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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感恩節特會信息要點

＊全召會集調特會：2016/01/10（主日）9:20（9:00開始入場），地點：成功大學光復
校區中正堂。會中將有專項展覽及召會生活見證，敬請聖徒廣邀親朋好友，久未謀
面聖徒，新人及福音朋友參加，請參閱第四、五頁。

＊人人入排，排排入人，聖別主日：邀約參加各大區年終愛筵聚會，請參閱第六頁。

　　　總題 :召會作神的殿─神永遠經綸的目標

壹　與主一同從帳幕的召會生活，往前到殿的召會生活：
　一　哈巴谷這名字的意義（『擁抱』或『緊緊聯於』）啟示，神在基督裏成了一個人， 來擁抱

　　　我們，得着我們，好使我們能緊緊聯於祂並得着祂；基督已經得着我們，要我們能得着祂，

　　　好使祂能建造到我們裏面，也使我們能建造到祂裏面，成為團體的神人，新人，就是召會 

        作活神的殿（家），神與人相互的住處 ─ 哈一 1，二 2，4 下， 腓三 12 ～ 14，參創四一

　　　51 ～ 52。

　二  神子民的工作、行為和為人，必須符合作神的殿的召會，依照神的設計和樣式 ─ 結四三   

            10 ～ 12。               

　三  帳幕和聖殿豫表召會的兩面 ─ 帳幕豫表神在地上，或在地方上的召會，而聖殿表徵召會作

　　　基督身體的實際；眾地方召會乃是寶貴的手續，將我們帶進那作神經綸榮耀目標之身體的

　　　實際裏 ─ 弗一 22 ～ 23，參啟二一 10 ～ 11。

　四  主在我們裏面，渴望從魂的曠野之帳幕的召會生活，往前到殿的召會生活，有基督在我們

　　　靈裏作美地的實際；我們要進入殿之召會生活的實際，就必須看見約櫃和帳幕的歷史 ─ 來

　　　六 1 上，書三 14 ～ 17，申八 7 ～ 9，弗二 21 ～ 22，西一 12，二 6 ～ 7。

貳　聖殿材料的內在意義：
　一  我們要成為神建造的材料，就需要經歷基督的死、基督的復活、與基督作為那靈 : 
　　1　松木表徵釘十字架的基督 ─ 王上六 15 下，34，參創六 14。

　　2　香柏木表徵復活的基督 — 王上六 9，10 下，15 上，16，36。

　　3　橄欖木表徵變化為賜生命之靈的基督 ─23，31 ～ 33 節，林前十五 45 下。

　　4　真正為着建造召會作神殿的基督徒生活，乃是有釘死並復活的基督作為賜生命的靈建造到

　　　  我們裏面的生活，使我們藉着祂復活的大能被模成祂的死，天天被更新並變化，從榮耀到

              榮耀，好叫祂在召會中得着榮耀 ─ 腓三 10，林後三 18，四 16 ～ 18，弗三 21。

　二  除了約櫃以外，（王上六 19，）聖殿裏其餘物件和器具的大小和數量比帳幕裏的都大為擴

            大；（代下四 1 ～ 8；）這指明基督自己（由約櫃表徵）雖不能擴大，但我們對基督一切豐

           富的經歷，就如殿及其物件和器具所表徵的，都應當大大擴增並擴大，好與祂擴大的彰顯相

           配 ─ 弗三 8，14 ～ 19，腓三 7 ～ 14，參代上二二 14 ～ 19，二九 2 ～ 4。

　三  大衛在神所賜他的異象中，不僅看見器具的大小，也看見器具的重量；器具的大小和重量

           表徵在召會中，對基督經歷的各方面，以及肢體不同的恩賜和功用，都必須有正確的比重和

           平衡 ─ 二八 14。

　四  我們需要謹慎用正確的材料來建造召會作神的殿；在基督審判臺前，各人的工程必然照着

　　 『是那一種的』被試驗 ─ 林前三 12 ～ 17，歌一 10 ～ 11，林後五 9 ～ 11，啟三 8，可十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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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聖殿的主要部分是金包木，表徵人被神包起來 ─ 人與神聯結、調和且合併 ─ 代下三 7，王

            上六 20 ～ 21，30，32，35，七 48 ～ 51。

　六  聖殿的祭壇、鑄海和盆是銅作的，（出二七 1 ～ 8，王上七 23 ～ 40，）聖殿的柱子也是銅

            作的，（15 ～ 22，）銅表徵神的審判。

　七  聖殿的石頭表徵基督在變化裏的人性， 即表徵經過變化的基督 ─ 五 15 ～ 18，六 7， 36，

　　　代上二九 2，代下三 6。

　八  聖經告訴我們，聖殿的建造花了七年半，經無數人的勞苦纔完成；（王上六 1，38，五

　　　13 ～ 16，九 20 ～ 21；）這指明我們對基督的經歷被更新、加深、穩固、加力、加強並擴大，

　　　使我們進入基督身體的實際；這經歷乃是在身體裏『日日』、『漸漸』、『越照越明』之

　　　逐漸的經歷，直到天發亮，晨星在我們心裏出現 ─ 林後四 16，出二三 30，箴四 18，彼後

　　　一 19。

參　神的經綸、神的殿、以及神聖啟示的高峯：
　一  神聖啟示的高峯 ，乃是神成為人，為要使人在生命、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為神，以

　　　產生並建造基督生機的身體，為着完成神的經綸，好結束這個時代，把基督帶回來，建立

　　　祂的國度，並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 ─ 約一 12 ～ 14，約壹三 1 ～ 2，羅八 3，十二 4 ～ 5，

　　　啟十一 15，二一 2 ～ 3，22。

　二  聖經啟示，神的心意乃是要把祂所揀選、救贖、重生的人作成基督的複製，為要得着神的

　　　 殿 ─ 基 督 的 身 體 ─ 作 三 一 神 團 體 的 彰 顯 ─ 約 一 12 ～ 14， 十 二 24， 羅 一 3 ～ 4。 　
三  神的殿乃是神永遠經綸的目標；（弗一 10，三 9，提前一 4，約二 19 ～ 22，林前三 16 ～
　　　17，弗二 21，啟二一 2，22；）神的經綸要得着充滿了神榮耀之神的殿，這包含神聖啟示

　　　的高峯 ，就是神成為人，為要使人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成為神 ─ 約一 14， 西一 27，三 4，

　　　來二 10，啟二一 10 ～ 11，22。

肆　基督建造召會作神的殿的路：
　一  基督乃是將祂自己建造到我們裏面，藉此建造召會作神的殿 ─ 太一 1，十二 23，42， 弗二

　　　21 ～ 22，三 16 ～ 17 上。

　二  基督藉着神性與人性的調和，建造召會作神的殿 ─ 太十二 23，42，十六 18，約二 19 ～
　　　21，十四 2 ～ 3，20，23。

　三  基督建造召會作神的殿，乃是藉着信徒在神聖生命裏的長大，以及他們在神聖生命裏聯結

　　　一起 ─ 弗二 21 ～ 22，四 15 ～ 16，西二 19。

伍　成為神聖奧祕的人，活在神聖奧祕的範圍裏，為着建造神那神聖奧祕的殿： 
　一  三一神自己就是神聖奧祕的範圍；（約十四 10 ～ 11；）第一個神人基督，乃是神聖且奧祕

　　　的人；神聖是在神這一面，奧祕是在人那一面 ─ 提前三 16。

　二  我們可以進入之神聖奧祕的範圍，乃是終極完成之靈與是靈之基督那神聖奧祕的範圍；（約

　　　十四 16 ～ 20；）我們需要進入神聖奧祕的範圍，並成為神聖奧祕範圍的一部分。

　三  每一位信徒都該是神聖奧祕的人，是屬人的，卻神聖的活着 ；（加二 20，林後十 1；）為

　　　着建造神那神聖奧祕的殿 ─ 約二 19 ～ 22。

全台新人得一萬，最後的衝刺，得勝的關鍵　
　

今年新人得 700 人，不只是主給台南的託付，這也是聖徒們共同豫算出來的目標。我們相信

這不是一個難為的福音賽程，能否達到榮耀的目標，關鍵有兩個：一、我們能否堅持最後的一

段路，最後的衝刺；二、能否全體聖徒都動起來。這是一個賽程，也是一場與撒但的爭戰；聖

徒們，你的一份是召會得勝的關鍵。就剩十天了，起來！迫切的禱告，並與同伴加倍的出訪、

邀約福音對象，在小排裏或隨時新增福音聚集。特別是 12/24 晚上是世人的平安夜，邀約人聽

福音相對較容易，盼各大區、小區都能有福音聚會，來收割最關鍵的一批果子。此外，聖徒們

手上若有受浸資料卡，也務請儘快回報給執事室。截至 12/13 台南共得着 664 個果子，我們的

目標是 700 人。其中青職是 100 人，而青職目標是 1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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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聚會為着成全聖徒 

　　    　　  －禱告聚會信息－

成全聖徒
　以弗所四章十一、十二節說，『祂所賜的，

有些是使徒，有些是申言者，有些是傳福音者，

有些是牧人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目的是為

着職事的工作，為着建造基督的身體。』現今

在諸天之上，升天的元首基督賜下了一些使徒、

申言者、傳福音者、以及牧人和教師，為要成

全聖徒。這個成全是為着一件事，意思就是要

以這件事為結果；這個成全的目的乃是為着職

事的工作，也就是為着建造基督的身體。

講說並歌唱詩章、頌辭、和靈歌
　以弗所五章十八節告訴我們，要在靈裏被充

滿。我們這些愛主耶穌、尋求祂定旨、對祂恢

復有負擔的信徒，應當是終日在靈裏被充滿的

人。我們應當被三一神充滿，祂今天對我們乃

是那包羅萬有的靈。我們裏面被充滿，就必定

會從我們靈裏說出話來。

　我們需要在來聚會以前，很早就講說並歌唱

這些詩章、頌辭、和靈歌。甚至在我們家裏，

常常講說並歌唱是很好的。我們若是在靈裏被

充滿，就會有話要發表。小排聚會可能是晚上

七點半開始，但若有一對夫婦在六點左右喫晚

餐的時候開始唱詩，小排聚會就早已經開始了。

這樣的聚會在這對夫婦和別的聖徒一同開車去

聚會時，可以一直的進行着。

　當我到了聚會的地方，如果沒有人先到，我

不該靜坐等別人來。我應當開始說話、禱告、

或唱詩。至少我有一位天使和我在一起，我不

是單獨一人。聖經清楚的說，當彼得從監牢放

出來，往馬利亞家去時，那裏有些人以為那是

他的天使。（徒十二 15。）主耶穌說，甚至在

國度裏的小子也有天使。（太十八 10。）我們

可以藉着講說、讚美並歌唱，很自然的開始排

聚會。

交通、代禱、相顧、和牧養
　新約聖經沒有告訴我們排聚會的細節，但在

我們所題的經文裏，有一些小『窗』，給我們

看見排聚會的實行。這會幫助我們看見古時在

排聚會裏所作的事。我們思考聖經的話，就能

看見，在排聚會裏有很多的交通，彼此的代禱，

互相的照顧和牧養。交通使大家知道彼此的光

景和情形；這會使我們彼此代禱，然後彼此看

望，互相照顧。藉着交通，我們可能發現一位

弟兄出了車禍，於是就為他和他的家人禱告。

我們也會考慮他在財物上的需要，並且有負擔

顧到他健康的需要。這一切都不該形式化，而

該是那靈自然的流露。我盼望從今以後，我們

都能這樣生機的聚排聚會。

彼此教導
　要成全聖徒，就需要在排聚會裏有教導，而

在排聚會裏人人都是教師，不該有特定的教師。

甚至兩週前剛得救的人，也能作一個小教師。

在排聚會裏，運用靈有了一些交通、代禱、相

顧、和牧養之後，一位弟兄可能突然提出問題。

他或許問神的分賜是甚麼。大家的眼光可能轉

向聚會中最年長的人，但最好讓最近得救的人

回答那位弟兄。這給他機會說話。這位初蒙恩

的人或許說，『神的分賜就是祂將自己分賜到

我們的靈裏。』倘若他纔得救一、兩個禮拜，

每個人都會因着他的話受鼓勵。如果有六、七

位說幾分鐘，比一個人說很長更好。這種教導

是豐富的，是包羅一切的。這在許多方面比只

有一人講的聚會好得太多，如果每一個人都說，

眾聖徒就會快樂，眾人就會有學習。這就是眾

人得成全的路。如果有人真是有很高的屬靈認

識和生命的經歷，他或許可以用十分鐘作總結。

　聖徒若是每年來這種聚會四十五次，眾人就

會得着很多的教導。新人會這樣的受成全。不

僅如此，因為這是排聚會，有許多事會作出來。

這種實行纔是交通、代禱、彼此相顧、互相牧

養正確的路，也是彼此教導以成全人正確的路。

執行召會的事奉
　我們若經歷這種聚會的豐富，就會拿起負擔，

出去探訪人，走上神命定之路的第一步。然後

我們必須照顧我們所得的新人。這就是說，排

聚會會擔起召會的事奉。最後，這會使小排聚

會成為召會生活的小影。

（摘自神命定之路的操練與實行，第二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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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陳設餅的桌子（一）
　桌子表徵基督是神祭司的食物，約櫃是為着神的見證，而桌子是為着我們的滋養。不僅神需要

得着一個見證，我們也需要得着滋養。沒有滋養，我們就會飢餓，甚至會死亡。讚美主，我們有

約櫃作神的見證，也有桌子作我們的滋養！

　聖所裏桌子上的陳設餅和曠野裏嗎哪的不同乃是：嗎哪豫表基督作為每天生命的供應，而桌子

表徵基督作為我們每週的供應。因着嗎哪，我們有生命的供應，為着我們的生活；因着桌子，我

們有生命的供應，為着我們的事奉。

　陳設餅的桌子乃是擺設在神面前，也是在帳幕裏面，成為祭司每天生命的供應。（摘自出埃及

記生命讀經第九十篇）

　　    　－集調特會負擔交通（三）－

  歡樂聚集同見證　討神喜悅更蒙恩

　感謝主賞賜我們在台南市蒙恩的人可以一同來作祂榮耀的見證。因着主的憐憫，我們能從永遠

沈淪於火湖的噩運裏得拯救，並且得享永遠生命的豐盛和榮耀的盼望，實在是何等有福，所以願

『愛主的人都來，將你喜樂敞開，甘甜唱着主的奇愛，同到寶座前來。』

　當我們因着自己的需要來信主後，常常思想的是自己的福利平安。但我們越經歷主奇妙的大愛，

我們就越被激勵要愛主、討神的喜悅。正如保羅的見證：『原來基督的愛困迫我們，因我們斷定：

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並且祂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向自己活，乃向那

替他們死而復活者活。』可惜有許多的基督徒不知道甚麼是神的喜悅，以致憑己意事奉，反而惹

動神的忿怒，如該隱的獻祭、亞倫的兒子們獻凡火。特別是我們剛追求過召會末世論：『因為我

們眾人，必要在基督的審判臺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到應得的報應。』

所以我們必須存着敬畏的心來明白甚麼是神的喜悅，纔能有正確的事奉，叫神人同得滿足。

　當神向彼得啟示耶穌是基督、活神的兒子後，耶穌立刻說到：『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

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她。』羅馬書、哥林多前書、以弗所書、歌羅西書也都繼續啟

示基督徒得救後，要同被建造成為基督的身體、神的居所、新人、新婦。所以作基督徒絕不能單

獨、個人的愛主而已，必須在召會裏，作蒙召的會眾一同聚集建造，纔能討神的喜悅。例如以色

列人立起會幕、或建造聖殿時，『當時，雲彩遮蓋會幕，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因着那雲的

緣故，祭司不能站立供職，因為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耶和華的殿。』都證明神的喜悅乃是祂的子

民都能建造在一起。使徒行傳裏也在多處記載：當神的兒女們同心合意的建造一起時，聖靈就充

滿充溢他們，因此『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的復活，眾人也都蒙大恩。』羅馬書十六章更啟示：

當召會建造起來，眾召會在一裏有基督身體的交通，『平安的神快要將撒但踐踏在你們的腳下。』

所以我們要更多的蒙恩、得勝，就要更多有分於眾聖徒的建造。

　不僅如此，當我們要討神的喜悅，我們裏面就會思念基督耶穌裏面所思念的，甚至像祂所說的：

『我為你的家，心裏焦急，如同火燒。』因為今天在台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胞還在黑暗中受

仇敵撒但的轄制，需要我們迫切傳福音，去拯救他們。而我們的大聚集必能展覽豐盛、榮耀的基

督，因此我們要學習約翰福音一章裏腓力向拿但業說：『你來看。』也到處邀請更多聖徒親友鄰

居『來看』我們要展覽的基督。而且會後也可以繼續有愛筵及戶外相調，把他們調進基督身體的

建造裏。

　看見回教世界的紛爭和回教難民湧向歐洲，有更多回教徒因此轉向主的福音，我們就知道主經

綸的大輪正加速的轉動，也因此我們都不能安逸懈怠，反要殷勤拚上為了神家的建造。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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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在召會中，並在

基督耶穌裏，榮耀歸與祂，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服事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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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2016 年初全召會集調特會
時間：1/10（主日）9:20（9:00 入場，請儘早至會場周圍等候），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中正堂。

  集調特會服事注意事項
　　一、總管：羅廣勇、王聖新、黃主賜、洪琮博

　　二、配搭服事表（服事人位請於 12/27 前回報執事室）

服事項目 負責窗口 配搭人數需求 服事時段 備註

場地佈置 徐弘昌、王正輝 四 ~ 十大區各 6 位弟兄

十一 ~ 十六大區各 4 位弟兄
1/9（六）9:00~15:00 姊妹可替補，備有午餐

場地整潔 廖顯宗、王士主 一 ~ 十、十五 ~ 十六大區

各 6 位姊妹
1/9（六）9:00~12:00 帶清潔用具，備有午餐

場地復原 徐弘昌、王正輝 全體大專聖徒 1/10（主日）11:40~13:00 備有午餐

交通引導 林益生、陳瑞淦 一 ~ 三大區各 6 位弟兄 1/10（主日）08:30~12:30 備有午餐

招待服事 邱俊傑、畢凱崴 大專聖徒 50 位 1/10（主日）08:00~12:00 著白襯衫深色褲、裙

餅杯服事 詹明潔、余承恩 每大區各 3 位青職弟兄或姊妹 1/10（主日）08:00~10:30 著白襯衫深色褲、裙

　十二月下旬了，全世界的人們又要慶賀聖

誕。 走 在 街 上， 處 處 可 見 聖 誕 快 樂（Merry 
Christmas）的文字或圖案。聖誕節前夕被稱為

『平安夜』，是普世狂歡的日子。這一夜因着

人們的放縱與狂歡，犯罪事件與意外的悲劇遠

高於其他日子。如此一來，聖誕如何叫人快樂

得起來呢？ 我們要從聖誕的起源與時間，意義，

和對人類的關係作一初步探討。

 耶穌降生的時間爭議 
　聖誕節（Christmas）本意是為記念、慶祝主

耶穌的誕生。大多以十二月二十五日為誕生日，

十二月二十四日則為平安夜（Christmas Eve）。

這節期在第四世紀以前並沒有，可見初期的教

會並不過這樣的節期。而且初起之後，有許多

不同的日期，有一月二日，四月十八日，四月

十九日，五月二十日，和今天全球一致的十二

月二十五日。查考聖經，在路加第二章，我們

知道主耶穌降生的那日，天使向伯利恆城外牧

羊人顯現，宣佈這大好的信息，他們就進到城

內證實了這事。但是巴勒斯坦地從十一月到隔

年三月是隆冬之日，沒有人把羊牧放在外，乃

是放在羊圈內過冬。由此可見，主耶穌不可能

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降生，這是確定的。 
　救主誕生為何定為十二月二十五日呢？此日

前三日就是冬至，就是一年中最短之日。自

二十五日以後，日就漸漸長了。所以，拜太陽

神者在世界各處就以此日為太陽神的誕日。當

日在羅馬地方，就在大戲院演『大娛樂』以記

念。 
　十二月二十五日何以被定為基督誕生日呢？

因為這是羅馬帝國慶祝太陽神的生日。此日為

冬至，一年晝長夜短的開始，象徵光明戰勝黑

暗。羅馬帝國接受基督教作國教後，將此日轉

為慶祝基督的誕生，並引舊約瑪拉基四章二節

基督是『公義的日頭』為證。但我們當知道，

這事實上不是聖經的教訓，也不是屬於基督徒

的節期，而是其他信仰與傳統的習俗。因此，

像加爾文，諾克斯，英美許多清教徒，以及一

些尊崇聖經的基督徒，都不守此節。至於聖誕

節、聖誕老人、聖誕樹等更是荒誕，不是出於

其他宗教的信仰，就是出於人的想法，都不是

聖經所記載或啟示的。 
 聖誕不是用來記念的而是用來傳揚的 

　在聖經路加福音第二章，記載了主耶穌的降

生。當時有天使說：『看哪，我報給你們大喜

的好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

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聖經裏

找不到一處經文要人慶祝所謂的聖誕節或記念

祂的誕生，卻是要人將主耶穌來臨的信息傳揚

出去。因為這信息是關乎萬民，是給全人類的

大喜信息。所以重點不該是過聖誕節，而該是

傳揚耶穌的降生，帶給萬民救恩。 
祂來為甚麼 

　當敬虔的西面在聖殿裏第一次看見嬰孩耶穌

時，他就說：『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萬民面前所豫備的，是啟示外邦人的

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這段話清楚說

出主耶穌來到世上，是豫備給萬民的救恩。使

徒保羅也曾說，『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

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受的。』表

示耶穌的降生，確確定定的目的就是為着拯救

人，成為世人的救恩。（摘自水深之處福音網）

對聖誕節正確的認識



             2015.12.20 6 －神人生活操練表－

進度（1）晨興聖言「召會作神的殿－神永遠經綸的目標」第 2 ～ 3 週。
　　（2）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3 頁。

     （3）主日聚會「真理課程」追求暫停一次。
　　（4）書報追求 「神內裏的運行與人三部分的救恩」第 3~4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103~104 篇。
　（5）背經進度「腓立比書」，腓 3:13~3:15

腓    3:13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取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Phil 3:13   Brothers, I do not account of myself to have laid hold; but one thing I do: Forgetting the 
                  things which are behind and stretching forward to the things which are before, 
腓    3:14  向着標竿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召我向上去得的獎賞。
Phil  3:14  I pursue toward the goal for the prize to which God in Christ Jesus has called me upward. 
腓    3:15  所以我們凡是長成的人，都要思念這事；你們若思念任何別的事，神也必將這事啟
                 示你們。
Phil 3:15   Let us therefore, as many as are full-grown, have this mind; and if in anything you are
                  otherwise minded, this also God will reveal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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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讀經節

12/20( 主日 ) 口亞 10:1-11:17 口啟 22:1  口啟 22:1
12/21( 週一 ) 口亞 12:1-13:9 口啟 22:2  口啟 22:2
12/22( 週二 ) 口亞 14:1-21 口啟 22:3-11  口啟 22:5
12/23( 週三 ) 口瑪 1:1-14 口啟 22:12-15  口啟 22:14
12/24( 週四 ) 口瑪 2:1-17 口啟 22:16-17  口啟 22:17
12/25( 週五 ) 口瑪 3:1-18 口啟 22:18-20  口啟 22:20
12/26( 週六 ) 口瑪 4:1-6 口啟 22:21  口啟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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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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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1( 週一 )
 12/22( 週二 )
 12/23( 週三 )
 12/24( 週四 )
 12/25( 週五 )
 12/26( 週六 )

  －報告事項－

相關報名資訊，

請掃 QR-Code

　2015 各大區年終愛筵聚會時間地點一覽表

大區 日期 時間 地點 大區 日期 時間 地點
二 12/27 主日 09:30 光武里活動中心 十一 12/27 主日 10:00 善化區會所
三 12/27 主日 09:30 大學路會所 十三 12/27 主日 18:00 下營區會所
五 12/27 主日 09:30 古堡街會所 十四 12/27 主日 09:30 新營區會所
六 12/26 週六 17:30 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十五 12/27 主日 10:00 新興路會所
八 12/27 主日 09:30 仁安路會所

親子健康生活園
時間：2/27（六）9:00 ~ 2/28（主日）14: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不住宿） ，參加對象：中班
至國小六年級兒童及家長、服事者。報名截止日：1/3（主日）。費用：每人 350 元。報名窗口： 
黃雅欣姊妹（0933-071-217，shinerdaisy@gmail.com）。請廣邀兒童排裏的兒童及家長參加。

親子健康生活園家長豫備交通
時間：1/3（主日）16: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敬請報名家長及服事者務必參加，以便
豫習進入負擔。 
青少年寒假特會
日期：1/22 日（五）～ 1/24（主日），地點：南投縣水頭山莊（埔里鎮水頭里中正路 71 號）。
參加對象：國高中生、家長、服事者、中學教職員、關心青少年工作之聖徒。費用：1500 元（逾
期加收 100 元）。報名方式：請於 1/3 前報名，費用繳給徐李翠瑩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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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吳紀任弟兄夫婦、周永分弟兄夫婦－歐洲難民潮福音的傳揚，求主記念

　　眾召會起來答應呼召，禱告去、財物去、人去。

    德國：殷宗義弟兄夫婦、陳鼎文弟兄夫婦、鄭詠晨弟兄夫婦、黃榮喜弟兄夫婦－德國三百位聖

　　　　徒已開始禱告，並且配搭動員起來，一同向歐洲難民傳揚福音。
  柬埔寨：吳教安弟兄夫婦－當地聖徒接受成全，有分福音開展，得着平安之子，常存的果子。

　土耳其：簡晨光弟兄夫婦－明年1/1華語新年特會，盼已得救的聖徒以及與會福音朋友能看見

          主恢復的獨特，被異象抓住而奉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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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小排：落實小排三要素，小排活力生活（活力組晨興生活，小排相調生活）。

    福音出訪：與活力伴，各小區或各大區建立週週走出去傳福音接觸人，發福音單張的生活。

    牧養新人：每人有2～3位牧養的小羊，將新人帶到小排生活及參加主日聚會。 
    開展新營：新營區開展，各大區配搭能得平安之子，常存果子；盼望主日聚會人數達100人。

　冬季訓練：12/21～26在美國安那翰舉行冬季訓練，聖徒前往並將水流豐富帶回台南。

　年終愛筵：各大區聖徒邀約新人，久未聚會聖徒及福音朋友參加。

    集調特會：聖徒廣邀親朋好友，久不聚會聖徒及福音朋友參加；各面服事交通與豫備。

　青職：受浸人數達到目標，扎實實行送會到家，區區都有青職排，並成全青職弟兄為區負責。

    大專：新生及新人入住弟兄之家、姊妹之家過團體神人生活；寒假至新人的家家訪。

  青少年：青少年接受負擔，邀約並恢復小羊及福音朋友參加主日聚會。明年一月學測代禱名

單：馮國柱、王重凱、吳新成、李欣惠、林奉全、吳思瀚、甘恆恩、郭介偉、張歆柔、

               柯均侖、王翊碩、潘純聖、郭家瑋、周宇軒、黃彥惟、杜潔恩、顏里蓁、何雅心、黃婉

               婷、戴雙雙、楊宇樂、陳逸婷、王郁馨、李冠勳、曹映榮、熊曼雯、陳以新、黃恩昕、

               李佩諭、黃建富、曾子嘉、蔡仁皓、蔡弘恩、賴一方、陳宗禧、陳彥含。若有遺漏者，

               請來電告知執事室。

   兒童：寒假親子健康生活園，各個兒童排的兒童及家長報名參加。

    －代禱事項－ 

    ＊2015年召會繁增主日聚會目標2100位，小排聚會人數目標1900位，受浸人數目標700位。
　＊全召會受浸人數為664位（截至12 /13），加強得青職，現況100人，目標是120人。

大專
寒假一週成全 時間：2016/1/18~23，地點：裕忠路會所，費用：每人 1000 元， 請向鍾亞倫弟
                          兄報名。（0989-025-820，aaronpeace31@gmail.com ）
青職
2016 年夏季訓練青職團，行程一：2016/6/27~7/12，行程二：6/29~7/11。將先至美國西雅圖和
加拿大溫哥華訪問眾召會，後參加夏季訓練。報名請與林右庸弟兄聯絡（0910-846-084）。

長青聚會
 長青服事者事奉交通　時間：12/29（二）9:30，地點：裕忠路會所長老室。
 長青聖徒集中聚會　時間：12/30（三）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備有愛筵。

全召會台語福音聚會
時間：12/26（六）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會後備有愛筵。此次有嘉義市召會台語排
聖徒同來相調。今年台語福音聚會的目標盼能有 300 位聖徒參加，30 位福音朋友得救。

結婚聚會
薛弘志弟兄 (703 區）與廖美婷姊妹（701 區）

  時間：2016/1/3（主日）14: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書報 
  一、 李常受文集 1977（共 165 篇），其中有 59 篇未曾以單行本印行，特價 1400 元。         
  二、福音機全面升級（16G 進階版）特價 2250 元。

 三、2015 感恩節特會綱要附經文，每本 64 元。
小排繁增豫算
請各小排於 12/20（主日）前完成明年的繁增豫算，並以各小區為單位彙整，將資料寄至
tnnchv@gmail.com，以便彙整全召會的豫算。

財務交通 
  請為各地購置會所共需 150 萬元代禱並記念：日本 100 萬，法國 20 萬，越南及金門 30 萬元。

小排豫算
資料下載

小排豫算
上網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