：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
與你們眾人同在。
（哥林多後書十三章 1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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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心得及生活經歷～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