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12.27
 51

二○一五年感恩節特會信息要點

＊全召會集中禱告聚會：2016/1/05（二）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全召會集調特會：2016/1/10（主日）9:20（請盡早停妥車輛，並到會場周圍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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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信者及福音朋友參加。

　　　第二、三篇　聖殿材料的內在意義

前言
　在前一篇中，神拯救祂的百姓，脫離埃及為

奴之地，不是停留在曠野，乃是繼續帶領他們，

至終到達迦南美地。在曠野的時候，神在帳幕

中與他們同在，但在美地，他們在神命定之地

建造了聖殿，這時，神纔有真正的居所，神的

榮耀也得着完滿的彰顯。由此可知，今日的召

會生活，必須要從曠野的帳幕（地方召會），

往前成為美地的聖殿（基督身體的實際），這

兩篇就是要藉着舊約的豫表，使我們知道如何

成為聖殿的材料，來完成神永遠經綸的目標。

真理要點與負擔應用
　壹、建造聖殿所用不同種類的木頭，表徵基

督人性不同方面，也表徵蒙恩得救的罪人必要

經過的過程，好真正在基督裏成為一，而建造

神的居所。

　一、松木，指基督的死以及和基督同死的人。

基督這無罪的為我們成為罪，被釘死在十字架

上，我們受浸就是與祂同死，把一切舊造都埋

葬了，但實際生活中，還要天天不斷地在我們

身上，接受這殺死的工作。每當在家庭生活中

有爭執時，學習不講對錯或理由，誰先願被破

碎，被釘死，勒住自己的舌頭，誰就先享受從

主來的平安喜樂，撒但的詭計就失敗了。

　二、香柏木豫表復活的基督和在復活裏的人。

復活的基礎就是死，大本詩歌 464 首『不死就

不生』，經過死就往下扎根在基督裏，使生命

發旺，多結果子，並滿了汁漿而常發青。我們

若常常配搭在召會生活中各項事奉，就會認識

甚麼是天然幹才和經過死而復活的幹才，摩西

和保羅作了非常好的榜樣。願我們因着被暴露，

產生死而復活的果效，而成為神建造的材料。

　三、橄欖木，豫表在靈裏的基督以及充滿聖

靈的人。我們是蒙揀選的野橄欖，已經逆着性

（己）被接枝到栽種的橄欖樹（基督）上。屬

天生命的汁漿就分賜到我們裏面。而產生撫慰

人的油（羅十一），並且我們也是葡萄樹上的

枝子，要結出葡萄，並產生令人振奮的酒（約

十五），就能如同好撒瑪利亞人，把油和酒倒

在垂死之人的傷處（路十），我們要時時藉着

呼求主，並禱讀主話運用靈，在召會生活中滿

了油和酒，而有真實的建造。

　貳、除了約櫃以外，聖殿裏其餘物件和器具

的大小和數量，比帳幕的都大為擴大。舊約中

耶和華神與人作朋友，和人說話，但不在人裏

面；到了新約，神啟示要建造祂的召會（太

十六），就是祂的身體，祂的擴大。保羅去大

馬色的路上，在異象中領會，他所逼迫呼求主

名的人，就是這位復活升天之基督的擴大，因

此他在以弗所三章為召會求經歷的禱告，要和

眾聖徒一同領略基督的闊、長、高、深，並認

識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使召會被充滿成為神

一切的豐滿。願我們召會生活的實行，能達到

基督豐滿身材的度量。

　參、代上二十八章十四～十五節關於金器，

是按着各樣事奉用的器皿，金子的重量…，都

是按着各種燈臺的用途，這說出對基督多方面

的經歷，以及肢體不同的恩賜和功用，保羅告

訴我們，身體上每個肢體都不可少，各人不單

看重自己的長處，也看重別人的，必須有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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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聚會的成長與繁增 

　　     －禱告聚會信息－

　我們都必須看見，排聚會是包羅一切的，占

召會生活百分之八十以上。一個召會若沒有強

的排聚會，就不會很強。召會的光景和排聚會

有很密切的關係。沒有排聚會，召會就停滯不

前，變得陳舊。在大聚會講信息，多多少少會

幫助聖徒，但若是要召會活潑、新鮮、高昂、

並豐富，我們就必須有照着神命定之路的排聚

會。

排聚會與召會是一
　你應當儘快的把纔生的信徒帶在一起有排聚

會。你若沒有那麼多新人，你可以有小一點的

排聚會，甚至兩、三人也彀了。你如果昨晚給

一個人施浸，但他的妻子尚未受浸，你們中間

兩個人今晚可以去他家與他相聚。他妻子若肯

與你們一起聚會，你們就可以有一次很好的、

只有四人的排聚會。當你得着更多新人時，你

的排聚會可以擴大。

　原則上，有些元素是我們在排聚會中該有的。

我們首先該有交通、代禱、相顧、和牧養。然

後我們應當進一步，藉着彼此教導而受教導、

得成全。要鼓勵或引起彼此的教導，我們可能

需要問合式的問題。人人都有責任，人人也都

必須有自由在排聚會裏藉着互問互答這樣的問

題而施教。這種彼此的教導，結果會使聖徒得

成全。人人教導，也受教導。人人成全，也得

成全。

　此外，你必須推動召會所正在實行的。召會

若正在盡力鼓勵眾聖徒有晨興，並在基督的得

勝裏過日常生活，你在排聚會裏就必須也推動

這些事。你必須幫助在你排聚會裏所有的人實

行晨興，好在基督的得勝裏過日常生活。

　像晨興這樣小小的屬靈操練，益處之大是不

可照你的感覺衡量的。一面說，你在晨興的時

間可能比使徒保羅所經歷的更好。但另一面說，

也可能比一個初信者的更差。但無論是比別人

更好或更差，只要你與主有晨興，就是好的。

食物真正的價值不可由其味道衡量。只要你一

日喫三餐，你就會得着供應。

　我們必須盡可能每日有晨興。我們若沒有十

分鐘，至少能有一點時間接觸主。我們不管多

麼忙碌，每個人在早晨必然能找出半分鐘向主

說話。我們必定會有所得着。我因着時間很少，

所以我有許多這樣的晨興。無論如何，我們絕

不可停止晨興。這是眾聖徒的生命線。

　在排聚會裏，你必須作召會所正在作的。排

聚會應當一直跟從召會的帶領。如果召會正在

鼓勵聖徒出去探訪人傳福音，那麼你也應當在

排聚會推動這個實行。你可以在聚會中要聖徒

的比重和平衡，召會纔會有合式的建造。

　肆、林前三章講到神的建築，用金銀寶石或

木草禾楷，當主再來時，在基督審判臺前，各

人的工程必照着那一種的材料被試驗，或蒙稱

許，或被燒燬。願我們今天接受那靈的檢驗，

不是量多，而是質好，除去一切天然的，那時

纔能耐火而永遠存留。

　伍、聖殿的主要部分是金包木，表徵人被神

包起來，人與神調和，聯結與合併。因着神的

憐憫，我們在神的建造中，不僅是三種木頭，

更要深深浸潤在三一神裏，天天過神人生活，

直到完全被金包裹。

　陸、聖殿的祭壇，鑄海、盆和柱子都是銅作

的，銅表徵神的審判。我們雖然得救，但仍是

在肉體裏的人，必須一直在神的審判底下，藉

着那靈知罪自責，洗去一切消極的事物，在身

體生活中被變化，成為神建造的標記和見證。

　柒、聖殿的石頭表徵基督在變化裏的人性，

和經過變化的基督。我們都是塵土所造，屬土

的，滿了天然，需要被那作石頭的基督所變化，

接受捶打、對付，不可因失敗輭弱而退後，乃

是誇我的輭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而成

為召會建造的活石。

　願我們藉着建造聖殿這異象的啟示，在召會

生活中，經歷基督而被更新、加深、穩固、加力、

加強並擴大，以進入基督身體的實際，一同來

完成神永遠經綸的目標。（馮永祥弟兄）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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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約翰十五章十六節，然後與他們交通到出去

結果子。你若推動這事，十人中會有四人出去

傳福音。以後會有需要推動家聚會，好照顧初

信者，然後需要推動排聚會，好成全他們。

分排聚會，為着擴增
　在排聚會裏，我們絕不可滿意於週週人數相

同。我們或許覺得十五人是很好的排聚會人數，

但我們不該滿足於此。我們必須與排聚會的弟

兄姊妹交通，大家都必須對自己這一排的增長

有負擔。我們可以對一位弟兄說，『在你家附

近有許多在主恢復裏的聖徒。或許你可以去探

訪其中一人，下週把他帶來我們的排聚會。』

　一個十五人的排若在一起聚了幾個月而沒有

甚麼擴增，可能就需要分成兩排。這兩個小排

就會努力得人，並且會增長。有人或許怕這樣

分排會失去一些人。然而，我向你保證，所失

去的與所要得着的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在

你分這十五人時，你必須花兩、三週時間與他

們交通，豫備他們。然後當你將他們分成兩排

時，在兩週內，每一排會有十到十二人。

　排聚會這樣在一起一段時間後，聖徒或許不

願意彼此分開。祖父母都願意他們的兒女、孫

兒與他們永遠在一起。然而，我不在意這個，

我只在意擴展。讓兒女四散罷。這樣，他們就

會生長，建立自己的家，培育家人。不要使你

的兒女同你在一起太久。聖經告訴我們，人結

婚後必須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你應當讓聖徒

去自組家庭，就是說組成他們自己的排。原則

上，一排應當在六個月內，或者至多在一年內

分排。你若這樣實行，就會立即看見增長和擴

增。（摘自神命定之路的操練與實行，第三十

篇）

 －集調特會負擔交通（四）－

　一九四八年，李弟兄在上海釋放一篇信息－『來與去』，當時我的負擔很重。主在馬太十一章

二十八節說，『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必使你們得安息。』接着祂就說，『你們

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太二八 19。）這就是信徒該有的生活，來與去。來時是痛苦的，

去時是喜樂的；來時帶着罪，去時帶着恩典；來時帶着死亡，去時帶着生命；來時兩手空空，去

時豐滿帶着神。不僅如此，來，得救；去，救人。來，蒙恩典；去，傳恩典給人。來，傾倒痛苦

憂愁；去，滿帶歡樂平安。這就是信徒正常的生活－來與去。

　「聖經裏講『去』比講『來』更多。可惜信徒多半注意『來』：『來』到神的寶座前、『來』

聚會、『來』禱告、『來』讀經、『來』得救、『來』受浸 …；卻忽略了『去』：你們要『去』、

『去』傳福音、往普天下『去』、我差遣你們『去』…。以賽亞六章，主說，『我可以差遣誰呢？

誰肯為我們去呢？』（8。）這指明人都不肯去。人願意來、能來的已經很少了，所以去更是沒有人，

可用的更少了。因此我們都要受題醒，不要作『半信徒』，要作『完整的信徒』；不要作一個『來

而不去』的信徒，要作一個『來去』的信徒。」

　再過兩週就是台南市召會 2016 年初集調特會，為着這樣的特會，我們能學習作『來去』的信徒。

首先我們要藉禱告成為『來』的信徒，來到施恩的寶座前，求主在這聚集中多賜下祂的恩典，眾

聖徒同享受主恩的豐滿，藉各專項的展覽使眾人能得供應和鼓勵。不僅如此，我們也要作『去』

的信徒，藉着去邀約我們的親朋好友，同事，同學，久不聚會的弟兄姊妹來到這聚集中。若我們

每位在同心合意裏學習作一個『來去』的信徒，相信主必祝福，能有三千人參加這樣的聚集，也

在聚集中眾人同享主的祝福。正如詩篇 133 篇所說的：『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

等的美！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服事團）

要作『完整的信徒』；要作一個『來去』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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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陳設餅的桌子（二）

　陳設餅的桌子是用皂莢木作的。（二五 23。）皂莢木在這裏表徵基督的人性，這是祂成為我們

筵席的基本成分。出埃及記二十五章二十四節說：『要包上精金。』在基督裏面，祂的人性乃是

給我們享受的基本成分，在祂身上，祂的神性乃是神的彰顯。二十四節也說：『四圍鑲上金牙邊。』

桌子四圍的金牙邊，表徵基督的神性所彰顯的榮耀，成為保守的能力和托住的力量。

　根據二十三節，桌子長二肘，寬一肘。這裏有兩個尺寸的單位，每一個是一平方肘，或二平方肘。

在聖經裏，一這個數字表徵完整的單位、獨一的單位。再者，方形之物表明完全，沒有偏斜或不足。

因此，兩個平方肘表徵基督完滿而全備的生命供應，為要產生一個見證。我們由二十三節曉得，

陳設餅的桌子高一肘半。這表徵這裏的標準能彀達到見證之櫃的標準。作為我們這些事奉神之祭

司滋養的基督，能彀合乎神見證的標準。如果我們對基督的享受沒有達到約櫃高度所表徵的神的

見證，那麼我們的享受就不彀完全，在一些方面有缺欠，並且不彀標準。（摘自出埃及記生命讀

經第九十一篇）

　　    　　　　－福音－

　11 月 28 日第一次以尚未受浸的身份參加福音

聚會，但我已期待成為這個大家庭的一份子。

遼闊的會場，加上大家一起齊聲開口大唱，聽

着周遭的弟兄姊妹所開口唱出來的詩歌，滿是

對於基督的渴望以及信賴，琴聲加上大家的回

音，無限盪漾着我的心。雖然那旋律我不是很

熟悉，但唱過一兩次之後我慢慢發現已融入這

個一。內心千言萬語無法形容，唯有呼喊出：

『哦！主阿！』纔能表達當時的感動。

　聽到兩對夫妻與主的相遇，不禁回想起自己

也是被主重新尋回的小羊，我曾經憤世嫉俗，

曾經怨恨，曾經想毀滅這世上的一切，甚至自

己。直到主向我伸出援手，我纔明白祂給我的

愛並不需要有捨纔有得，只要我大大的張口，

祂就會大大的向我填滿。祂的愛如此地無限，

如此的包容，何其幸運，祂安排我今日走進這

裏，找回我即將熄滅的靈。無法說明的感激、

感動，再一次呼喊：感謝主，阿們！（1502 區

　黃鈺淇姊妹）

　一年多前，初來到台南找工作，卻在住處附

近屢被拒絕；最後，主帶我到距離家中車程

二十五分鐘的地方工作，我便向主禱告：『主

阿，我不要白白來這裏，至少讓我帶一個同事

得救。』工作中，發現有一位同事被排擠，我

就找機會關心他，並常有顧惜或分享基督。他

向我題到他的哥哥也是基督徒，常常積極邀約

他去聚會，雖然有點受聖經的話感動，但因為

看見哥哥得救時遭父親逼迫，就覺得自己為了

家中傳統信仰，絕對不能信主。於是我和姊妹

一起為他的得救禱告。後來，他先離職，我也

因健康的緣故離開公司，但其間若有機會，還

是會藉着通訊軟體彼此聯絡。有一天，他主動

問我信仰的問題，我就約他喫飯，之後再邀約

聖徒一同配搭傳福音。全召會福音聚會時，再

找青職排的同伴和我一起去載他，並陪同聚會。

在聚會中，聽見一位聖徒見證，主的生命醫治

了她的疾病，使她的人生從消極轉為積極。他

也願接受主進到他裏面，使他的生命能被主變

化，就在當天受浸得救了！（901 區　王弟兄）

職場福音 活力配搭結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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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新人得一萬，更大的器皿，更大的祝福！

　如果基督身體全體盡功用的恢復，今天能在召會中實現出來，那主在這世代所能作的工，就無

可限量。今天我們給主的限制，就是在於沒有人人都事奉，只有少數人盡功用。只有大的器皿，

纔能容納大的祝福。若非全體都盡功用，召會這個器皿就還是有漏洞，我們能留住主的祝福就還

是有限。聖徒們，距年底就只剩四天了，我們的目標還未達到，只差一點點。只要每位聖徒都動

一動，一同出去邀約認識的福音對象，在這四天裏各小排再有一次福音聚集，主的祝福就要豐盛

洋溢的傾倒下來。聖徒們，讓我們吸足一口氣，一同拚出目標，豫嘗主的賞賜。

註：聖徒們手上若還有新人受浸資料，務請在年底以前回報給執事室。截至 12/20 台南共得着     

　674 個果子，我們的目標是 700 人。其中青職是 102 人，而青職目標是 120 人。

  冬季結晶讀經訓練
　壹 訓練班別：
  　一、假日班（六～主日）：收視 DVD 錄影、信息傳輸、禱研背講。
                   時間：2016/1/16 ～ 17，第 1 ～ 6 篇；1/23 ～ 24，第 7 ～ 12 篇，14:55~20:30。
                   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二、日間班（一～六）：收視 DVD 完整錄影信息、禱研背講。
                  時間：2016/1/11 ～ 16，第 1 ～ 6 篇；1/18 ～ 23，第 7 ～ 12 篇。 
                  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三、夜間班：2016/1/11（一） ～ 26（二），收視 DVD 完整錄影信息，日期及時段參照下表：

大區 地點 時間 總管 日期
一 青年路會所 20:00~21:30 李永茂、王瓊賢 1/11~15,1/18~22,1/25~26

二 北門路會所
16:00~20:45
19:30~21:30 白家禎 1/10 兩篇

1/11~15,1/18~22

三、四、七、九 裕忠路會所 19:30~21:30 徐弘昌
1/11~15,1/18~22

（1/16,23 參加日間班）
八 仁安路會所 19:30~21:30 鄧耀中 1/11~15,1/18~22,1/25~26
十 崑山會所 19:30~21:30 廖顯宗 1/11~15,1/18~22,1/25~26

十二 佳里區會所 19:30~21:30 繆興亞 1/11~16，1/18~23
十四 新營區會所 19:30~21:10 翁榮聰、賴信翰 1/11~16，1/18~23
十六 鹽行會所 19:30~21:30 鄭博字 1/11~15,1/18~22,1/25~26

貳　奉獻款項：凡報名者應為訓練擺上個人奉獻新臺幣 600 元，即日起請投入奉獻箱內，並註
                             明為『結晶讀經訓練』用。
參　訓練總管：蔡雨蒼弟兄 0911-637-069，黃博文弟兄 0933-348-221

　   四、清晨班：1/4（一）～ 1/8（五），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日期 1/4（6:30~9:30） 1/5（6:30~9:30） 1/6（6:30~9:30） 1/7（6:30~11:05）1/8（6:30~11:05）
篇數 第一～二篇 第三～四篇 第五～六篇 第七～九篇 第十～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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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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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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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08:00~12:00 著白襯衫深色褲、裙

餅杯服事 詹明潔、余承恩 各大區各 3 位青職聖徒 1/10（日）08:00~10:30 著白襯衫深色褲、裙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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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1）晨興聖言「召會作神的殿－神永遠經綸的目標」第 4 ～ 5 週。

　　（2）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主日聚會「真理課程」二級卷三第 27 課上半「在三一神的愛裏經歷並享受神為父」。

　　（4）書報追求 「神內裏的運行與人三部分的救恩」第 5~6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105~106 篇。

　（5）背經進度「腓立比書」，腓 3:16~3:18
腓    3:16  然而，我們無論到了甚麼地步，都當按着那同一規則而行。

Phil  3:16  Nevertheless whereunto we have attained, by the same rule let us walk. 
腓    3:17  弟兄們，你們要一同效法我，你們怎樣以我們為榜樣，也當留意那些這樣行的人。

Phil  3:17  Be imitators together of me, brothers, and observe those who thus walk even as you have
                  us as a pattern. 
腓    3:18  因為有許多人，就是那些我屢次告訴你們，現在又流淚告訴你們的，他們的行事為

                 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

Phil 3:18   For many walk, of whom I have told you often and now tell you even weeping, that they 
                  are the enemies of the cross of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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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 主日 ) 口創 1:1-5 口太 1:1-2  口太 1:2
12/28( 週一 ) 口創 1:6-23 口太 1:3-7  口太 1:6
12/29( 週二 ) 口創 1:24-31 口太 1:8-17  口太 1:16
12/30( 週三 ) 口創 2:1-9 口太 1:18-25  口太 1:23
12/31( 週四 ) 口創 2:10-25 口太 2:1-23  口太 2:11
1/01( 週五 ) 口創 3:1-13 口太 3:1-6  口太 3:4
1/02( 週六 ) 口創 3:14-24 口太 3:7-17  口太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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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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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 週一 )
 12/29( 週二 )
 12/30( 週三 )
 12/31( 週四 )
 1/01( 週五 )
 1/02( 週六 )

  －報告事項－

全召會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2016/1/05（二）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親子健康生活園
時間：2016/2/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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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3（主日）16: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敬請報名家長及服事者務必參加，

以便豫習進入負擔。 
小五六寒假生活園
時間：2016/1/31（主日）9:00 ～ 16:00，地點：大學路會所及成大校園。費用：每人 100 元，

請於 1/17（主日）前向黃雅欣姊妹報名繳費（0933-071-217，shinerdais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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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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晶讀經：聖徒分別時間，參加冬季結晶讀經訓練各班別，進入主今時代的說話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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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位（截至12 /20），加強得青職，現況102人，目標是120人。

青少年寒假特會
日期：2016/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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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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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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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婚聚會
薛弘志弟兄 (703 區）與廖美婷姊妹（701 區）

  時間：2016/1/03（主日）14: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小排繁增豫算
尚未繳交小排明年繁增豫算的小區，請儘速將資料寄至 tnnchv@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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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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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報名資訊，

請掃 QR-Code

小排豫算
資料下載

小排豫算
上網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