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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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見第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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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篇　陳設餅的桌子

前言
　在帳幕的許多器物中，陳設餅的桌子可能是
最甜美，最令人滿足的一件，因為在這桌子上

總是有食物。

　陳設餅的桌子一定是聯於喫。關於喫，我們

必須學習從基督得餧養，把祂接受進來，並享

受祂作屬靈的食物。按照約翰福音第六章，我

們看見神的經綸就是三一神經過過程，為作我

們的食物；而要我們喫基督，並由祂構成，好

成為祂團體的彰顯。說到喫，它的意義有三方

面，第一，就是我們從身外接受生機的東西到

我們這人的所是裏；這是喫的過程。其次，喫

若沒有消化吸收就不完整。第三，喫是要求我

們操練我們的靈，而靈又是聯於我們的口。我

們若不開口操練靈，呼求主名，禱讀主話，就

沒有路來喫祂。

　　真理要點
　一、陳設餅的桌子表徵基督作食物乃是筵席，
滋養那作神祭司的信徒。當我們講論聖所裏的

桌子，我們乃是說到那些在帳幕裏作神祭司事

奉神的人，作他們每週的供應。

　二、按照神聖啟示的順序，陳設餅的桌子啟

示於約櫃之後，含示桌子是聯於約櫃。在屬靈

的經歷中，我們在基督這平息蓋上與神相會，

享受與神的交通，聽祂口中所出的話時，約櫃

就成為桌子，在此我們享受滋養的筵席。事實

上，約櫃產生桌子，而桌子又帶我們回到約櫃；

這意思是說基督作為神的具體化身，把我們帶

進對祂的享受中；而我們對基督的享受，又總

是把我們帶到作為神見證的基督那裏。

　三、嗎哪和陳設餅至少有五方面的不同。第

一、嗎哪是在曠野、在外面喫；而陳設餅是在

聖處，在帳幕的聖所裏喫。第二、嗎哪是為着

普徧的聖徒，而陳設餅的筵席是為着事奉的祭

司；第三、喫嗎哪是為着我們的生活，而陳設

餅是為着我們的事奉。第四、喫嗎哪是享受基

督作我們每日的生命供應，而喫陳設餅是享受

基督作我們每週的供應。第五、嗎哪是分散在

田野間，而陳設餅是有次有序擺列在聖所的桌

上。

　　　　　　　　 負擔應用
　一、陳設餅的桌子擺在帳幕裏面，表徵在神
子民作神建造的居所裏面或中間：因為在聖經

中凡題到桌子，都是表徵團體的筵宴。所以凡

是真實、實際同被建造的信徒，就是現今作為

神居所的帳幕，纔能享受基督作滋養我們之陳

設餅的桌子。我們必須是同被建造的信徒，然

後在這建造裏面，就有陳設餅的桌子，作我們

的滋養和享受。我們要喫基督作我們的筵席，

我們要渴慕建造，要與眾聖徒配搭，與眾聖徒

『同』。

　二、陳設餅，原文又稱為面餅。意指神的同

在，神的面，乃是事奉之祭司的生命供應。作

基督徒乃是一個有沒有主同在，有沒有主面光

的問題。李弟兄說作基督徒最該怕的一件事，

就是怕主的面光沒有了。祭司們在神面前喫面

餅，享受神的面，享受神的同在，叫他們喜樂，

並且得着神的引導和祝福。我們要學習在神的

同在中，享受並喫神的面。使徒保羅的事奉和

服事，完全在於基督的面，因為他是一個珍賞

並享受基督的面的人，在我們的靈裏之基督耶

穌的面，就是我們這些瓦器裏的寶貝。

　三、陳設餅也稱為擺列餅，我們是新約的祭

司，應當學習如何向所有敬拜神的人擺列基督

作陳設餅，幫助信徒，給他們看見如何進入聖

所，經歷並享受基督作他們生命的供應。

　　　　　　　　　　　　　　　（陳洵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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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排中成全人人申言，盡功用

 　藉着彼此教導，在排聚會裏彼此成全
　在牧養之後，接着是藉着教導得成全。我們

或許有一種宗教的觀念，以為排聚會中的教導

必須由召會所指定，能施教的弟兄擔任。那種

聚會可以稱為查經班。但你若仔細的查考新約

聖經，你找不到這種召會聚會的實行。按照希

伯來十章二十四至二十五節，教導是彼此的。

這兩節經文包括三個非常重要的辭：『相顧、』

『激發、』『勸勉』。彼此相顧或許不包含多

少教導，但激發是一定包含教導的。要激發一

個人，你必須指導或教導。勸勉包含很多教導。

若沒有教導，你怎能勸勉別人？激發與勸勉都

含示教導。這種教導是由許多人互相施行的，

不是出一個人作到的。不應當一人教導，全排

的聖徒聽教；應當眾聖徒都教導。我們彼此激

發、互相勸勉。你勸勉我，我勸勉你；你學習，

我也學習。在排聚會裏，當一個人教導或勸勉

另一人時，這一排裏其餘的人也受了教導，因

為他們都聽到教導或勸勉。這就是彼此的教導。

　我們多數人只知道如何用宗教的作法施教，

就是由有學習、受指派的人教導排裡所有的人。

因為我們認為我們沒有教導的責任，我們只有

受教導的責任，所以我們就把排聚會中一切的

教導都委託給有學習的人。這種想法甚至在我

們中間也很普遍，但這種想法完全錯了。這種

觀念不是希伯來十章二十四至二十五節所啟示

的觀念。按照這一部分的話來看，我們必須彼

此互相的激發並勸勉。所以，我們必須放棄老

舊的觀念和舊路的實行。（摘自神命定之路的

操練與實行第二十七篇排聚會的實行）

在小排聚會裏人人盡功用
　我們參加主日大聚會，一年參加五十二週，

每主日都是一樣的聚法，就把大家養成一個習

慣：在唱詩時，只有領詩歌的人盡功用；在讀

經時，只有帶讀經的人盡功用；在講道時，只

有站講台的人盡功用。長久下來，只有兩位弟

兄可以盡唱詩的功用，兩位弟兄可以盡讀經的

功用，一位弟兄可以盡講道的功用，再有一位

弟兄盡禱告的功用。一個聚會總共只有六個人

盡功用：兩個帶詩的，兩個讀經的，一個講道的，

一個禱告的。這六個人幫了眾人的大忙，眾人

都不用出力，也不必盡任何功用，只要坐在那

裏聽即可。我們必須看見，那六個人其實不是

在幫大家的忙，而是在扼殺眾人生機的功能。

　現今我們在小排聚會裏，無論唱詩、讀經、

講道、禱告，全都得自己來。不只那些會唱詩、

會讀經、會講道、會禱告的弟兄，是基督身體

上的肢體，我們每一個得救的人，都是基督身

體上的肢體。大聚會是給我們上課的地方，讓

我們在其中有所學習。下課之後，我們有的該

去辦幼稚園，有的該去辦小學，有的該去辦國

中，有的該去辦高中，有的還要去辦大學，人

人都該盡自己的功用。一人講眾人聽的光景，

不能繼續存留在我們中間。我們是基督身體上

的肢體，都該盡自己的那一份功用。從現在起，

我們要急起直追，推動小排。（摘自召會分項

事奉的建立第十七篇身體生活的實行）

在小排裏被帶進來的人，個個會盡功用
　…經過多年的研究，我們發現在傳統的聚集

中，鼓勵一位弟兄或姊妹在聚會中開口盡功用，

需要費九牛二虎之力。若再多勉強一點，他們

就不來聚會，並且會抱怨說，『在你們這個聚

會所作禮拜可真難。我在別處作禮拜，都是坐

享其成；有人替我唱詩，有人替我禱告，有人

講道給我聽，還有人為我祝福，我甚麼都不需

要作。』在此，我們需要看見，帶領人參加大

聚會，而要人分享、交通，這條路是錯誤的。

這好比一位生在山東、長在山東的人，你要他

說廣東話，那真是強人所難。你若要他說廣東

話，就必須把他送到香港。如此，你不必逼他，

只要他在那裏住上一段日子，自然會說出一口

流利的廣東話。我們把人帶得救後，送人去參

加小排聚會，在小排的空氣中，個個都是盡功

用、盡責任的；人參加過幾次後，自然也就會

盡功用、盡責任了。（摘自召會分項事奉的建

立第十三篇小排中幹訓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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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的屬靈意義

年月日都是新的起頭
　我們屬靈的生命裏，也有屬靈的年、月、日。

在舊約，當神帶以色列人過逾越節出埃及時，

要帶他們有一個大的起頭，就告訴他們要以那

一月為一年之首，作他們的正月。（出十二 1。）

以色列人過逾越節，就是他們的一個新起頭。

那對以色列人來說，不是一個小的起頭，乃是

一個大的起頭。慢慢的，他們事奉神，有敬拜

的規模，也有了會幕。民數記告訴我們，他們

還有月朔。（十 10，二八 11。）月朔是一個月

的起頭，這是中等的起頭。一年的起頭是大的

起頭，一月的起頭是中等的起頭。不只如此，

神還要他們每天早晨、晚上都有敬拜。（利六 9，

12。）每一天的起頭，乃是小的起頭。他們的年、

月、日，在屬靈上都有講究。

要在神面前過屬靈的年
　有些聖徒每逢年尾的時候，不只在外面隨着

年日有一個進展，在裏頭也實在是過一個屬靈

的年。他們每到歲末年初時，都會回到神面前，

把一年來在神面前的光景，作一個結束和清算。

我們都知道，作生意的人到年尾時，都要算一

算賬；我們作基督徒，到年尾時，也理當在神

面前，把屬靈的賬算一算。若是你們光結算外

面的賬，沒有結算裏面的賬，這就是只有外面

過年，裏頭沒有過年。

　盼望每一位聖徒，從今年起，年年都能過一

個屬靈的年，都能有一個結束，也能有一個新

的起頭。不只在事業、學業、家務，這些外面

的事上有結束，更要在裏面、在屬靈的生命上，

有一個結束。到了年尾或年首的時候，都進到

神面前，把已往的光景作一個清算、結算；在

主面前看看，到底過去這一年是如何過來的，

有多少地方是失敗的，多少地方是得勝的；有

多少地方是答應主的要求的，多少地方是棄絕

主的。簡單說，就是要把屬靈的光景帶到主面

前，有一個結算，一個清理，好有一個新的開

頭，過一個新的年。

　甚麼叫作過屬靈的年呢？乃是說，在過年的

時候，你專專進到神面前，尋求祂的面，來遇

着祂。你把自己已往和現在一切的光景，都帶

到神面前，擺在神的面光中，讓神光照。請記

得，祂是向着你的，是等候你的，是向你敞開

的。千萬不要以為，是你尋求神，實在說，乃

是神等候你。你要敞開自己，不要關閉，不要

讓日子隨便過去。你在這樣年關的時候，進到

神面前，不僅要注意你的事務，還要注意你的

靈性，注意你的生命。你總要花一點時間，進

到神面前，把已往和現在一切的光景，都擺到

祂面前，讓祂光照你。祂會臨到你，祂的靈會

臨到你。當祂的靈，就是祂的光臨到你時，祂

會檢點你，將你的光景一點一點擺在你面前。

當你遇着光，遇着神，遇着基督，遇着靈，你

就有了新的起頭。光來了，光體來了，就帶來

一個轉換，最小的是一個日，大一點的是一個

月，再大的是一個年。你若要有年、月、日的

轉換，就必須碰着神，碰着基督。

　年月日的轉換全在於神自己
　可以說，你若是過屬靈的年，遇到了神，你

在外面絕不會和世人一樣。世界的人在外面過

年，裏頭卻不過年。他們熱鬧慶賀的光景，就

像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坐下喫喝，起來玩耍

一樣。坐下喫喝，起來玩耍，都是拜偶像的故

事。（出三二 4 ～ 6。）今天世人過年，都是在

坐下喫喝，起來玩耍；但我們屬神的人，神的

兒女，若是在過年時遇到神，那就是我們痛哭

的時候，憂傷的時候，流淚的時候，也是我們

禁食的時候。因着看見自己的光景是這樣荒涼，

召會的情形是這樣失敗，許多罪人沒有得救，

許多聖徒沒有興起，主的旨意還沒有完成，神

的計畫還沒有達到，各種光景都該叫我們憂傷、

痛悔。

　你我若是蒙恩，在過年時遇着神，蒙了光照，

我們不會是彼此慶賀的，乃是哀哭的。我們定

規用禁食代替盛筵，用憂傷代替歡樂。我們會

捶胸、流淚、痛哭、憂傷，並禱告、祈求。若

是這樣，我們就是過一個屬靈的年。願主憐憫

我們，恩待我們，從年首開始，能年年都過一

個實在屬靈的年，都在主面前尋求一個新的起

頭，結束已往，開始今後的；接受光照，蒙神

的憐憫。在這種光景之下，我們就是得勝的，

勝過世俗，勝過過年的風氣。（摘自《話語職事》

第七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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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主題及第三章背經會考滿分獎勵名單（按小區順序列名）

A 卷（默寫全文）：黃國玲、白郭雨涵、王宇盈、張沈淑春、沈孟芝、於簡瑋妤、翁李世英、徐

李翠瑩、徐加聖、葉賀彬、王仕賢、林景豐、張廖頌美、楊黃瓊芬、鄭杜惠娟、溫銘光、溫陳惠婉、

許惠鳳、戴李美玉、陳以新、張雅萍、陳素雲、林周素鑾（共 23 位）

B 卷（填充題）：蔡美華、胡美川、連黃秀禎、林益生、王宗智、王朱春美、林李怡慧、汪吳彩月、

謝合一、潘偉堯、黃寬興、張勳章、郭許美桃、江燕淑、羅鍾天玉、楊曾儷珺、江林照子、許史披樂、

賈若恩、蔡雅棼、陳妍蓁、謝鄭美蘭、鄭郭惠姿、吳韻、張劉麗真、曾王柔婷、黃雅欣、王許慧貞、

張歆柔、張昀詩、羅苙娗、王思文、柯俞旭、郭陳櫻枝、謝沈美珍、許新傑、賴慧娟、李黃蘭君、

郭周素鳳、吳周素卿、劉浩翔、鄭麗津、陳志峯、吳和倉、周九思、何李秀玲、孫翊羚、徐苡宸、

李欣聆、陳丁淑卿、魏毓熙、林陳麗美、邱俊宥、王何怡靜、張曲麗華、蘇月霞、徐榮豐、黃穎仁、

李陳秀美、宋田秦令、楊萬生、吳宗庭、吳李惠金、洪詩雅、楊筑琪、吳子瑩、楊承佩、陳宜涵、

張周媛姿、歐文吉、畢凱崴、繆江鳳、熊甘凱蒂、詹吳佳娉、陳江敦、陳齊慧芬、黃梁美娟、羅雅柔、

鄭宥鑫、鄭平恩、李佳鴻、李王渝茜、李碧芬、翁李美治、張翁鈺媚、許真珠、王蕭碧雲、俞勇、

蔡滋峰、陳蔡金秀、何建興、林春美、辛周亮如、鄭林素里（共 94 位）

兒童背經：吳鈞鎧、賴明愛、翁峻恩、陳奕光、陳奕穎、蔡宗承（共 6 位）
註：總應考人數 776 位，A 卷 90 分以上 63 位，B 卷 90 分以上 224 位，兒童背經 5~15 節 19 位。

　　　　　－會考－

　　　　　－大專－

　已過一週台南大專成全訓練，共有 116 位弟

兄姊妹參與，是歷年最多。其中更有 15 位新人

有分，一同進入訓練的豐富裏。一週成全訓練

的內容是按着新的復興的三方面有成全：藉着

進入冬季訓練的信息錄影與禱研背講，以及腓

立比書的追求，使他們能達到神聖啟示的高峰。

所有參加者皆安排住在會所，使他們有規律的

作息與晨興、午禱，而被成全過團體的神人生

活。在牧養的開啟與家聚會的加強上，使他們

能操練按着神牧養。另外，藉着專題交通關於

目前難民到歐洲的情況，傳輸國度福音開展的

需要，更是要讓青年人在學時就能心中定大志、

設大謀好與主的行動配合。訓練末了的展覽中，

眾人都從豐富的話語中得着供應，也有從主而

來即時的說話。願主加強這些青年人，能繼續

受成全作主合用的器皿。（大專服事者）

　『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這是

保羅竭力追求基督的態度。我常常把精力都投

在課業上，對於屬靈上的追求總是半途而廢，

所以我要向主更新奉獻，求主讓我更多看見保

羅眼中的基督，叫我也能宣告：『因我以認識

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丁有鄰弟兄）

　在一週成全裏，我與主的關係是何等的親，

何等的近，我特別寶貝午禱的時間，因為平常

很少與主有那麼長時間的禱告，藉着午禱，我

再向主敞開，向祂傾心吐意。在午禱的系列第

二課－交託與珍賞的禱告，弟兄引用了腓立比

書四章六～七節。我就在午禱中，把這兩處經

節帶到主面前禱讀、享受，越禱讀越寶貝『一

無罣慮』這四個字。我有許多的罣慮，我需要

看見我所經歷的一切苦難都是主所派定的。信

息中題到，主差派艱難、苦難給我們，好使我

們達到顯大基督的命定。感謝主！藉着午禱，

使我從主得着加力。（劉信恩弟兄）

　每天都有同伴一起操練性格，一同經歷基督。

在整理內務的事上，天然的我是很不細心的，

但和同伴一起折被子時，就經歷我需要在帳幕

裏，在神子民作神建造的居所裏面，使我在折

被子時不覺得為難，反而是和同伴一同享受主，

讓主來折服我、撫平我，好使我每一天的早晨，

都被主充滿，學得主作我的祕訣，在一切事上

都來經歷基督。（陳俐伶姊妹）

　

寒假一週成全訓練　豐富得着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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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燔祭壇(二)
用皂莢木作的
　祭壇是用皂莢木作的，表徵為人的耶穌（提前二 5。）作為我們的代替，受了神的審判。

在網的四角上有四個銅環
　在豫表裏，這些環子是指希伯來九章十四節所說永遠的靈：『何況基督藉着永遠的靈，將自己

無瑕無疵的獻給神，祂的血豈不更潔淨我們的良心，使其脫離死行，叫我們事奉活神麼？』基督

的血大有功效，因祂藉着永遠的靈將自己獻給神。網上的環子所表徵永遠的靈，乃是基督的十字

架有功效的根源。永遠的靈就是基督十字架的能力、力量。

銅網安在壇四面的圍腰板以下
　論到圍腰板，我們也可以說圍腰板表徵加強的能力，在神的審判之下支持基督。基督在十字架

上受神審判的時候，這種加強的能力支持着祂。皂莢木用銅包裹，表徵基督在祂的人性裏受了神

的審判。沒有疑問，主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需要加強、支持、遮蓋和保護。

祭壇的杠
　這些杠要穿在環子內，表徵十字架的行動是藉着那靈的能力。此外，祭壇兩邊上面的杠是人用

來抬壇的，這表徵十字架的行動是藉着信徒配搭成為一個見證。（摘自出埃及記生命讀經一○四～

一○五篇）

『那人撒種，這人收割 』─一個令人鼓舞的實例

　我是方宗霞姊妹的小羊。我和姊妹是四十多

年前大學同班同學，當年我們班上同學二、

三十人，一起在台北九會所聚會聽福音，我也

曾參加過。然而，我當時自以為是，以為自己

年輕，凡事都該自己處理，所以當時也就沒有

接受主。直到幾個月前，我想再到我第一次接

觸福音的召會來聚會，於是我就積極的尋找宗

霞。

　有一天，我去青年路會所，遇到一位姊妹，

我告訴她，我是方宗霞的大學同學，我想來聚

會。我就留下字條，寫上我的姓名電話，回家

等候好消息。我等了一個禮拜，卻一直沒有下

文，我不死心再去了會所。這次我碰到了另一

位姊妹，表明來意後，我又留下姓名電話。回

家後開始有點心急，於是就向主耶穌禱告。感

謝主！這次沒多久我就接到了那位姊妹的電話，

她告訴我宗霞的手機號碼。我就趕緊聯絡方宗

霞姊妹，可是她對我說『你打錯了，我們班上

同學沒有姓邱的』，事後纔知道她以為我是詐

騙的，真是誤會一場…，緊接着，就在一場福

音聚會後，我立刻受浸了…。感謝主，神所揀

選豫定的，絕不會失落！

　有一次，宗霞姊妹的弟兄問我得救半年來的

感受，我回答他，我覺得日子好過多了！我以

前生活很無聊，每天看韓劇，明知道那些劇情

很離譜，還是看得很入迷。現在我每天跟姊妹

晚興，讀晨興聖言，讀聖經，一同交通禱告，

一起背腓立比書。好像又回到學生時代，感覺

很溫馨，也很踏實。

　我先生有個同學是基督徒，有一天我先生跟

那同學說，我太太已經受浸了。這位同學很替

我高興，並且問是在那個教會？結果一聽說我

是在召會，就說召會的真理很強！這很激勵我，

更要好好讀聖經，多多親近主。

　這幾天，我天天練唱詩歌，小孫子睡不着，

我就把他抱在懷裏，拍拍他的背，詩歌我纔唱

三遍，他就睡着了。我還有一個孫女，現在三

歲半，有一天告訴我，她有聽耶穌的故事，因

為我送她一台福音機，叫她從馬太福音開始聽。

感謝主，不論她聽了多少，懂了多少，福音的

種子，永遠生命的種子已經種到她裏面了。我

也相信，假以時日，這種子也會像我一樣被收

割！

　有一天晚上，我來裕忠路會所參加聚會，當

車子停在十字路口紅燈前，我擡頭看着會所『神

愛世人，耶穌是主』那八個字。心中的感覺，

彷彿召會是我的家，神是我的阿爸父，耶穌是

我的大兄長，充滿了認同感和歸屬感。

　自從信主之後，基督耶穌就在我家，在我的

家庭生活中喜樂洋溢開來！感謝讚美主！阿

們！（702 區　邱寶玉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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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1）晨興聖言「出埃及記結晶讀經 (五 )」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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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課上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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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111~112 篇。

　（5）背經進度「腓立比書」，腓 4:10~4:12
腓　 4:10  我在主裏大大的喜樂，因為你們對我的思念，如今終於重新發生；你們向來就思

念我，只是未得機會。
Phil   4:10  But I rejoiced in the Lord greatly because now at length you have caused your thinking 

for me to blossom anew; for which matter you had indeed taken thought, but lacked 
opportunity. 

腓      4:11  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因為我已經學會了，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
Phil    4:11  Not that I speak according to lack, for I have learned, in whatever circumstances I am, to 

be content. 
腓      4:12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富餘；或飽足、或飢餓、或富餘、或缺乏，在
                  各事上，並在一切事上，我都學得祕訣。
Phil   4:12  I know also how to be based, and I know how to abound; in everything and in all things I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both to be filled and to hunger, both to abound and to 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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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主日 ) 口創 32:1-32 口太 13:13-30  口太 13:16
2/1( 週一 ) 口創 33:1-34:31 口太 13:31-43  口太 13:43
2/2( 週二 ) 口創 35:1-29 口太 13:44-58  口太 13:44
2/3( 週三 ) 口創 36:1-43 口太 14:1-13  口太 14:13
2/4( 週四 ) 口創 37:1-36 口太 14:14-21  口太 14:19
2/5( 週五 ) 口創 38:1-39:23 口太 14:22-36  口太 14:23
2/6( 週六 ) 口創 40:1-41:13 口太 15:1-20  口太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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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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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週一 )
 2/2( 週二 )
 2/3( 週三 )
 2/4( 週四 )
 2/5( 週五 )
 2/6( 週六 )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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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電器 場地 招待 交管 整潔
大區 第一組 四 一、五 六、七 十、十六

　　服事總管：劉維仁弟兄（0971-031-362）、葉振昌弟兄（0918-026-205），服事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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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券已隨週訊發至各大區。詳情請參閱第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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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電器 場地 招待 餅杯傳遞 交管 整潔 兒童
大區 第二組 一 三、九 二、四、十 八、十六 北台南照顧區 五、六、七

　　服事總管：廖顯宗弟兄（0963-196-109）、王士主弟兄（0932-870-801），服事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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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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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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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區
　 六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2/2（二）20:00，地點：中正南路會所。

　 九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2/2（二）20:00，地點：歸仁區會所。

　 十二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2/2（二）20:00，地點：佳里區會所。　
  青少年期初特會　時間：2/21（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大專期初特會　時間：1/19~21，地點：花東區。費用：每人 1500 元，請向鍾亞倫弟兄報名。
　　　　　　　　　（0989-025-820，aaronpeace31@gmai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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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1200 元。總管：洪
琮博弟兄 0921-562-513、陳韋字弟兄 0928-789-015。請以大區為單位，於 2/21（主日）前，將
報名表寄至 tnnchyw@gmail.com。

德國後續福音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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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婚聚會 
  傅志豪弟兄（南大畢業）、陳俞蓁姊妹 
     時間：2/12（五）10:00，地點：高雄市新盛二街 60 號。

   劉維仁弟兄（901 區）、沈士慈姊妹（沈丁進弟兄之女兒）
    時間：2/28（主日）15: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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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活力排之急切需要的交通，活力排的訓練與實行及活力排，三本特價 350 元。

　   二、日間追求班真理班用書「新約總論第一冊」一本 160 元，請至書報室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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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節節期：聖徒從這屬世的年節分別出來，有分2/6新春特會及2/7全召會主日擘餅相調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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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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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1.31 8

一、請聖徒務必詳讀下列注意事項，並遵守規定：

　1. 本次特會須憑券入場，一人一券，請聖徒記得攜券赴會。

　2. 本次特會入場時間為上午 8:20 ～ 9:00，請持券聖徒準時入場，

　　並依券上指定之會場由招待人員安排入座。

　3. 持券逾時和未持券的聖徒，須於上午 9:00 後視會場有無空位，

　　依招待人員安排入座。

　4.12 歲（含）以下兒童，請勿入場。

　5. 聚會中請將手機關機，以免干擾。

二、赴會乘車資訊：

　1. 搭乘遊覽車聖徒，請統一在展館外的戶外新光停車場上、下車，

　　遊覽車請勿停留於展館前車道。

　2. 自行開車聖徒，其車輛可停放於展館地下停車場，如地下停車

　　場客滿，請依指示停放於展館外的戶外新光停車場。

　3. 搭乘捷運聖徒，請沿新光路行走至成功路抵達展館。

  －新春特會－

赴會須知

 從年節分別出來

　當世人在經濟走下坡與景氣低迷的氛圍中，憂心如何過年之時，全

台眾聖徒卻正要迎接一個喜樂且榮耀的大節期—新春特會。在特會

中除了有聖靈應時的說話與帶領，更有各地聖徒的相調與展覽；藉

着肢體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達到基督身體相調的實際。

高雄展覽館示意圖

101 103500 801 18200

102 55000 802 34300

105手語 5980 803 0

107 35300 811青少年 2700

111青少年 0 小計 55200

小計 199780 901仁德 18800

201 45970 902歸仁關廟 45550

202 94000 903歸仁大潭 12240

203 34800 911青少年 0

204 55400 小計 76590

211青少年 0 1001永康 18800

小計 230170 1002永康 24700

301 13200 1003永康 65000

302 116600 1011青少年 23000

303 37000 小計 131500

305 38500 1101善化 17000

306 20000 1102新化玉井 20200

311青少年 2200 1103新市 28000

小計 227500 小計 65200

401 69800 1201佳里 28600

402 114800 1202佳里 24900

403 68000 1203七股 6099

404 63300 1204學甲 2000

405 111200 1211青少年 0

411青少年 0 小計 61599

小計 427100 1301麻豆 5000

501 11000 1302官田 33500

502 13110 1303下營 32400

503 14900 小計 70900

505 33600 1401新營 120678

511青少年 0 1402鹽水 18600

小計 72610 1403柳營 13500

601 59200 1404白河 0

602 67500 小計 152778

603 32500 1501 25400

604 51600 1502 33400

605 45000 小計 58800

611青少年 20000 1601 44900

小計 275800 1602 11000

701 77200 1611青少年 0

702 19600 小計 55900

703 80000 台語 1670

704 25500 其  他 76590

705 34000 其  他

711青少年 0

小計 236300
南市合計

區

奉

獻

月

累

計

區

2475987

奉

獻

月

累

計

  －各區奉獻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