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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冬季訓練信息要點

＊加強小排生活成全：1/31 （主日）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台灣南區眾召會新春特會：2/6（六）８:20，地點：高雄展覽館，敬請聖徒踴躍報名，

詳情請見第六版。
＊全召會主日集中擘餅相調特會：2/7（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第二篇　遮罪蓋—平息處

前言
　出埃及記後十六章記載會幕及其相關器物，
乃是基督與召會的豫表。冬訓第一篇說到約櫃
是第一項器物，豫表基督作神的具體化身，是
三一神與祂的子民同在，爲着在地上建立祂的
國。第二篇論到約櫃上面的遮罪蓋。在遮罪日
時，祭司將祭壇上祭牲的血灑在遮罪蓋上面，
罪人的光景因此得着遮蓋，人與神之間的難處
也得到平息；神與人就可以相會交通。因此遮
罪蓋在羅馬書就譯為平息處。這些都是豫表基
督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流血捨命，满足了遮罪蓋
下法版之神公義聖别要求，也满足了遮罪蓋上
之                   榮耀的要求。如此，基督平息了我們與
神之間因罪帶來的難處，祂就是平息的祭物，
祂自己也成為平息處。而平息處乃是希伯來書
所說的施恩寶座；在那裏，就是在基督自己這
人位身上，神寬恕憐憫人，而向人施恩。如今，
施恩寶座就在我們靈裏。這是何等的恩典 ! 遮
罪蓋、平息處及施恩座都是豫表基督，也是本
篇的三個重點。  

　真理要點
　一、約櫃的蓋，希伯來文的字根意『遮蓋』；
新約將這字譯作 hilasterion，希拉斯特利昂，
意即平息的地方。保羅在羅馬書用這字說明約
櫃上的座（蓋），豫表基督乃是神擺出的平息
處。此外，新約還用兩個與其同源的字，說到
基督為人除罪，平息人與神之間的關係：一個
是 hilaskomai，希拉斯哥邁，指成就平息的作為，
使我們與神和好。另一個是 hilasmos，希拉斯模
斯，指平息的祭物。基督為我們的罪成就了平
息，如此祂就成了平息的祭物，也就作了我們
在神面前得享平息，並神向我們施恩的地方。 
　二、在舊約，約櫃上的遮罪蓋隱藏在至聖所
裏；在新約，基督作為平息處，即遮罪蓋的實際，
是公開向一切的人擺出。約櫃是神與祂子民相
會的地方，約櫃裏放着約版，暴露並定罪來接
觸神之人的罪；然而，藉着約櫃的蓋，連同灑

在其上遮罪的血，罪人的整個光景就完全得着
遮蓋。因此神能在這遮罪蓋上，與百姓相會，
即使在那載着神的榮耀之　　　　　  的注視下，在行
政上也絲毫不抵觸祂的公義。
　三、如此就平息了人與神之間的難處，使神
能寬恕、憐憫人，而向人施恩。 基督作神的羔
羊，為我們的罪成就了平息，如此祂就成了平
息的祭物，也就作了我們在神面前得享平息，
並神向我們施恩的地方，就是約櫃的蓋所豫表
的。
　四、因此，平息處等於神施恩的寶座；這施
恩的寶座，實際上就是基督自己，在二           中
間登寶座，並住在我們靈裏。 
　五、遮罪蓋上的                  指明基督彰顯神的榮

耀。 是錘出來的，指明基督彰顯神的榮
耀，乃是藉着受苦。而神在遮罪蓋上二               

中間與祂的子民相會，並向他們說話，表徵神
在成就平息的基督裏，並基督所彰顯的榮耀中，
與我們相會，向我們說話。
　六、因此，遮罪蓋連同在遮罪日灑在蓋上祭
牲的血，描繪在人性裏救贖的基督（同祂法理
的救贖），以及在神性裏照耀的基督（同祂生
機的救恩），是墮落的罪人能與神相會，並聽
祂說話的地方，藉此他們就被那作為恩典的神
所灌注，並從祂領受異象、啟示和指示，以支
配他們的日常生活。 

　　　　　　　 負擔應用
　一、願意花時間與主同在，認識祂的寶血和
照耀的榮耀，讓主自己更多注入到我們裏面，
使我們能活基督，顯大基督。                                                                                               
　二、享受神的注入，摸着神的榮耀，並在神
的榮耀之引導下行事為人，忠信地傳福音、牧
養人，成為最有意義的基督徒。

　三、 是錘出來的，指明基督彰顯神的榮
耀乃是藉着受苦，我們也要操練有受苦的心志，
願意背負主終極恢復的時代見證，真實有分於
神建造的完成。（戴冠璋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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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排傳福音接觸人

 小排在『攻』一面的功用—家家傳福音
　小排一面可以托住現有的聖徒，一面可以挽

回久不聚會的。然而，召會的擴增與開展，不

能僅僅在『守』勢裏進行，還必須有『攻』勢

的一面。這『攻』的一面，就是挨家挨戶傳福

音。藉着生命的餧養、真理的傳揚，我們可以

托住並挽回弟兄姊妹。然而，當我們看看周圍，

還有許許多多沒有信主的親戚、朋友、鄰舍，

我們不能沒有感覺。臺北這城市就像個大漁場，

在這個大漁場裏，有許多沒有信主的大魚、小

魚；他們就是我們的對象，我們作工的目標。

所以，我們不僅要守住現有的弟兄姊妹，更要

進攻去得着那些還沒有信主的福音朋友，叫他

們能認識福音，得着主救恩的好處。

 越傳越有動力，越有話
　或許有的弟兄姊妹會說，『我聚會很不正常，

現在能參加小排聚會，已經是很大的恩典了，

怎麼還能去進攻呢？』照着我們已過的經驗，

我們發覺越要保持生命正常，就越需要有一個

『動』的力量，需要有一個往前的光景。我們

越守住所有的就越沒有，越想要保持就越漏掉。

然而，當我們憑着信心出去，為主傳講的時候；

很奇妙，主就與我們同在，我們的靈就興起來

了。我們越出去，裏面的人越動起來；越出去，

裏面越有話。相信我們許多人都有這個經歷。

已過我們看見人穿着福音背心，心裏都會畏懼，

也覺得難為情。等到有一天，我們自己把福音

背心穿起來，奇妙的是，靈就來了，膽量、感覺、

話也來了。這說明當我們出去時，主的靈就與

我們同在。

　我們要看見小排不僅要有黏力，更要有動力。

這個黏力是藉着我們的愛、照顧、關懷，把現

有的弟兄姊妹聯起來。然而只有這個不彀，還

需要有一個動力；好像人的身體，不只需要喫

飯、休息，還需要有運動。運動能保持我們身

體上的細胞持續的健康，並且不斷的繁殖。在

我們的小排聚集裏，傳福音的確有這個效力，

能保守每一個人活在正常的屬靈光景裏，而滿

有生命的動力。

　在使徒行傳裏，經綸的靈乃是為着神的經綸。

所以，你若要經歷經綸的靈，就必須在神的行

動裏。若是你不在這個行動裏，就沒有資格支

取那降下並澆灌的靈。這個看見實在太寶貝了。

我們都願意經歷主，願意生活有能力，也都願

意作主的見證人，但這要怎麼樣纔能達到呢？

乃是要進入主的行動，把自己擺在神的經綸裏。

當我們出去，把自己擺在主的福音行動裏，就

會看見主的靈在我們身上，主那經綸的靈也與

我們同在。

新面孔是小排的命脈
　一個小排若要成為一個成功的小排，一個蒙

主祝福的小排，就必須使小排滿有福音性。甚

麼時候小排失去了福音性，這個聚集就停頓下

來了。從已過的實行，我們發現一個不變的定

律，就是小排裏有福音朋友，就有新鮮感；沒

有福音朋友，慢慢就落下去了。新面孔一來，

無論他是多麼弱小，也無論他是怎樣反對，弟

兄姊妹只要看見他，負擔就來了。可能在小排

裏原不知道要讀那一卷聖經，新面孔一來，話

語就來了。所以，新面孔實在是小排的拯救，

也是小排的命脈。只要有新人，我們就會有負

擔，有感覺，也會有話語。因此，小排的確需

要有進攻一面的功用。

鼓勵每個弟兄姊妹打開家傳福音
　我們要鼓勵小排中的每位弟兄姊妹，都打開

家傳福音。這是個很關鍵的點。家打開傳福音

與會所的傳福音不同，因為沒有一個場面，沒

有一個架子，卻需要我們個個運用靈。這樣傳

更容易叫人受吸引，更令人感覺親切。所以，

我們要鼓勵小排裏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打開

家傳福音；特別是那些輭弱的、親愛的弟兄姊

妹，更要如此。因為我們發覺許多所謂輭弱的

弟兄姊妹，一到傳福音時，個個都剛強起來；

那些不會講話的弟兄姊妹，一到小排傳福音都

講話了。原本他們到召會的聚集中，看到各個

都比他們年長，受浸的年日也比他們久，就不

敢講話。然而看見福音朋友個個對福音都是糢

糊的，對主耶穌沒有多少認識，對聖經更是不

知，彼此相較之下，膽量就大起來，也就會傳

福音了。

（摘自召會的擴增與開展 第十二篇家家傳福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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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移民至歐洲的中東難民傳福音

　我們若仔細讀這一段話，就會看見這四匹馬

並不是一匹接着另一匹跑。這乃是一場四馬競

賽，四匹馬同時在跑。地上人間所發生的一切

事，都包括在這四匹馬裏。這四件事—福音廣

傳、戰爭、饑荒和死亡—乃是競賽的四匹馬，

今天還在我們這裏。我們在那一匹馬上？我們

必須說，我們是在廣傳和平福音的第一匹馬上，

這馬出去，勝了又要勝。我們必須廣傳福音，

不可讓白馬停下來。我們不在意與第三匹馬有

關的糧食，我們也不懼怕第二或第四匹馬。我

們與第一匹馬同在，就是與福音的廣傳同在，

如同得勝的騎馬者，征服者。《由基督與召會

的觀點看新約概要（四）第三十六章》

　神的智慧就是要使這個世代成為福音傳揚的

世代，特別是從中東出來的難民潮，因着多年

來對基督徒的逼迫與殺害，因此在福音的傳揚

上，中東是一直無法進入的。如今，我們不需

要差遣殉道者到中東，主已經將阿拉伯世界的

人，從他們的宗教、文化和人際關係中連根拔

出，如今他們向着主是萬分敞開，這使他們有

機會聽見福音的真理，並且在一個相對自由的

空氣中得救。

　從中東遷徙到歐洲的大規模難民潮造成了嚴

重的人道危機，但也是主手所主宰的一個神聖

機會，要將福音帶給這些在自己的國家卻沒有

機會接觸到福音的難民。逃到異邦的經歷，使

難民對福音敞開。其實連主耶穌自己當初也是

難民。

　已過秋初，弟兄們分成小組沿難民遷徙的路

徑而行，因為如此接觸這些難民相對來說比較

容易藉着這個大好機會，我們能自由地和尋求

者分享福音。

　為着接觸這些難民，有三個需要： 
　一、按着他們的背景需要有一套專特的福音

材料。水流職事站（LSM）已呼召了一批有中

東經驗的聖徒，正着手準備一套專特的福音材

料，為着牧養那些對福音有反應的難民。 
　二、需要將福音材料送到難民的手中，讓他

們在遷徙的途中可以閱讀，並向着聖徒敞開。 

　三、在抵達收容國後，尤其是德國，這些難

民通常先被安置在公立機構，然後纔開始申請

作業。孩子們開始去學校上課，父母開始上語

言課程。基本上，這些難民可以自由進出自己

的住所，因此聖徒們可以藉由每週的讀經小

組，或是一對一的牧養，來定期接觸平安之子。

Amana Trust 工作（LME 主在歐洲行動設立在倫

敦的工作中心）及主在歐洲的行動會服事那些

主動與我們接觸的難民，也會追蹤那些已安置

完成的難民。

願我們在以下這三方面，都起來與主配合：

　一、禱告：
　（1）求主加強 Amana Trust 的工作及主在歐

洲的行動。那些主動與當地聖徒聯繫，願意進

入召會生活的難民，願主加強與他們之間的聯

結。 
　（2）求主加強雷瑪（Rhema，主恢復文字免

費贈送的服事）工作的財務及人力，藉着福音

材料來接觸難民。 
　（3）求主管制歐洲、敘利亞、伊拉克的政局，

為了祂的身體得着更多人，並在歐洲和中東興

起更多剛強的金燈臺。

　二、給：
　那些有負擔有分於『財務奉獻』的聖徒，需

透過當地的召會將財務指定給：為着歐洲難民

情況。

　三、去：
　如果你有負擔協助繙譯工作或者你有負擔到

歐洲，你必須填寫申請表 www.AidMyFreedom.
com。這是一個互動網上表格。

　有一個特別的需要，就是能有阿拉伯文、波

斯文、德文、或其他歐洲語言口述或文字繙譯

者前往。

　另外一個需要，就是能有許多聖徒『短期』

到歐洲或移民到歐洲。（節錄自 2015 冬訓關於

照顧遷移德國難民的特別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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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國度福音，撒國度種子，使萬民作主門徒
　馬太二十四章十四節：這國度的福音，要傳

遍所有居人之地，向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纔

來到。啟示錄也說：因為主用自己的血從各支

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國中，買了人來歸

與神（啟五 9。）。這兩處經節說出，國度的福

音要傳給所有的人，包含阿拉伯世界的人，因

為在他們當中，也有主用祂的寶血所買的人。

因為宗教背景和政治因素，福音很不容易到他

們所在的地方。因此，主興起了環境（主要是

藉着阿拉伯之春和阿拉伯之冬），產生了戰亂，

使許多阿拉伯人被迫離開他們的家園，約有

二千萬人流離失所，其中數以百萬計的人，已

經陸續以難民身分移民到歐洲，特別是德國，

開始他們人生另一階段的新生活，使他們有機

會聽見國度的福音，接受國度種子在他們裏面。

雖然整個移民的過程，實在是非常的辛苦和危

險。

　去年八月，弟兄們開始注意到歐洲難民潮，

因為世界局勢和主的行動始終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經過交通後，就先差遣偵察小組至難民所

經過的路線，好瞭解整個情形，最後，負擔逐

漸成形，並產生相關的行動並於感恩節特會及

冬季訓練向聖徒發出呼召，好讓大家能有分主

的行動的二方面：

　第一：由 Rhema 負責分送急難救助包（裏面

含有簡單食物和福音小冊）給在移動中的難民

為着顧惜並撒國度福音的種子。

　第二：由 LME 負責接觸已經達到目的地的難

民，特別是在德國，約已有八十萬人已被安置，

所以需要大量的人力，與主配合，好後續接觸

並餧養他們，以加強主恢復在德國的見證。

　感謝主！這次能有分主現今的行動，在參加

冬季訓練完後，就前往希臘接觸難民，在這一

梯次，有五位聖徒與海外聖徒一同配搭，有分

於急難救助包的分送。因為難民人數非常多，

移民移動的旅程路線大約有五條。藉着祂的主

宰，主引導我們選擇這一條路線，是最多難民

行走的旅程，是最好的一條。根據聯合國統計，

每天大約有數千人在雅典登陸，最高曾達到

八千人，由這條路線前往歐洲。因此，我們有

機會接觸大量的難民，把國度福音的種子撒在

他們裏面。至今經過了四個梯次，我們一共發

了大約二萬五千多份，我們可以作見證，難民

實在非常敞開，幾乎都喜樂接受了我們對他們

的顧惜。雖然我們不能對他們直接傳福音，但

是我們相信我們所撒的種子，將來等到他們到

了目的地安頓下來，後續就有主恢復的聖徒，

去接觸甚至歡樂收割到神的倉裏。阿利路亞！

最後我們盼望，我們眾人都能為下列負擔禱告，

使主能在阿拉伯世界得着祂剛強的見證：

一、求主使目前發送的路線能繼續暢通，而且

　　每天能彀發送 1000 份的急難救助包。

二、增加更多的路線和發送點，好使更多的聖

　　徒能有分分送的行動。

三、更多接受國度福音的種子，從難民成為國

　　度的子民。

四、保守聖徒們的安全，不受仇敵的攻擊。（羅

　　友駿弟兄）

希臘福音行動
　 在 希 臘 的 行 動 中， 如 出 埃 及 記 二 十 五 章

10∼ 12 節：『他們要用皂莢木作一個櫃，長二

肘半，寬一肘半，高一肘半。…也要鑄四個金

環，安在櫃的四腳上；這邊兩環，那邊兩環。』

四這數字表徵地的四角；作神見證之具體化身

的基督，該被扛抬至地的四角，臨到所有的人。

（12 節註 1）讚美主！是主在環境中豫備一切，

將大批難民從本地、本族丶父家帶出來，好叫

基督終能臨到他們。目前每天幾乎有數千人，

以家為單位，或是青年人，甚至也有嬰孩，從

敍利亞丶阿富汗等國，經由希臘前往歐洲各國。

　因着主的憐憫和眾聖徒的扶持，使我們與主

配合，有分這個行動。發送救助包過程中，常

因國家政策、難民情緒、天氣等等變化，使得

每一天在現場都有不同情況。我們在一個團體

新人裏行動，不僅和國外聖徒同配搭，更藉着

基督身體的代禱，經歷主保守遮蓋我們，並大

大敞開中東地區福音的門。馬太福音二十四章

十四節：『這國度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

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到。』拿到救助包的難

民，多覺得感動，反應也很好，有些能用英文

溝通的青年人，甚至幫助我們繙譯並發送；有

人不只打開口糧，更看了其中的福音單張。這

一個梯次中，一天最高發出兩千多份，看見主

的需要真是大，其中也必定有尋求真理者。

　目前迫切需要代禱的是，一、求主管制那惡

者，使聖徒們能繼續接觸大量難民；二、並拿

到單張的尋求者，無論落腳在那一個國家，都

能和當地聖徒聯繫並接受牧養。（王志耀弟兄、

向移民至歐洲的中東難民傳福音蒙恩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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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燔祭壇(一)
　

首先我們來看祭壇的位置。有兩個祭壇， 一個在帳幕裏面，一個在帳幕外面，在外院子裏。帳

幕裏面的壇稱為香壇，是用皂莢木包上金子作成的，進入神居所的人在壇這裏能彀與神有非常親

密的關係，因為香是焚燒給神的。在這座壇上，沒有流血，卻有燒香，把馨香之氣獻給神。然而，

流血的祭牲是在燔祭壇那裏獻上的。此外，祭物也是在那裏焚燒的。在外院子的祭壇那裏焚燒祭

牲是為着救贖，而在香壇那裏燒香是為着神的悅納。人必須從外院子把火帶進來，纔能焚燒裏面

祭壇上的香。因此，這兩種焚燒是藉着同一種火。

　這座壇是帳幕裏最大的一項。帳幕所有的器具和器皿─約櫃、香壇、桌子、燈臺、洗濯盆─能

彀裝進燔祭壇裏面。這座壇長五肘、寬五肘、高三肘。祭壇能彀盛裝帳幕所有的東西，這件事實

表明基督的十字架包含了所有屬靈的經歷。我們屬靈的經歷開始於十字架─祭壇。不但如此，與

其它屬靈經歷有關的原則也包含在十字架的經歷裏面。比方說，你初初相信主耶穌的時候，你即

使還沒有接受充分的教導，你對陳設餅、燈臺、香壇，甚至約櫃也有一些經歷。這些經歷都包含

在十字架的基本經歷裏面。復活、膏油塗抹和光照都包含在其中。（摘自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一

○四篇）

 科目 / 項目 經常費開支 全時間服事 福音工作 海外開展 其他代轉 本月總計
上月結存 1,149,168 -909,955 721,859 0 0 961,072 
本月收入 1,615,683 437,610 103,310 302,410 449,700 2,908,713 
本月支出 2,170,198 709,492 179,135 302,410 449,700 3,810,935 
本月結存 594,653 -1,181,837 646,034 0 0 58,850 

　1. 本月個人奉獻包計 109 包。      
　2. 海外開展奉獻累計 3,708,821 元，目標達成率 133.87%。   	 	 	

　　 －財物－

 2015 年 12 月份財務奉獻收支概況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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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第 10 ～ 12 篇，14:55~20:30。
                   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二、夜間班：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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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26
八 仁安路會所 19:30~21:30 鄧耀中 1/25~26
十 崑山會所 19:30~21:30 廖顯宗 1/25~26

十六 鹽行會所 19:30~21:30 鄭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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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電器 場地 招待 交管 整潔 兒童

1/24 一大組 三 一、八 七 十一、十三、十六 訓練學員

　加強小排生活成全聚會　時間：1/31（主日）19:30∼ 21: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原訂 1/30（六）全召會姊妹聚會取消，鼓勵弟兄姊妹參加小排

　　　　　　　　　　　　　　  生活成全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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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1）晨興聖言「出埃及記結晶讀經 (五 )」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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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課下半「在三一神的愛裏經歷並享受神為父」。
　　（4）書報追求 「神救恩裏的變化與模成」第 5~6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109~110 篇。

　（5）背經進度「腓立比書」，腓 4:7~4:9
腓　	4:7   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衛你們的心懷意念。  

Phil   4:7  And the peace of God, which surpasses every man's understanding, will guard your hearts 
                 and your thoughts in Christ Jesus.   
腓     4:8   末了的話，弟兄們，凡是真實的，凡是莊重的，凡是公義的，凡是純潔的，凡是可

                愛的，凡是有美名的；若有甚麼德行，若有甚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 

Phil   4:8  Finally, brothers, what things are true, what things are dignified, what things are righteous, 
                 what things are pure, what things are lovely, what things are well spoken of, if there is any 
                 virtue and if any praise, take account of these things.  
腓     4:9   你們在我身上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見的，這些事你們都要去行，

                平安的神就必與你們同在。

Phil  4:9   The things which you have also learned and received and heard and seen in me, practice
                 these things; and the God of peace will b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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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讀經新舊約一遍） 禱讀經節

1/24( 主日 ) 口創 25:1-34 口太 11:1-15  口太 11:12
1/25( 週一 ) 口創 26:1-35 口太 11:16-30  口太 11:28
1/26( 週二 ) 口創 27:1-46 口太 12:1-14  口太 12:8
1/27( 週三 ) 口創 28:1-22 口太 12:15-32  口太 12:31
1/28( 週四 ) 口創 29:1-35 口太 12:33-42  口太 12:40
1/29( 週五 ) 口創 30:1-43 口太 12:43-13:2  口太 12:50
1/30( 週六 ) 口創 31:1-55 口太 13:3-12  口太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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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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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週一 )
 1/26( 週二 )
 1/27( 週三 )
 1/28( 週四 )
 1/29( 週五 )
 1/30( 週六 )

  －報告事項－

  春季全台弟兄事奉成全集調
一、時間：第一梯次：4/21 ～ 23（四～六）。第二梯次：4/25 ～ 27（一～三）。第三梯次：

　　　　　4/28 ～ 30（四～六）。※ 鼓勵優先報名第一、三梯次。

二、地點：台灣中部相調中心（南投市學藝路 35 號）

三、報名：請於 2/21（主日）前，以小區為單位，用 excel 檔按報名表欄位填妥，寄至

　　tnnch@seed.net.tw，各梯次名額有限，請儘速完成繳費報名。

四、費用：每人報名費 1200 元、交通車費 500 元，（逾期報名加收 200 元），請以小區彙總

      繳給賴錦富弟兄或匯至「合作金庫府城分行」，銀行代號：006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省台

　　南市教會聚會所，帳號：5229-717-307360
　台灣南區眾召會新春特會

時間：2/6（六）9:00 ～ 12:05（入場時間為上午 8:20~9:00），地點：高雄展覽館（高雄市前

鎮區成功二路 39 號），12 歲（含）以下兒童，請勿入場。此次需憑入場券赴會，請以「大區」

為單位，將參加人數於 1/24（主日）前回報執事室，請聖徒自行前往或由大區統籌安排車輛

赴會。下午相調行程，以大區為單位，自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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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召會主日集中擘餅相調特會

時間：2/7（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小五六寒假生活園行前通知
     時間：1/31（主日）9:00 ～ 16:00，報到時間：9:00~9:20，地點：大學路會所。請自備球具。

　青少年畢業聖徒相調
　  時間：1/29~31（需住宿），報到時間：1/29（五）19:00，地點 : 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B201 室，

　   對象：歷屆台南青少年畢業生，特別目前為大專、青職之聖徒，以及台南大專弟兄姊妹。費用：

       300 元 / 人，聯絡人：

　   李騏宇弟兄 0934-024-132、許新語姊妹 0972-991-628
    大學生活豫嘗分享會
　時間 :1/31（主日） 9:30~13:30 （含午餐），地點 : 裕忠路會所中會場，對象：青少年。餐費：
     60 元 / 人。請於 1/26（二）前與各區服事者報名。聯絡人：李騏宇弟兄 0934-024-132、許新語

　 姊妹 0972-991-628
     青職福音成全相調

時間：3/5~6（六 ~ 主日），地點：中部相調中心，南投附近景點相調。報名對象：青職聖徒、

服事者、照顧家，及福音朋友。費用：1200 元。總管：洪琮博弟兄 0921562513、陳韋字弟兄

0928789015。請以大區為單位，於 2/21（主日）前，將報名表寄至 tnnchyw@gmail.com。通啟

可上召會網站下載。報名費可請執事室賴錦富弟兄代收。

　長青聚會　時間：1/27（三）長青聚會暫停一次。

　德國後續福音行動：為照顧移民到德國之難民，並加強主在德國的見證。
福音行動：第一梯 2/14 ～ 27；第二梯：3/6 ～ 19；第三梯：3/27 ～ 4/9；第四梯：4/17 ～

30；第五梯 5/8 ～ 21；第六梯 5/29 ～ 6/11；第七梯 6/19 ～ 7/1，每梯次為期兩週。參與本次
行動之台南聖徒請報名第三、四或五梯次。報名窗口：賴錦富弟兄。

　書報文字交通
　 時間：1/27（三）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敬請書報、文字服事者踴躍參加。

　全召會腓立比書第三梯次背經會考回報
　請各區於 1/25（一）前回報執事室各區實際應考人數，得獎試卷需繳回執事室，以便核發書券。

 書報
　 一、套書：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倪柝聲，及基督與召會李常受先生行誼訪談錄，特價 500 元。
　 二、出埃及記生命讀經中英文精裝讀本全套特價 1000 元（買英送中，不過目前缺中文第三冊，

            只送 3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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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聖徒與來自各地聖徒一同配搭向歐洲難民傳揚福音，餧養真理尋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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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建立讀經，晨興的生活；能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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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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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寒假生活過聖別生活。

   青少年：寒假生活過聖別生活，複習寒假特會信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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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