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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訓練假日班：1/16~17，1/23~24（六～日），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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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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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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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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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 600 元，請註明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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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服事表如下）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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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小排生活成全聚會　時間：1/30（六）19:30 ～ 21: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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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寒假一週成全　時間：1/18~23，地點：裕忠路會所。請鼓勵家中及社區大專聖徒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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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息聚會　鄭金龍弟兄（704區）時間：1/17（主日）13:00，地點：台南市立殯儀館懷悌廳。
　書報
     中文基本訂戶第四十七梯次第五次發書－話語的供應與召會的擴增，唱詩人第八卷第三期及晨
　   興聖言：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五）、（六），已發至各小區。
　關於點名系統送會到家勾點交通
　 從今年起，召會點名系統中的家聚會是指被餧養的人。
　 送會到家的母羊，要勾點送會到家，把送會到家這個選項打勾，才會出現在點名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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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1）晨興聖言「出埃及記結晶讀經 (三 )」第 1 週。
　　（2）書報追求 「神救恩裏的變化與模成」第 1~2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109~110 篇。

　（3）背經進度「腓立比書」，腓 4:1~4:3
腓    4:1  所以，我所親愛所切慕的弟兄們，我的喜樂和冠冕─親愛的，你們要這樣在主裏站

立得住。
Phil  4:1    So then, my brothers, beloved and longed for, my joy and crown, in the same way stand 

firm in the Lord, beloved. 
 腓     4:2   我勸友歐底亞，也勸循都基，要在主裏思念相同的事。
Phil  4:2     I exhort Euodias, and I exhort Syntyche, to think the same thing in the Lord. 
腓    4:3    是的，我也求你這真實同負一軛的，幫助她們；她們在福音上曾與我和革利免、並
                 我其餘的同工一同努力，他們的名字都在生命冊上。
Phil  4:3    Yes, I ask you also, genuine yokefellow, assist them, since they contended with me in the 
                 gospel, as well as with Clement and the rest of my fellow workers, whose names are in
                  the book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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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主日 ) 口創 11:1-32 口太 6:1-8  口太 6:8
1/11( 週一 ) 口創 12:1-20 口太 6:9-18  口太 6:10
1/12( 週二 ) 口創 13:1-18 口太 6:19-34  口太 6:22
1/13( 週三 ) 口創 14:1-24 口太 7:1-12  口太 7:8
1/14( 週四 ) 口創 15:1-21 口太 7:13-29  口太 7:24
1/15( 週五 ) 口創 16:1-16 口太 8:1-13  口太 8:2
1/16( 週六 ) 口創 17:1-27 口太 8:14-22  口太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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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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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週一 )
 1/12( 週二 )
 1/13( 週三 )
 1/14( 週四 )
 1/15( 週五 )
 1/16( 週六 )

  全地
　法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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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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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排力量傳福音並托住現有聖徒、久不聚會聖徒及新人；人人盡功用、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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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德開展：開展仁德區，受浸40位，新增一個小區，主日聚會人數達10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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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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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廷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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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面的交通與豫備；國小五六年級寒假生活園的報名及豫備。

    －代禱事項－ 

＊2016年全召會主日人數目標：2000人，小排聚會人數目標：1800人，得人目標：受浸7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