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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感恩節特會信息要點

＊全召會集中禱告聚會：1/05（二）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全召會集調特會：1/10（主日）9:20（請儘早停妥車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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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五篇　神的經綸、神的殿、以及神聖啓示的高峰
並基督建造召會作神的殿的路

前言
　我們在第二和第三篇， 看到建造聖殿之各種

材料的內在意義， 現在第四和第五篇， 就要看

為着建造召會作神的殿的路而有之神的行動。

第四篇信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神聖的啓示是

漸進的。這就給我們看見，我們的神不是一個

靜態不動的神，我們的神總是在行動。祂從西

乃山到錫安山的行程，也就是祂從帳幕的召會

生活，往前到殿的召會生活。這樣的行走不是

一個失敗的行走，而是得勝的行程。在第四篇

信息說到三件事，神的經綸、神的殿、以及神

聖啓示的高峰， 這都是相互有關係的。

　第五篇說到基督建造召會作神的殿的路。神

終極要得着的就是殿。召會也就是神經綸的目

標。召會是祂的生機體；是祂的傑作；是祂的

新造；是祂的居所；是祂的家人；是新人；是新婦。

這就是神所要的召會，而這個召會乃是神的殿。

這裏有基督建造召會作神的殿的三條路：神把

祂自己建造到我們裏面；神性與人性的調和；

藉着我們在神聖生命裏長大，以及我們在神聖

生命裏聯結。

真理要點
　第四篇告訴我們， 神聖啟示的高峰，乃是神

成為人，為要使人在生命、性情上（但不在神

格上）成爲神，以產生並建造基督生機的身體，

爲着完成神的經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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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羅十二 4 ～ 5，

啓十一 15，二一 2 ～ 3。）神的經綸就是神的

目的，乃是要把祂自己在祂神聖的三一裏，分

賜到祂所揀選並救贖的人裏面，作他們的生命

和性情，使他們能與祂一樣，好作祂團體的彰

顯（提前一 4，弗一 3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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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要得着神的

殿（基督的身體）作三一神團體的彰顯。神

的殿乃是神永遠經綸的目標（弗三 9，林前三

16，弗二 21 。）神的經綸是要得着充滿了神榮

耀之神的殿，這包含神聖啓示的高峰，就是神

成爲人，爲要使人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成爲

神。（ 約 一 14， 西 一 27， 三 4， 來 二 10， 啓

二一 10 ～ 11、22）。  
　第五篇給我們看見基督建造召會作神的殿的

路。這篇有基督建造召會作神的殿的三條路。

第一條路，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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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二

21 ～ 22。）神在基督裏乃是在我們裏面，要將

祂自己建造到我們裏面，並將我們建造到祂裏

面；這是基督建造神殿的路。（太十六 18，約

二 19 ～ 21。）

　第二條路，就是基督藉着神性與人性的調和，

建造召會作神的殿。（約十四 2 ～ 3、20）。建

造的真正意義，乃是神將祂自己建造到人裏面，

並將人建造到祂自己裏面；這就是神與人的調

和。至終，三一神與蒙救贖的人要調和並建造

成爲一個實體－新耶路撒冷。

　第三條路，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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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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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排聚會的特會－人人來說神的話

　　     －禱告聚會信息－

在神聖生命裏聯結一起。（弗四 15~16，西二

19。）神越加到我們裏面，就越使我們生長；

這就是神使人生長的路，這生長就是建造召會

作神的殿。（林前三 7、16。）

負擔應用
　一、我們要像大衛一樣認識神的心意。神的

心意，就是要得着一個殿，一個家。從亞當開

始一直到大衛，神得着了一個合乎祂心意的人。

大衛摸到了神心頭最深的那一部分，想到神家

的需要。  

　二、我們要讓神建造到我們裏面而建造召會。

基督乃是藉着把祂自己加到我們裏面，在我們

裏面的增添並發展，也藉着在我們裏面的成形

而建造召會。

　三、我們要深深地安家，要停留、住留在主

裏面。為此，需要操練七件事：要留在主的名裏；

更深入進到主的話上；深深地住在基督的死裏；

要留在主的對付裏；要留在我們的環境裏；要

留在交通裏；要留在這個成全的裏面。

（申鉉相弟兄）　

　　        －信息－

　大聚會永遠不能取代小排
　今天晚上我們要說『小排聚會的關鍵』，小

排的關鍵在那裏？這真是一言難盡。但我相信

經過這八、九個月，弟兄姊妹都能領會小排的

重要，不管你在大聚會裏聽過幾千篇道、幾萬

篇道，總不能頂替小排。大聚會永遠不能頂替

小排，因為小排給眾人機會說話。十月上旬我

們有三個特會，說到『完全明白神的話』，『人

人要說神的話』，『聚會來說神的話』，大家

都看見神的心願，非常盼望祂的兒女個個說話。

　作母親的人都知道，孩子生下來，最盼望的

是孩子發出聲音，若是過了六個月，孩子還不

發聲，這可把母親急死了。但是到了有一天，

孩子突然叫了一聲『媽』，這可把母親樂壞了。

她到處對人說，我的孩子會叫媽了！作母親的

人，最喜歡聽孩子講話了，那怕孩子隨便說東

說西，聽在母親耳中，都像音樂那麼好聽！這

是一個很好的比方。

　我們蒙了重生，作了神的兒女，但是我們一

年不說話，兩年不說話，八年不說話，有些人

聚了二十年的會仍舊不說話，這真叫人納悶，

是怎麼一回事阿？你們赦免我，我們推動小排

也快一年了，就是要提倡大家說話，可是還有

許多人就是不說話，都在作『啞吧老兒童』。

 時代已經轉遷，小排是主今日要走的路
　這些可愛的弟兄姊妹，非但不肯說話，甚至

覺得李弟兄真是莫名奇妙，從去年年底回來，

他把我們好好的大聚會改了！參加大聚會聽一

篇長道很舒服，但他把我們都分開了，把我們

八、九個人分到一個家裏去，還一直勸我們、

逼我們說話，我對小排不感興趣，我還是盼望

能彀恢復有大聚會。我說的這些話，是不是各

位弟兄姊妹心裏的話？我實在同情你們，我知

道各位不是業務忙碌，就是職務壓身，要不就

是家務纏身，從週一纏到週六，好不容易到了

主日，就是盼望能到聚會裏鬆散鬆散，坐在聚

會中從從容容的聽人唱詩給我聽，禱告給我聽，

然後讀一點聖經給我聽，最後還聽一篇好道，

這多舒服阿！

　現在李弟兄把大聚會改掉了，叫我們聚小排

聚會，在那裏也沒有會禱告的，也沒有會講道

的，讀經又是甚麼禱讀、重讀、解讀…還逼我

們講，我們也不是幹講道這一行的，也沒有上

過神學，這不是要我們的命麼？這些話你們雖

然沒有說出口，但我不是沒有感覺，我在這一

行裏作醫生已經五十九年了，臨床經驗很豐富，

我看看你們的面孔，聞聞你們的味道，你們的

病在那裏，我都知道了。我不信你們中間有人

會說：我們非常贊成小排，我們響應在小排說

話，我就是不會說，也要走着、唱着來說。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要這樣說，時代已經轉

遷了，主是走路的，今天主要走到這一步。聖

經給我們看得很清楚，五旬節聖靈一降臨，人

一得救，教會一成立，馬上就開始有小排聚會。

他們個個傳耶穌、講耶穌，用耶穌來教訓人。

使徒行傳裏說神的話大大增長，並且得勝。那

時的光景不像今天，我們在臺灣講了三十六年，

神的話在臺灣還不興旺！因為說的不多，聲音

不多，現在大家都要起來說。大家來說神的話，

這是小排聚會的特點。（摘自小排聚會的關鍵 

第二篇三合一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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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基督身體的榮美

　創世記裏，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使人有神的形像來彰顯祂，並有神的權柄來管理地，好作神的代

表。接着神又賜福給人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這說出神的心意不只是要得着亞當和夏娃作祂的

彰顯與代表，更是要得着一班團體的人來完成神的定旨。

　因着撒但破壞的工作，使人經歷幾次的墮落，神只好放棄頭一班受造的人，而從拜偶像的迦勒

底之地呼召亞伯拉罕，使他成為蒙召的族類。並且，神的定旨也不停留在亞伯拉罕這一個人身上，

乃是應許他的後裔要成為大國，成為神在地上團體的見證。從這裏我們再次看見神的心意，就是

要得着一班人在地上彰顯祂、代表祂。到了出埃及記，神照着對雅各的應許，來拯救以色列人脫

離埃及人的奴役，並在曠野中頒賜律法以及啟示帳幕建造的異象，為的是要他們成為一班獨特的

子民，在美地上建立神的國度。從這些舊約的圖畫中，我們看見神何等需要人在地上作祂擴大的

見證與彰顯。而今天這些舊約的圖畫就要藉着召會得以實現。求主憐憫我們，使我們都看見神呼

召我們的目的，不是僅僅叫我們成為一個好人，單個的來彰顯神、代表神，更是要我們來在一起，

有分召會的建造，使神得着一個團體的彰顯。如此纔能滿足神的心意，我們也纔會有真正安息與

滿足。

　這樣的見證，需要藉着我們一同來展覽基督，將祂彰顯表明出來。以弗所書第三章，保羅為召

會求經歷的禱告，要聖徒能被加強到裏面的人裏，使基督能安家在他們心裏，叫他們在愛裏生根

立基，並與眾聖徒一同領略何為那闊、長、高、深。至終，他們就要被充滿，成為神一切的豐滿。

從這裏就看見，聖徒個人對基督的經歷，還需要藉着在團體中的展覽使眾人領略，然後我們纔能

被充滿，成為神豐富的彰顯。

　因此，1/10 的全召會集調特會，實在就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叫我們能聚在一起見證基督身體的

榮美。我們都需要拿起負擔，不僅自己有分於這聚集，也渴望把這蒙恩的機會帶給我們的家人、

朋友，以及許許多多久不聚會的弟兄姊妹。藉着各樣的展覽、見證、會後的愛筵，或是各分區的

出訪相調，讓每個來的人都摸着基督身體的榮美與豐富。盼望在新的一年的起頭，眾人都享受這

樣榮耀的聚集，使台南市召會的見證更剛強明亮，阿們！（服事團）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

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

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詩篇 23 章 4~5
節上）每一天的下午四點半，我就會穿上紅衣，

帶上紅帽，到公園去學走路。公園很大，路是

漫長的。因為中風的關係，我必須重新學習走

路，就像牙牙學語的小孩，每一步都是嶄新的

一步。剛開始一圈都走不完，現在我已可以走

完四圈。

　回首來時路，我雖走過死蔭的幽谷，但因主

耶穌基督與我同在，在同一個身體裏，弟兄姊

妹不斷陪我讀經禱告，讓我享受祂的安慰。復

健的路雖艱辛而漫長，但我知道主的杖與竿時

時撫慰我，只要我願意呼求主名，回到靈裏，

即使困境仍在，主的豐盛筵席，就在我眼前，

享用不盡，源源不絕。（二大區 梁高榮弟兄）

　十幾年前，曾常到公會去聚會，可是並沒有

受浸。失去婚姻後，我離開家鄉北上，也離開

了主。轉而厲害的拜偶像，更作偶像的代言人；

也憑自己的能力打下了一片天，外面雖是光鮮

亮麗的富婆，裏面卻空虛無比。十幾年後，因

投資被朋友倒債，我變得身無分文，那時，我

纔 34 歲，因極其不甘，就回到故鄉台南開火雞

肉飯，咬緊牙關，度過難關，但又被親戚朋友

拖累，陷入困境。妹妹看了很不捨，她已為我

禱告多年。 
　2013 年，正當我傷痕累累，身心疲憊，主來

尋找我，用祂的愛包裹我。藉着弟兄姊妹的接

觸，三、四個月後，我就受浸歸向主。是主沒

有放棄我。這兩年來，我經歷主的光照、醫治、

試煉，祂都陪我安然度過，我的心得着釋放，

主的話語、應許在我的心中生根。因着主豐盛

的恩典，我操練在生活中與人分享這位寶貝的

主，也和聖徒交通、配搭，就有二位朋友得救，

一個員工的全家人得救，家中的老二也歸入主

名。最近一位從公會來的姊妹，藉着我們的傳

輸、禱告，也歸回羊羣。（六大區 陳姊妹）

數算主恩－雖行死蔭幽谷也不遭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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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陳設餅的桌子（三）
　照利未記二十四章九節來看，陳設餅在百姓獻給耶和華的火祭中是至聖的。它表徵信徒對基督

經歷和享受的盈餘，獻給神作祂的滿足。這意思是說，陳設餅乃是神的食物。百姓把它獻給神，

作祂的食物。然而，神使一些餅分出來，帶到聖所裏，擺列並陳設在桌子上。最終，在聖所裏事

奉的祭司就是喫這個餅。

　這件事的意義是說，信徒該天天經歷基督，天天享受基督。然後，他們就該把所經歷、所享受

的基督帶來，獻給神作祂的滿足。神會為祭司保留一部分的食物。然後他們要把這一分陳列在神

面前，並且有分它作他們週週的供應。（摘自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九十一篇）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台南市 台島／國際

1 2 1-2 青少年服事者事奉相調

3 4 5 6 7 8 9 4-9 清晨班禱研背講    5 全召會集中禱告聚會 8 錄影訓練豫備聚會暨長老同工聚會(台北一會所)

10 11 12 13 14 15 16
10 全召會集調特會(成大中正堂)

11-26 各大區錄影訓練　16-17 冬季錄影訓練(假日班)

17 18 19 20 21 22 23
17 全召會腓立比書背經會考(3)　18-23 大專寒假一週訓練

22-24 青少年寒假特會　23-24 冬季錄影訓練(假日班)
18-23 北區夏季現場訓練(台北三會所)

24 25 26 27 28 29 30
27 書報文字交通　29-31 歷屆青少年相調

30 全召會姊妹聚會

31 31 小五六生活園

1 2 3 4 5 6 6 台灣南區眾召會新春集調

7 8 9 10 11 12 13  12-14 國際華語特會(安那翰)

14 15 16 17 18 19 20 19-21 花東台南大專期初特會 15 青年班全時間訓練豫訓

21 22 23 24 25 26 27

2/22-3/6 大專福音節期　21 青少年期初特會

22 大專入住交通　24 長青聖徒集中聚會(1)

27-28 親子健康生活園

23 青年班全時間訓練開訓

24-26 全台同工成全訓練(中調)

28 29  

1 2 3 4 5 三月份 大專福音月　3 日間追求班開訓　5-6青職成全相調 1 壯年班開訓

6 7 8 9 10 11 12 6 全召會腓立比書背經會考(4)

13 14 15 16 17 18 19 13 成全聚會(1)　3/19-20 青少年週末成全(1) 19 全台兒童服事集調(高雄)

20 21 22 23 24 25 26 25 大專成全(1)　26 台語集中展覽福音收割(1)

27 28 29 30 31 30 長青聖徒集中聚會(2)-含醫學講座

1 2 四月份 青少年、青職福音月

3 4 5 6 7 8 9 8 大專成全(2) 8-10 春季ITERO(安那翰)

10 11 12 13 14 15 16 10 成全聚會(2)　16-17 青少年週末成全(2)

17 18 19 20 21 22 23 21-23 全台弟兄事奉集調第一梯(中調)

24 25 26 27 28 29 30
27 長青聖徒集中聚會(3)

4/30-5/1  大專基礎造就

25-27 全台弟兄事奉集調第二梯(中調)

28-30 全台弟兄事奉集調第三梯(中調)

1 2 3 4 5 6 7 五月份 兒童福音月　1 小區特會

8 9 10 11 12 13 14 8 成全聚會(3)　13 大專成全(3)　14 屬靈到家座談交通

15 16 17 18 19 20 21 15 全召會歌羅西書背經會考(1)　21-22 青少年週末成全(3) 20-22 全台教職員相調(台南)

22 23 24 25 26 27 28
22 青少年期中特會

25 長青聖徒集中聚會(4)

23-25 全台照顧者交通

27-30 國殤節特會(華盛頓特區)

29 30 31

1 2 3 4 3-4 國殤節特會信息禱研背講成全(中調)

5 6 7 8 9 10 11 11-12 青少年週末成全(4) 10-12 全台手語特會

12 13 14 15 16 17 18
12 大專集中主日、成全聚會(4)　16 日間追求班期末展覽

17 長青聖徒外出相調　18 全召會福音收割聚會
17 壯年班全時間訓練畢業聚會(中調)

19 20 21 22 23 24 25 25 台語集中展覽福音收割(2) 25 青年班全時間訓練畢業聚會

26 27 28 29 30

1 2 1-3 青少年暑期特會

3 4 5 6 7 8 9 5-9 南台南暑期兒童品格園 4-9 夏季訓練(安那翰)

10 11 12 13 14 15 16 10 全召會歌羅西書背經會考(2) ，青年照顧區集中主日
14-17 亞洲大學聖徒訓練(中調)

15-16 高中一週全時間訓練預訓(台南，暫定)

17 18 19 20 21 22 23
17 裕忠照顧區、北台南照顧區集中主日

23-24 夏季錄影訓練(假日班)

22 夏季錄影訓練預備聚會(台北一會所)

17-23  高中一週全時間訓練(台南，暫定)

24 25 26 27 28 29 30 24 永康照顧區集中主日　30-31 夏季錄影訓練(假日班)

31

1 2 3 4 5 6 8/1-8/12 大專暑假兩週訓練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8-20 北台南暑期兒童品格園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2016上半年度 台南市召會重要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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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結晶讀經訓練
　壹 訓練班別：
  　一、清晨班：
　　　　   時間：1/4（一）～ 1/9（六）6:30~9:30，每天兩篇。
                  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二、假日班（六～主日）：收視 DVD 錄影、信息傳輸、禱研背講。
                   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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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間班（一～六）：收視 DVD 完整錄影信息、禱研背講。
                   時間：1/11 ～ 16，第 1 ～ 6 篇；1/18 ～ 23，第 7 ～ 12 篇，9:00~11:00。 
                   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四、夜間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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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冬季訓練－

　　   各大區配搭事務服事表
時間 電器 場地 招待 交管 整潔 兒童

1/16~17 一大組 四 二、五 六 九、十 訓練學員
1/23~24 三 一、八 七 十一、十三、十六

　渴慕參加安那翰冬夏季訓練，主要有兩個原

因：一是能進入主今時代的說話；二是知道眾

召會的情形和主的行動，而有代禱。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八十五篇開頭的一段話『出

埃及記末十六章是一個試驗，要看看我們是不

是真有心要尋求神的經營。許多基督徒讀過出

埃及記一、兩遍以後，就越過這些章節。他們

喜歡創世記和出埃及記頭幾章的故事，過於喜

歡出埃及記二十五至四十章所記載帳幕及其器

具的所有細節。…帳幕和所有的器具乃是基督

與教會的豫表，它包含了教會生活的許多細

節。…這些章節裏的啟示帶我們進入深處，也

進入基督與教會的細節裏。加拉太書、以弗所

書、腓立比書、歌羅西書，構成新約中神聖啟

示的心臟，這些著作很簡短，卻深不可測。論

到基督與教會高深而奧妙的事，也在出埃及記

末十六章面。因這緣故，我們來看這一段話時，

需要一顆尋求的心。』這次有五千多位聖徒參

加，這說出聖徒們是真心尋求神的經綸。期盼

眾聖徒都能完整的看完每篇信息。

　訓練期間，弟兄們也交通到主今日的行動。

1949 年左右，很多人逃難到台灣，福音就在台

灣慢慢傳開，金燈台一處處的建立。今天歐洲

的難民潮，也是國度的福音傳到回教徒中間絕

佳的時機。我們每一位都可以在這樣的行動裏

有分：禱告、財物奉獻或者前往歐洲開展。（朱

玟蒓姊妹）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

參加冬季訓練聖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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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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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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下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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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107~108 篇。
　（5）背經進度「腓立比書」，腓 3:19~3:21

腓    3:19  他們的結局就是滅亡，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是思
念地上之事的人。

Phil  3:19  Whose end is destruction, whose god is their stomach, and whose glory is in their shame, 
who set their minds on earthly things. 

腓    3:20  我們的國籍乃是在諸天之上，我們也熱切等待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那裡降臨；
Phil  3:20  For our commonwealth exists in the heavens, from which also we eagerly await a Savior, 

the Lord Jesus Christ, 
腓    3:21  祂要按着祂那甚至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動力，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使之

同形於祂榮耀的身體。
Phil 3:21   Who will transfigure the body of our humiliation to be conformed to the body of His 

glory, according to His operation by which He is able even to subject all things to 
Him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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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主日 ) 口創 4:1-26 口太 4:1-11  口太 4:10
1/04( 週一 ) 口創 5:1-32 口太 4:12-25  口太 4:16
1/05( 週二 ) 口創 6:1-22 口太 5:1-4  口太 5:3
1/06( 週三 ) 口創 7:1-8:3 口太 5:5-12  口太 5:11
1/07( 週四 ) 口創 8:4-22 口太 5:13-20  口太 5:20
1/08( 週五 ) 口創 9:1-29 口太 5:21-26  口太 5:25
1/09( 週六 ) 口創 10:1-32 口太 5:27-48  口太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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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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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週一 )
 1/05( 週二 )
 1/06( 週三 )
 1/07( 週四 )
 1/08( 週五 )
 1/09( 週六 )

  －報告事項－

相關報名資訊，

請掃 QR-Code

全召會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1/5（二）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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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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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寒假特會
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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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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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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一同與各地聖徒配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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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的新人中能有兩個完整的家持續接受牧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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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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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每天讀經禱告的生活，人人結果子，建立家聚會，區區青職排，樂於服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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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嘉、蔡仁皓、蔡弘恩、賴一方、陳宗禧、陳彥含、陳敬文、楊加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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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及廣邀福音朋友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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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位（截至12 /30），加強得青職，現況108人，目標是120人。

大專
寒假一週成全 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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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 夏季訓練青職團
行程一已額滿，行程二：出發時間 6/29（三）至溫哥華相調訪問，7/2 至美國，7/4~9 夏季訓練，
7/10 回程，7/12 抵台。欲報名者請與林右庸弟兄聯絡 0910-846-084。

1/10 集調特會
請各小區務必關心邀約人參加集調特會的情形（包含兒童），豫定與會目標為現有聚會人數的
1.7 倍。未達目標者，加緊邀約；已達目標者，得再次探望，加強參加意願，並邀約更多人參加。

聖經之旅
時間：3/31 至 4/9（十天），地點：土耳其及希臘。行程：參觀聖經景點，訪問召會及看望開展聖徒，
費用約 8 萬 8 千元，名額有限。請洽執事室賴錦富弟兄或陳致均弟兄 0930-272-823。
全召會腓立比書第三梯次背經會考
會考時間：1/17（主日），地點：各小區。範圍：腓立比書主題及第三章經文。請各小區於 1/10（主
日）前與執事室確認考試人數，兒童背經進度及會考時間，與全召會同步實施。

結婚聚會
薛弘志弟兄 (703 區）與廖美婷姊妹（701 區） 

時間：1/3（主日）14: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召會點名系統
從今年開始，網路點名系統新增一個項目「送會」。凡聖徒去送會到家餧養小羊者，請勾選「送
會」；凡被餧養的，請勾選「家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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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報優惠：1/10 集調特會（服事時段 8:30~9:30，11:30~12:30）於入口處，請聖徒把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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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