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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冬季訓練信息要點

　　　第四篇　金燈臺內在的意義、主觀的經歷、
　　　並生機的維持，爲着新的復興　

前言
　本篇信息本身就是新的亮光，說到金燈臺與
新的復興。新的復興有三方面：第一，達到神

聖啟示的最高峯，這是金燈臺的內在意義。第

二，過神人的生活，這是金燈臺的主觀經歷。

第三，在基督天上的職事裏，照着神牧養，這

是金燈臺的生機維持。本篇從金燈臺的三個方

面，分別對應新的復興的三個方面。

真理要點
　我們需要有智慧和啓示的靈，來明白金燈臺
內在的意義（神聖啓示的最高峯）。金燈臺表

徵三一神：純金的本質表徵父神的神聖性情，

燈臺的形狀表徵子神作父神的具體化身，燈表

徵靈神乃是神的七靈，爲着父在子裏的彰顯。

出埃及二十五章的燈臺，表徵基督是神的具體

化身。撒迦利亞四章的燈臺，表徵七倍加強賜

生命的靈作基督的實際。啓示錄一章的燈臺，

表徵眾地方召會是基督的複製和那靈的翻版。

這就說出我們能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

上與神一模一樣。

　我們必須主觀的經歷金燈臺各方面的細節。

（神人的生活。）燈臺是純金的，我們必須出

代價得着更多的金，就是更多神的神聖性情。

我們基督徒生活中的攙雜帶來黑暗，但是當我

們基督徒的生活藉着神聖的性情得以純淨時，

我們就得着光。燈臺是錘出來的，表徵受苦：

我們必須與別人一同被錘成一個實體，藉着十

字架，憑着那靈調在一起。燈臺沒有尺寸，表

徵基督的神性和祂照耀的光是沒有限量的。燈

臺的座是爲着穩定，榦是爲着力量，二者表徵

主耶穌總是穩定有力的。燈臺有杯，形狀像杏

花，有花萼，有花苞，表徵三一神乃是一棵活

的金樹，在復活裏生長、發苞、開花。純金的

燈剪和燈花盤，爲着修剪燃焦的燈芯，表徵藉

着神聖的性情對付老舊而燃焦的天然生命，使

復活生命的照耀，得以明亮而純淨。燈臺及其

一切器具是一他連得（約一百磅）的純金，表

徵基督作爲神聖的燈臺，在復活裏照耀神聖的

光，是充分且完全有分量的。燈臺的七燈乃是

神的七靈，就是耶和華的七眼，（亞四 10，）

也是救贖之羔羊的七眼，（啓五 6，）以及建造

之石頭的七眼，使三一神得着完滿的彰顯。

　金燈臺生機的維持乃是基督天上的職事，在

祂的人性裏顧惜眾召會，並在祂的神性裏餧養

眾召會，好藉着祂生機的牧養產生得勝者。基

督作爲人子是在祂的人性裏，金帶表徵祂的神

性，胸是愛的表號。基督作爲人子，在祂的人

性裏照顧眾召會，爲要顧惜眾召會：祂收拾燈

臺的燈，使燈正確合宜，就是在顧惜我們，使

我們快樂、愉快、舒適。祂修剪燈臺的燈芯，

把一切攔阻我們照耀的消極事物剪掉。基督在

祂的神性裏以祂胸間金帶所表徵的神聖之愛照

顧眾召會，爲要餧養眾召會。我們要有分於祂

的行動，並享受祂的照顧，就必須在召會裏。

　　　　　　　負擔應用
　一、我們必須出代價得着更多的金，就是更
多神的神聖性情。我們越操練靈，就越得着金。

　二、燈臺是錘出來的，表徵受苦：我們必須

與別人一同被錘成一個實體，藉着十字架，憑

着那靈調在一起。

　三、我們若要照耀出生命的光，就必須在復

活裏，而不是在我們天然的生命裏。在召會裏

能有多少光，在於基督在我們裏面並藉着我們

能長大多少。

　四、召會是那靈的翻版，『沒有那靈，就沒

有召會；越有那靈，就越有召會』。我們需要

嚴格的操練自己照着靈而行。

　五、基督作爲人子收拾燈臺的燈，使燈正確

合宜，就是在顧惜我們，使我們快樂、愉快、

舒適。祂修剪燈臺的燈芯，把一切攔阻我們照

耀的消極事物剪掉。基督在祂的神性裏以祂胸

間金帶所表徵的神聖之愛照顧眾召會，爲要餧

養眾召會。（張仲勳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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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排的力量托住現有的聖徒，久不聚會聖徒及新人

  在排聚會裏的交通、代禱、相顧和牧養
　按照我們的經歷和學習，並根據新約中清楚

的啟示，正確的排聚會應當包括兩部分。頭一

部分應包括交通、代禱、相顧和牧養，第二部

分應當是藉着教導成全聖徒。在排聚會的頭一

部分裏，與會的人應當交通到每一個人目前屬

靈的光景和實際的遭遇。這種交通不該只是一、

兩個人的交通。所有與會的人都應當在每個聚

會中，讓大家知道自己的光景。一位弟兄如果

在屬靈上輭弱，被一件事所困擾，他就應當到

排聚會裏，向別的弟兄姊妹敞開自己。這樣的

敞開乃是誠實忠信的，對抗仇敵的攻擊。在排

聚會裏我們應當交通到與我們目前光景有關的

事。我們如果自己沒有問題或需要，但知道別

人有需要，我們可以交通一些他們現今的事。

這自然而然的使一些聖徒有負擔為那個光景禱

告。

　排聚會佔召會生活的百分之八十，而召會生

活是在基督身體裏的生活。在我們的肉身上，

一個肢體的難處不可能向所有別的肢體隱藏。

我們身體裏生命的循環，把一個肢體的感覺帶

給所有的肢體。因此，在召會生活裏我們不該

把我們的難處向別的肢體隱藏起來。但在已往，

我們常常把我們的困難向彼此隱藏起來。我們

可能談論世界局勢，但故意把我們的光景向聖

徒隱藏起來。這種作法抹煞了正當的召會生活。

我們這麼作，就不是像基督生機身體的肢體一

樣盡功用，反而，我們所作的就像民間俱樂部

的會員一樣。為了實行排聚會，我們首先必須

勝過這個，而真實、誠實、實際、徹底的交通

到每一個人目前的屬靈光景，和實際的情形。

正確的排聚會不在於形式的、宗教的唱詩和禱

告，乃在於這種交通。

　在交通了彼此的情形之後，在聚會中的人就

會自然而然的受激勵彼此代禱。這種禱告不是

形式的，也不像戲劇表演，乃是真誠而實際的。

交通和禱告之後，在排聚會中的人應當把他們

對彼此愛心的關切，更進一步的運用到確定而

實際的照顧上。在知道一位弟兄的實際情形之

後，聚會中的一些聖徒可能會考慮這位弟兄是

否需要財物上的幫助，或一些別的實際幫助。

然後，在這樣照顧一位弟兄之後，有些人可以

去看望他。這就是實際牧養的實行。

　我要說這種關於實行排聚會的原則是『科學

的。』既是如此，這種原則就不能改變。在宇

宙中凡事都由神所命定的律，就是一種自然的

原則所支配。為了使召會完全得建造，我們必

須有正確的排聚會；為着在實際召會生活中的

排聚會，就需要有交通、代禱、照顧和牧養。

這樣，無論召會有多大，召會的每一肢體都能

得着照顧。照顧召會的每一肢體之路，乃是藉

着正確的排聚會。

　根據希伯來十章二十四至二十五節，我相信

在使徒時代，召會是這樣實行排聚會的。這幾

節經文說，『且當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

行善；不可放棄我們自己的聚集，好像有些人

習慣了一樣，倒要彼此勸勉；既看見那日子臨

近，就更當如此。』在這幾節裏，有三個重要

的辭：相顧、激發、勸勉。二十四節吩咐我們

要彼此相顧。『相顧』這辭很有意義。彼此相

顧含示彼此的記念，和真誠、愛心的關切。這

辭含示聖徒是在我們的心上。這一節經文繼續

說，我們應當彼此激發愛心，勉勵行善。行善

在這裏是指把東西白白的給人，或是白白的為

人作事。在財物上給人幫助，或照料有病的弟

兄都是行善。在基督的身體裏需要有許多這樣

的善行。我們需要彼此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二十五節也說我們要彼此勸勉。彼此相顧、相

互激勵和彼此勸勉，無法在大聚會裏實行，只

能在小排聚會裏完成。

藉着互相教導而成全聖徒
　排聚會頭一部分的交通、代禱、照顧和牧養，

是排聚會的開始和根基。沒有這樣的根基，我

們無法有有效的排聚會。然而，排聚會頭一部

分的這些項目，並不能實現排聚會的目的，或

達到排聚會的目標。排聚會的目的和目標，乃

是藉着互相的教導而成全聖徒。（摘自排聚會

的實行第六篇排聚會的實行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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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座的都是最愛主的，我們愛主，就愛

主的話，我們愛主的話，就愛主話中所啟示祂

心頭的願望，我們愛祂心頭的願望，我們就愛

主的身體，我們就愛主的見證，看見基督的身

體在地上能建造起來，甚至一個宇宙的新人，

能在地上得以出現。但這一個身體的建造，宇

宙新人的出現，乃是藉着主在地上一地一地的

召會，不斷的繁殖、成全、擴增而產生各地剛

強的見證，然後全地的眾召會相調，就要成為

一個榮美的見證，好把祂帶回來，這就是主的

心意。

　今天晚上凡來的都是有福的，在我們的禱告

裏面，我們覺得今天晚上可能是台南市召會往

前的轉捩點、里程碑， 負責弟兄們也迫切的禱

告，盼望今天晚上，主向我們再有開啟，再有

顯現，我們遇見了祂，我們就滿足了，我們遇

見了祂，就遇見了祂榮耀的心意。

  增排帶進召會的擴增
神的經綸是安排基督的眾肢體，

個個作神福音的祭司

　簡單的定義，在實行上，神的經綸就是要得

着基督的眾肢體，個個都作神福音的祭司。（羅

十五 16。）作甚麼呢？

　親自傳福音救罪人，獻與神作祭物－羅十五 16。

　餧養、顧惜初信的信徒，帶他們在屬靈生命上增

長，將他們自己獻與神作活祭－約二一 15，帖前二

7，彼前二 2，羅十二 1。

　教導、成全聖徒，作新約職事建造基督身體的工

作－弗四 12。

　被成全的聖徒作申言者，為主說話，供應基督，

建造召會，完成神新約的經綸，以成全神永遠的計

畫，滿足神在永遠裏的心願－林前十四 1，3～ 5。

　這就是神所命定並聖經所啟示，聖徒聚會並事奉

神的正路。 

　在開頭的時候，我們看見一幅簡單神經綸的

圖畫，也是神經綸實行的圖畫。神的經綸一面

來說，就是神要在祂的三一裏將祂自己分賜到

眾人裏面，而在地上產生千千萬萬的神人。而

這個分賜達到高峯，就是在地上產生許許多多

被成全的神人。而這一班被成全的神人，要過

團體的神人生活，當我們被成全成為團體的神

人，我們個個就要成為神福音的祭司，作甚麼

呢？第一，就是親自傳福音、救罪人，救到一

個地步，獻上罪人，給神作祭物。你們有沒有

這樣實行呢？台南市召會去年又帶進七百多人，

表示台南市召會是一個傳福音的召會。我也相

信這七百人是藉着在座許許多多的活力排，許

許多多有活力的肢體出去親自傳福音而得着的。

　我們得着了，生了他們，我們不停在這裏，

我們要繼續往前，所有生下孩子的媽媽都知道

不是生完了就畢業了，那纔是一個新的開始，

就要開始來餧養、顧惜初信的信徒。我也相信

在座好多的弟兄姊妹，在生活中餧養小羊。不

論是你個人或活力排或一組組的活力組，像剛

才好幾個見證，都說到他們是如何在那裏堅定

持續的、專一的、有進程的來餧養初信的信徒，

使他們在主裏長大，我們看了剛才的見證，我

也相信在坐所有的弟兄姊妹們，你們也有很多

的見證。

　人生最喜樂的是，第一個是你得救，第二個

是帶別人得救，第三是看着你所餧養的人在主

裏長大，這真是我們的喜樂；而且這就是主的

經綸。主的經綸不能停在這裏，乃是要帶進祂

身體的繁殖、擴增、產生更剛強的見證。這一

個乃是藉着傳福音所帶來的『生』，以及家聚

會所帶來的『餧養』，然後我們知道不能停在

這裏，當我們自己或帶着別人，我們就要受成

全。最好受成全的範圍，就是在排裏面。

　排就是為了教導，就是為了成全。兩方面：

第一，在生命上，彼此成全；第二，在功用上

也彼此成全。藉着排的成全，聖徒們都得以長

大、並且盡功用，來作新約職事，建造基督身

體的工作。然後，被成全的聖徒，就要作申言

者，成為第二代的傳福音者。傳福音就是你的

申言，你要成為藉着家聚會餧養得成全，而作

申言者。當然也在排裏面彼此為主說話，說出

主來而同作申言者。至終，我們要帶到主日聚

會，在各地、在各區，在那裏一同申言，一同

展覽基督，產生召會的建造，這就是神所命定

並聖經所啟示，基督徒聚會並事奉神的正路。

　其實每一個得救的人，都有一個事奉的生命，

都有一個事奉主的渴望，從你得救，一直到永

遠，新耶路撒冷，祂的奴僕都要事奉祂。這是

人生最高的價值，就是我們被呼召來事奉神，

而這一切的事奉，它的軸心，能彀運轉所有的

事奉，能彀推動福音，能彀推動一對一的家聚

會的餧養，能彀推動主日申言所產生的見證，

那一個軸心，那一個推動的行政中心，乃是在

『排』。（待續）

 加強小排生活成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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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歐洲現今局勢的回應
－難民潮與歐洲福音行動－

　德國福音行動
開展日期
　二○一六年二月十四日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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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報名者，

請最晚於行動報名截止前兩週，至全時間訓練中心網站首頁『最新消息』欄，點選報名連結並填

妥資料。報名者經臺灣福音工作弟兄們審核通過後，即通知各召會或會所服事者，協助報名聖徒

直接上 http://germany2016.amanatrust.org.uk/ 網頁，填寫資料，送出申請。待收到審核單位電郵通

知核准後，即可開始訂機票。申請者本人務必仔細瀏覽網站內容 http://germany2016.amanatrust.org.
uk/，確知注意事項，並留意報名截止日期。

　

配合
一、禱告：現今我們正在接觸這些難民與移民的弟兄姊妹們所給我們的名單，我們會把這些消息

　　　　　轉給全地眾召會的眾聖徒。這樣，我們就能彀為這些名單有確定並個人的代禱。如果

　　　　　你願意加入這項服事，請以電子郵件 pray@AidMyFreedom.com 註冊。當然，我們　　

　　　　　應當鼓勵眾召會為這樣的行動，有規律的禱告。

二、給：有分於『財務奉獻』，請在奉獻袋上指定：為著歐洲難民福音開展用。

三、去：有負擔協助繙譯工作或有負擔前往歐洲，須填寫申請表 AidMyFreed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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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譯者前往。盼望能有更多聖徒『短期』到歐洲或移民到歐洲。

書報文字服事交通

　　　　　－報導－

　已過書報文字組交通，有將近五十位聖徒參

與。弟兄藉着職事的信息幫助我們看見文字工

作的重要性。文字工作可說是從神開始的。神

是說話的神；（來一 1；）約翰福音明言告訴我

們，神就是話。（一 1。）在宇宙間，神是話；

祂臨及人，感動人寫下這話，（彼後一 21，）

就成了我們手中的聖經。（提後三 16。）如果

今天這個世界上沒有聖經，對基督徒來說，虧

損是無法估算的。這本聖經就是神的文字工作，

這是一件希奇的事。

　文字工作的價值，就在於其效能廣泛而久遠。

比如聖經存在人類中間幾千年了，其效能不言

而喻。其次，主要藉着這一分的文字工作，使

我們中間的真理達到西方各國。以澳洲的召會

為例，我們雖無法常去給他們幫助，最可靠、

最直接的，還是給他們文字的供應，作為屬靈

食糧，餧養他們。

　而從事文字工作，一定要有耐心，有埋頭苦

幹的精神。關於文字的學習，我們必須認識，

只有神是創造者，人在這方面一點也不能誇口。

一篇好的作品，總得經過多方的潤飾修改，千

錘百煉，是不可能急就章的。在文字上必須是

純潔、屬靈並達意。

　關於書報服事，需要看見我們都是神聖經綸

的好管家，服事者至少要看過每一本書報的封

面、目錄、前言、書介，並操練主動的接觸人，

把真理送到人的手中，作到聖徒的家裏，好使

家家都能教導真理，研讀真理。美國德州的眾

召會在這件事上是好榜樣，他們每個聖徒家裏，

幾乎都佈滿了書報。無論是書房、盥洗室、客

廳、床頭櫃、餐桌上，甚至廚房裏，都有打開

的書報；人無論走到那裏，都可以利用時間讀

一段信息，即使是燒飯作菜時，也可以得着滋

養。

　在網頁服事上，配合召會的文字、及行動，

並在歐洲網頁上蒐集各國的蒙恩見證及近況。

　最後也呼召對網頁、繙譯（英、法、德語），

有基礎並在時間上釋放者，願意服事者可向執

事室報名。願主繼續祝福書報、文字及網頁的

服事。（文字組）



          2016.02.07 5　　　　　－兒童－

－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贖罪銀
　讓我們假定你是成熟的，能彀在神的軍隊裏。因為你屬靈的年齡至少二十歲了，你就有資格列

在那些能彀出去打仗的人中。但這意思是說，你該直接去爭戰麼？當然不是。如果你想要直接去

爭戰，你就會遭殃。出埃及記三十章十二節說：『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數的，計算總數，你數的時候，

他們各人要為自己的生命，把贖價奉給耶和華，免得數的時候，在他們中間有災殃。』我們要避

免災殃，就絕不該憑自己去爭戰。我們應當說：『在神的軍隊裏我絕不憑着自己去爭戰，惟有在

基督裏並憑着基督，我纔去。我有基督作我的半舍客勒，作我的贖罪銀。祂是寶貴而有價值的。』

如果我們要在神的軍隊裏爭戰，我們就必須單單憑着這位寶貴的基督來爭戰。贖罪銀所豫表的基

督不是釘十字架的基督，不是作為贖罪祭和贖愆祭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反之，贖罪銀乃是舉祭，

表徵復活並升天的基督，在天上的基督。

　凡是從事屬靈爭戰的人都曉得，這場爭戰不是在地上打的。屬靈的爭戰是在空中進行的。我們

要從事這樣的爭戰，就必須與升天的基督一同在諸天界裏。我們必須與作舉祭的基督一同在天上。

（摘自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一五四篇）

　感謝主！藉着這次的小五六生活園讓孩子們

不僅認識救恩，也在讀書上得着開啟，從學習

金字塔上認識如何學習，藉正確的學習而產生

行為的改變。在下午的團體活動中認識同伴，

藉着遊戲更將彼此調在一起，一同奔跑屬天的

賽程。（服事者）

　我們為着主的恢復，需要裝備，纔能作主的

器皿。我好開心在這次的小五六特會中，阿姨

分享學習方法，不僅要認真聽老師上課，也要

複習，會的人要去教不會的人，就會更棒，就

能交到朋友，並且跟他說主耶穌愛你。（411

區　秦宇祥）

　謝謝主耶穌帶我來參加小五六生活園。我學

到擘餅聚會的意義，這餅代表主耶穌的身體為

我們死在十字架上，而杯代表主耶穌為我們流

出寶血。謝謝主耶穌，希望我也能受浸得救，

進入神的國，成為神的兒女來喫餅喝杯，使我

人生有意義。（1101 區　王一如）

　我最享受的是詩歌第三十六首的副歌。我們

是神的兒女，有權利可以大喊並大唱。『哦！

主耶穌，我要大喊並大唱，我要時常享受你的

詩歌，讀你的話，因為你就要來臨了，我要努

力裝備自己，好迎接你的到來。』（503 區　許

新傑）

　這次讓我重新瞭解受浸的意義。受浸是我們

悔改、相信並呼求後的下一步。人要真正而完

全的得救，不僅需要悔改、相信和呼求，也需

要受浸。（可十六 16 上。）我們不只為罪悔改，

也要接受基督。感謝主，我受浸了！（107 區　

李欣容）

　約三 5 下『人若不是從水和靈生的，就不能

進神的國。』當神的話進到我們裏面，就成為

靈，成為生命，將我們的靈點活過來，這就是

從靈而生。而從水而生是指受浸說的。我們若

要脫離這敗壞的世代，不僅要接受神，還要受

浸，這就是神完整的救恩。（1601區　陳以潔）

小五六生活園蒙恩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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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1）晨興聖言「出埃及記結晶讀經 (五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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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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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113~114 篇。

　（5）背經進度「腓立比書」，腓 4:13 ～ 4:15
腓　 4:13 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裏面，凡事都能作。
Phil  4:13  I am able to do all things in Him who empowers me.
腓    4:14  然而，你們有分於我的患難，乃是美事。 
Phil  4:14  Nevertheless you did well to have fellowship with me in my affliction.
腓    4:15  腓立比人哪，你們也知道我初傳福音，離開馬其頓的時候，在授受的賬上，除了你
                 們以外，並沒有一個召會與我有交通；
Phil 4:15   And you yourselves also know, Philippians, tha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gospel, when I
                 went out from Macedonia, no church had fellowship with me in the account of giving and
                  receiving except you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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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主日 ) 口創 41:14-57 口太 15:21-31  口太 15:25
2/8( 週一 ) 口創 42:1-38 口太 15:32-39  口太 15:37
2/9( 週二 ) 口創 43:1-34 口太 16:1-12  口太 16:8
2/10( 週三 ) 口創 44:1-34 口太 16:13-20  口太 16:19
2/11( 週四 ) 口創 45:1-28 口太 16:21-28  口太 16:24
2/12( 週五 ) 口創 46:1-34 口太 17:1-13  口太 17:5
2/13( 週六 ) 口創 47:1-31 口太 17:14-27  口太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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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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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週一 )
 2/9( 週二 )
 2/10( 週三 )
 2/11( 週四 )
 2/12( 週五 )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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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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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區集中主日聚會　時間：2/14（主日）9:30，地點：大學路會所。

受浸新人

2016 年一月受浸名單

102 林柏豐 201 陳枻汝、馬斐鈺 202 阮氏美 302 王苡璇 306 黃俞翔 602 謝惠枝 604 李李金栲

1201 劉紅鈴 1302 李東連、李林玉梅、范美娥 1401 黃廖素貞、李國強、蘇秀聯 1402 黃瀅蓁

1404 楊美能（共 17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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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健康生活園行前交通
　　報到時間：2/27、2/28，8:30 ～ 9:00，家長接回時間：2/27（20:00）、2/28（13:30），攜帶物品：

        名牌套、文具、餐具、水壺、已發的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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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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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聖徒
 長青服事者事奉交通 時間：2/23（二）9:30，地點：裕忠路會所長老室，並有午餐相調。

 全召會長青聖徒集中聚會 時間：2/24（三）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德國後續福音行動
一、福音行動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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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費用：每人 1000 歐元（機票費另計）。

三、報名窗口：賴錦富弟兄。

四、報名資格：請報名第三、四或五梯次，需要有聽、說英文的基本能力，並與負責弟兄先

　　　　　　　交通。若有問題，請與陳洵弟兄聯絡。

註：欲參與希臘福音行動聖徒，每人 500 歐元（機票費另計），請與羅友駿弟兄聯絡。

 聖徒來訪相調：基隆市召會 44 位聖徒來訪 
　時間：2/10（三）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18:00 愛筵，請裕忠照顧大區聖徒各家帶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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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新盛會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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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三）DVD，原價 6000 元，特價 1200 元，目前尚有 5 套，請洽書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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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特會大專聖徒靈裏被挑旺，新人得加強；開學福音節期台南大專得人目標100人。

   青少年：經過學測的高三聖徒，無論在申請大學，或繼續豫備七月指考，都能更新奉獻自己。

   兒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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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連續假期，下週週訊暫停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