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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冬季訓練信息要點

                            第七篇  銅洗濯盆

前言
　這是一篇非常寶貴的信息。關於帳幕裏的物

件 , 我們也許較少注意銅洗濯盆。然而，銅洗濯

盆的真理是不得了的，很能幫助我們與主配合，

經歷主、享受主，讓祂達到祂經綸的目標 , 完成

祂的建造，甚至終極完成神聖的羅曼史，如新

耶路撒冷所給我們看見的。

真理要點
　首先我們要認識銅洗濯盆的意義，是極重要

的。因為 洗濯盆豫表基督之死所產生賜生命之

靈的洗滌能力。銅洗濯盆放置在祭壇之後，表

徵洗濯盆洗滌的能力，出自在祭壇神的審判。

基督經過神在祭壇（十字架）完全的審判而進

入復活以後，就成了洗滌我們的賜生命之靈。 

而用以作洗濯盆的銅表徵神公義的審判，來自

會幕門前服事之婦人的銅鏡，含示銅洗濯盆是

一面能返照人、暴露人的鏡子。 洗濯盆放在祭

壇和會幕之間，以接續祭壇的工作，好使人進

入帳幕。洗濯盆的位置是在祭壇之後，但洗濯

盆的功用是在祭壇的功用之前。 洗濯盆裏所盛

的水，表徵賜生命之靈的洗滌。這洗滌不是表

徵基督的血洗去我們的罪，乃是表徵賜生命的

靈洗去來自接觸屬地事物的污穢。 祭司事奉之

前必須在洗濯盆裏洗滌，免得死亡；所以銅洗

濯盆是爲着神居所的運作，爲着帳幕的運作。 

　其次我們必須經歷洗濯盆，就是賜生命之靈

的洗滌： 

　一、由出埃及三十章看見， 洗濯盆是我們洗

去屬地的玷污，而得着潔淨的地方。我們雖有

了神聖的生命，卻仍活在墮落的肉體中；由於

和地的接觸，我們常是污穢的；我們若要作真

祭司，並執行祭司的任務，一切玷污就必須洗

去。 

　二、 在約翰十三章一至十七節，主洗門徒的

腳，描繪我們對洗濯盆的經歷。重生的人仍然

行走在地上，由於屬地接觸而有的污穢阻撓了

交通，他們需要藉着洗濯盆裏的水來洗滌，而

能維持與主並與彼此之間愉快的交通。 

　三、 提多三章五節說到重生的洗滌，和聖靈

的更新：重生的洗滌潔除我們舊人一切舊性情

的東西，而聖靈的更新將新的東西，新人神聖

的素質，分賜到我們裏面。 

　四 、升天的基督在祂天上的職事裏，正『藉

着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會。以弗所五章

二十六節裏的『洗滌』，直譯，『洗濯盆』：

洗濯盆的洗滌。我們現今正在這洗滌的過程中，

使基督『好獻給自己，作榮耀的召會，沒有斑

點、皺紋、或任何這類的病，好使她成爲聖別、

沒有瑕疵』。 

　　　　　　　負擔應用
　一、認真祈求主賜下智慧和啟示的靈，使我

們深刻認識洗濯盆的意義是極重要的。 

　二、我們都要彼此相愛，而不是彼此要求。

藉着更多釋放靈，供應生命之靈，能洗滌屬地

的玷污，而維持與主並與彼此之間愉快的交通，

使我們的聚集充滿甜美的享受。 

　三、這樣的經歷不能停頓。在我們的一生中，

重生的洗滌和聖靈的更新，乃是每日不斷的在

我們裏面作工，直到新造得以完成，作聖別、

沒有瑕疵的新婦，以迎接主的再來。（王健行

弟兄）　

＊日間追求班開訓：3/3 （四）8:5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受理現場報名。
＊全召會成全訓練及專項成全：３/13（主日）15:30～16:50成全訓練，17:00～17:50
　專項成全。地點：裕忠路會所及新營區會所，請聖徒提早五分鐘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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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召會行動、事奉都以小排為基礎

召會的基礎乃在於小排，小排聚會是
召會生活和事奉的主要部分

　召會的基礎乃在於小排；我們帶人得救，能

不能留住人，能不能托住他們，全在於小排的

建立。感謝主，在這件事上我們已約略有了一

個起頭，但往下還有諸多的需要。所以，我們

要研討到底小排該如何往前、如何繁增。同時，

要研究如何帶領聖徒進入真理、發揮功用、托

住人、挽回久不聚會的，並且推動每一位弟兄

姊妹，打開自己的家傳福音，把他們的親人、

朋友和鄰舍，當作他們的耶路撒冷，而向外擴

展。（召會分項事奉的建立，第七篇）

 

　小排是召會生活的萬能機構。在召會生活中

若是小排不強，召會就不會強。召會生活要長

期好，關鍵完全在排裏面。小排乃是召會的實

際生活，也是召會的實際事奉。（新路生機的

實行，第五篇）

　在小排聚會中，信徒彼此交通、代禱、互相

照顧、牧養；彼此教導、學習真理、互相指導、

追求屬靈生命的長大，以推動傳福音、照顧新

人、帶小排聚會，種種召會生活中的事奉 。小

排聚會是召會生活和事奉的主要部分 。（新約

福音祭司，第十篇）

　我們若經歷這種聚會的豐富，就會拿起負擔，

出去探訪人，走上神命定之路的第一步。然後

我們必須照顧我們所得的新人。這就是說，排

聚會會擔起召會的事奉。最後，這會使小排聚

會成為召會生活的小影。（神命定之路的操練

與實行，第二十四篇）

小排的重點，是給全召會有心事奉的
弟兄姊妹，人人都有機會操練

　小排的建立不僅是作法的改變，更是制度的

改變。從前是一人講，眾人聽；現在是眾人講，

眾人追求，眾人傳福音。這就是制度的改變。

小排的重點，是給全召會有心事奉的弟兄姊妹，

提供一個個場地，讓每個人都有機會盡上自己

生機的功用，都有球場能彀打球。我們在主的

恢復裏，一直喊着說，『要讓基督的身體在地

上出現。』然而實際上，這件事總是不容易達

成。原因就在於，要全體弟兄姊妹在大聚會裏

完全盡職，不是容易的事；然而在小排裏，人

人都有機會操練。在小排的服事上，我們都要

作一個主動的人，作一個關心人、有負擔、盡

上我們自己那一份的人。（召會分項事奉的建

立，第十五篇）

　因着我們不喜歡有任何組織，我們不願為排

聚會設立領頭人。我們需要把這樣的事留給聖

靈，讓祂有自由。我們該囑咐聖徒在行為上要

屬靈，在擔負責任上要盡本分。小排的領頭人

乃是因着他們照着那靈，並背負真實的擔子和

責任，而得以顯明出來。召會要得勝的往前，

需要許多排聚會。排越多，召會的開展、擴增

和改進就越多。然後召會的事奉、召會的擔子、

召會的責任，就不會限於幾位長老手中，乃會

普及在許多聖徒手中。（主恢復當前的進展，

第三章）

　排聚會有三個主要功用
　排聚會有三個主要功用。第一，排聚會是為

着交通和禱告。（徒二 46。）在馬可的母親馬

利亞家中，有一班聖徒為當時坐監的彼得禱告。

（十二 12。）彼得被釋放以後，往馬利亞家去。

行傳十二章指明，在耶路撒冷必定有許多班人

為彼得禱告。（5。）第二，排聚會是為着教導、

造就和傳福音。（五 42。）造就與建造不同。

造就主要的目的是為着建立性格而教育，不是

為着建一座建築物。在小排聚會中，有許多造

就的工作。我們也可以在排聚會中傳福音。第

三，排聚會是為着成全青年聖徒作職事的工作，

就是有恩賜的人所作的工作，為要完成新約的

職事，建造基督的身體。（弗四 12。）在排聚

會中，我們必須造就初信者，在一切基督徒生

活的特點上建立他們。我們必須教育他們，訓

練他們，成全他們，裝備他們，供應他們，使

他們能有各種基督徒的事奉，幫助他們達到人

人申言，為主說話的標準。小排聚會的結果，

該是所有參加的人都能傳福音，帶家聚會和排

聚會，並且申言，為主說話。這樣的光景只能

藉着小排產生，無法藉着大聚會或家聚會產生。

（主恢復當前的進展，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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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全召會成全聚會的交通

　在職事書報『認識生命與召會』的第九篇中交通說：『召會在事奉上，必須注意以下四點：第一，

不能忽略福音；第二，要加強真理的造就，並對真理的認識。第三，要在生命上有經歷。一個人

得救了，我們把他帶到召會中，立刻就要帶他開始認識真理，並要幫助他經歷生命。第四，還要

帶領他學習事奉。這四點都是需要的。…若是這四個重點都作到了，並且在召會中經過四、五年，

必定會立下根基。…若是召會中的年長聖徒，能將他們多年在主面前所學的，無論是對福音的負

擔、真理的認識、生命的經歷、或服事的分量，傳承給這些年輕人，那將是何等美好的光景。…

所以，一面我們要忠心的在福音、真理、生命、事奉這四面上往前，讓召會的光景得以維持並穩固。

另一面，勢必要培養人才、得着人才不可。』

　今年上半年全召會成全聚會的日期和時間為 3/13，4/10，5/8，6/12 （主日）15:30 開始聚會。南

台南分為三個班，北台南則為一個班 ( 事奉班 )，各班學程為期二年，課程簡介如下：

真理班 
　真理班的總題乃是聖經的研讀。每次的冬夏季訓練幫助我們以一種結晶的眼光來讀聖經，但因

着我們對於舊約聖經的認識不足，因而不容易有紮實的真理構成在我們裏面，成為我們長期的滋

養。所以，我們將帶大家一同來研讀出埃及記。以恢復本綱目再加上生命讀經的內容撰寫課程綱

目，幫助眾聖徒裝備主話，激勵聖徒們建立讀經的風氣，並建立讀生命讀經的生活。

生命班
　培育聖徒在生命上扎根，加強召會生活中關於生命實行的認識，藉享受三一神作生命，以神的

增長而長大，以至漸漸達到成熟。並建立追求書報的習慣，（特別是生命的認識、生命的經歷等）。

　今年生命班的總題是『基督徒生命成熟的路』，內容主要也是出自這本書報。上半年會進入第

五篇至第九篇，下半年則進入第十篇至第十四篇。神救恩的工作，以及基督徒終極的目標，乃是

建造新耶路撒冷。然而塵土所造的人，如何能變化為金、銀、寶石，並成為新耶路撒冷 ? 這需要

生命的長大與成熟。馬太二十四、二十五章，是主離世前所留下的豫言，啟示我們生命成熟的路，

在於人願意出代價與神配合，在生活中儆醒豫備，讓主有地位，好使祂能充滿、佔有、浸透我們

全人。至終我們能滿有祂榮耀的形像，達到祂對人救恩的終極目的。

事奉班
　事奉班第二學程的課程總題乃是『從歷史看事奉的榜樣』，上半年是從聖經歷史中的聖徒看事

奉的榜樣，下半年是從召會歷史中的聖徒看事奉的榜樣。每半年的四篇信息，分別從服事、福音、

禱告、讀經四方面來看榜樣。神在每個時代都興起一些聖徒作為器皿，為着成就祂神聖的經綸。

在這些神所使用聖徒身上，都有某些方面的特點，是我們今天一同事奉神的人，所必須看見並學

習的。

　每一個得救的人，都是被命定作新約祭司，被命定要來事奉神。但我們該如何事奉呢？除了聖

經明文所啟示的以外，榜樣更是給我們清楚又生動的圖畫。期盼從這些榜樣身上所看見的，帶給

我們甘甜又有力的事奉。

召會帶領上的交通
　各班每次主要課程結束後，弟兄們會交通關於全召會在福音生活上的實行：人人將所接觸的福

音朋友帶到小排中，以及如何實行福音小排；建立福音的生活，一面交通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打開

家傳福音，另一面交通如何在職場上過福音生活；小排如何餧養並牧養新人等。

　『若是聖徒們都忠心，一週過一週，一年五十二週，在真理上必能認識透徹，在生命上必能得

着供應，在事奉上也能得到指引。此外，小排聚會還能彼此相顧，各盡功用，也能傳福音帶人得

救。』（摘自「為神說話」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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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聖膏油（一）

　調和的膏油要用來抹帳幕及其所有的器具，祭壇和壇的一切器皿、洗濯盆及其盆座，以及祭司。

這膏油表徵三一神經過了漫長的過程，成了包羅萬有調和的靈，為要臨到祂所揀選並救贖的人，

好與他們合而為一。

　這位神活在地上三十三年半，這是一件大事！三十三年半以後，祂死在十字架上，埋在墳墓裏，

並且遊歷了陰間。然後在復活裏，祂從死人中出來，以後又升到天上。這些步驟都是香料與油調

和產生膏油所需要的。

　這包羅萬有的靈比逾越節的羊羔、嗎哪、活水還要大。沒有甚麼能彀超過三一神經過了一段漫

長的過程，成為賜生命的靈。如今我們不但享受這靈，更與祂合而為一！

　現今這地是在背叛神的光景中。神在地上似乎不能尋得一個居所。但祂的確有許許多多的選民

成了祂的居所。因此，祂要臨到他們，使祂自己與他們成為一，也使他們與祂自己成為一。（摘

自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一五七篇）

　－大專－

2016 年春季大專福音節期行程規劃	 	

時段 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日期 2/28 2/29 3/1 3/2 3/3 3/4 3/5

成大
 接觸人 19:30 

邀約聖經
講座

聖經講座 1 
接觸人 19:30 
邀約聖經講座

聖經講座 2 
接觸人 19:30 
邀約聖經講座

聖經講座 3 
接觸人 19:30 
邀約聖經講座

聖經講座 4 
接觸人 19:30 
邀約聖經講座

南台
叩門
作問
卷

叩門
作問卷

傳新生福音 4 
時間：18:00 
集合地點 :

南台姊妹之家

傳新生福音 5 
時間：18:00 
集合地點 :

南台姊妹之家

傳新生福音 6 
時間：18:00 
集合地點 :

南台姊妹之家

傳新生福音 7 
時間：18:00 
集合地點 :

南台姊妹之家

南大
南護

開展接觸人
17:10-18:00   
集合地點 :
南護校門口 
福音聚會 

18:00-19:30
 地點 : 青年路會所 2F 

1501 區配搭飯食

 
開展接觸人
16:30-18:00  
集合地點 :

慶中街四號 3F 
開展接觸人
19:30-21:00  

地點 : 青年路會所 1F

 福音聚會
18:00-19:30 

地點 : 青年路
會所 2F 

1502 區配搭飯食
 

開展接觸人  
16:30-18:00
 集合地點 :

慶中街四號 3F

南大福音
相調

崑山
南應大

南應福音聚會 
18:30-20:00 

地點：鹽行會所

崑山福音聚會
 18:30-20:00 

地點：崑山會所

南應福音聚會 
18:30-20:00 

地點：鹽行會所

崑山福音聚會 
18:30-20:00 

地點：崑山會所

長榮
嘉藥

長榮開展 
傳福音

19:00~21:00 
901 區配搭

傳福音

長榮開展 
傳福音

19:00~21:00 
902 區配搭傳福音

長榮開展 
福音聚會

18:00~19:30 
901 區配搭

飯食和傳福音

嘉藥開展 
傳福音

19:00~21:00 
704 區配搭

傳福音

嘉藥開展 
福音聚會

18:00~19:30  
705 區配搭

飯食和傳福音

嘉藥開展 
傳福音

19:00~21:00 
701 區配搭

傳福音

華醫 發問卷
時間：12:00

發問卷
時間：12:00

發問卷
時間：12:00

福音聚會
18:00-19:30

地點：黃魏如莉
姊妹家

發問卷
時間：12:00 整理資料

遠東 
（十一大區）

遠東接觸人
19:00~21:30 

新市會所集合

遠東接觸人
19:00~21:30 

新市會所集合

遠東福音聚會 
新市會所

18:30~20:30  
( 成大配搭 )

敏惠
南榮 

（十四大區）

敏惠福音 ( 二 ) 
17:30~19:30 

柳營會所
( 崑山配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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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加強小排生活成全（三）

增排帶進召會的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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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結存 58,850 0 0 0 0 58,850 
本月收入 1,987,036 467,700 117,400 538,300 114,300 3,224,736 
本月支出 1,470,899 770,854 179,135 538,300 114,300 3,073,488 
本月結存 574,987 -303,154 -61,735 0 0 210,098 

2016 年 1 月份財務奉獻收支概況  

      1. 本月個人奉獻包計 166 包。
      2. 今年海外開展奉獻目標每人為 1,500 元，總計 2,776,500 元，奉獻累計 538,300 元，目標
　　  達成率 19.39%。      

地震災區福音叩訪行動

　此次台南地震，永大路二段與國光五街口的維冠大樓倒塌，造成 115 人罹難。不僅震驚台島所

有的人，大樓周遭的住戶，必定是更加惶恐。雖然這可算是一單一事件造成的嚴重傷亡，但地震

造成人心的惶恐無助，卻也必定為主的福音開啟一扇敞開的門。我們絕不能作一個『無感』的基

督徒，對於地上所發生的種種事情，我們必須與主有同樣的感覺，『耶穌就對他們動了慈心。』（可

六 34。）因此，我們覺得應該趁此時機，加強此區域的福音傳揚。此區域大約是十大區三小區的

範圍，若光靠一個大區或小區的力量，能作的實在有限。經過一些的交通，期盼能比照全召會的

福音開展，由各大區來支援一次叩訪行動。以期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得着主所揀選的人。

　福音叩訪，以十、十六大區作規劃及整合中心，其他大區各支援一次叩訪（以至少主日人數的

四分之一為目標，參與叩訪）。

一、叩訪時間：
（1）2/26~3/12，除週二以外，每天晚上 7:30~9:30。

（2）3/5，3/12 兩個週六，叩訪時間為下午 4:00~6:00，6:30 福音愛筵，7:15~8:30 福音聚會

　　（支援大區以下午叩訪為主，晚上福音可自由參加）。

二、集合地點：永康崑山會所（永康區大灣路 942 巷 194 弄 2 號）。

三、得人目標：20 個果子，5 個敞開的家。
週期 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日期 2/26 2/27

支援大區 二 一
輪值小區 1001 1002

日期 2/28 2/29 3/1 3/2 3/3 3/4 【3/5】
支援大區 自由參與 三 　 四 五 六 七

輪值小區 十 / 十六大區 1003 1601 1602 1003 1002
日期 3/6 3/7 3/8 3/9 3/10 3/11 【3/12】

支援大區 自由參與 八 九 十一、十二 十三、十四 十五
輪值小區 十 / 十六大區 1001 1601 1602 十大區 十六大區

　－財務－

　　　　　－信息－

　我們將這些我們餧養的小羊聚在一起，形成兩三個人的排聚會，這一定是指着新的排，不是形

成原來的排聚會。其實兩三個活力同伴再加上兩三個你長期家聚會餧養的小羊合起來，就是一個

六個人的活力排，新的排，全新的排，都是從活力生出來的，也都是在活力生活裏養大的，他們

知道他們的父母怎麼活的，他們就會學你們所作的。（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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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1）晨興聖言「出埃及記結晶讀經 (六 )」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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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課下半「在三一神的恩典裏經歷並享受基督為子」。
　　（4）書報追求 「話語的供應與召會的擴增」第 3~4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119~120 篇。

　（5）背經進度「腓立比書」，腓 4:22～ 4:23
腓　 4:22  眾聖徒，尤其是該撒家裏的人，都問你們安。 

腓　 4:23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與你們的靈同在。  

Phil   4:22  All the saints greet you, and especially those of Caesar's household. 
Phil   4:23  The grac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be with your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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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主日 ) 口出 11:1-10 口太 23:1-12  口太 23:8
2/29( 週一 ) 口出 12:1-14 口太 23:13-39  口太 23:39
3/01( 週二 ) 口出 12:15-36 口太 24:1-14  口太 24:14
3/02( 週三 ) 口出 12:37-51 口太 24:15-31  口太 24:27
3/03( 週四 ) 口出 13:1-22 口太 24:32-51  口太 24:45
3/04( 週五 ) 口出 14:1-31 口太 25:1-13  口太 25:6
3/05( 週六 ) 口出 15:1-27 口太 25:14-30  口太 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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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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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週一 )
 3/01( 週二 )
 3/02( 週三 )
 3/03( 週四 )
 3/04( 週五 )
 3/05( 週六 )

  －報告事項－
全召會成全訓練暨專項成全
　一、日期：3/13（每月第二個主日）。
　二、時間：15:30 ～ 16:50 成全訓練，17:00 ～ 17:50 專項成全。

　三、地點：裕忠路會所及新營區會所。

　註：真理班聖徒請帶舊約聖經，並豫讀出埃及記二五 10 ～ 22 及生命讀經第 84 ～ 89 篇。

　聚會場地
區／項目 場地 真理班 生命班 事奉班 兒童 青少年 大專 青職
南台南 裕忠路會所 大會場 中型會場 B201 中型會場 A201 B201 大會場

　南台南事務服事 總管：林暉智 0953-810-336、張明豊 0921-223-270
　  電器：第三組；交管：二、四大區；兒童：一、三大區服事。

大區
第一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3/1（二）20:00，地點：青年路會所。
第四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3/1（二）20:00，地點：裕忠路會所 A102 室。

第四大區集中主日聚會   時間：3/13（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備有愛筵。

第九大區集中主日聚會      時間：3/6（主日）9:30，地點：仁德區會所，備有愛筵。

第十五大區集中主日聚會 時間：3/6（主日）9:30，地點：新興路會所，備有愛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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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每人報名費 1200 元、交通車費 500 元，請儘速報名並繳交費用給賴錦富弟兄。

南部眾召會兒童家長暨服事者事奉相調聚會
時間：3/19（六）8:30 ～ 14:00 ，地點：高雄市召會新盛街會所，費用：家長、兒童每人各

350 元（含車資、餐費、報名費、兒童科工館門票，不占車位的嬰兒免費）， 請於 3/1（二）

前向蔡湫雁姊妹報名並繳費（e-mail：joanne9618@gmail.com，0955-354-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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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台大學院校教職聖徒相調聚會及論文研討會

時間：5/20（五）19:00 至 5/22（主日）中午，地點：關子嶺統茂溫泉會館。報名：請於 3/27（主
日）前向執事室賴錦富弟兄報名並繳費（通啟請上召會網站下載）。

全召會青職福音成全相調
時間：3/5~6（六 ~ 主日），請儘速與各大區青職服事者報名。3/5（六）出發時間 8:00，上車
地點：裕忠路會所。3/5（六）晚上散會後，將有腓立比書第四章會考。 

全召會台語福音聚會
  時間：3/19（六）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備有愛筵。盼今年有 400 位參加，40 位受浸。
英文追求班

時間：自 3/1 起每週二 7:00~8: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追求材料：當週晨興聖言英文版。

德國、希臘後續福音行動
德國福音行動
一、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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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資格：請報名第三、四或五梯次，需具備英文聽、說基本能力，並先與負責弟兄交通。
希臘福音行動
一、時間：第十梯：3/17 ～ 29；第十一梯：3/31 ～ 4/12；第十二梯：4/14 ～ 4/26；
　　　　　第十三梯：4/28 ～ 5/10；第十四梯：5/12 ～ 5/24；第十五梯：5/26 ～ 6/7；
　　　　　第十六梯：6/9 ～ 7/21；第十七梯：6/23 ～ 7/5
二、費用：每人 500 歐元（機票費另計）。
＊報名窗口：以上兩項行動，請向執事室賴錦富弟兄報名。　

 全召會腓立比書第四梯次背經會考
      會考時間：3/6（主日），地點：各小區。範圍：腓立比書主題及第四章經文。請各小區於 2/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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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維仁弟兄（901 區）、沈士慈姊妹（604 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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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婚見證聚會 羅鈞弟兄（701 區）、楊少妤姊妹（701 區）
   時間：3/12（六）15: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一○四年度個人奉獻收據開立登記

請按各小區登記需開立一○四年奉獻收據之身分證字號（不需具名），並於 3/7（一）前交至
執事室（紙本、電郵或傳真皆可），豫計 3/27（主日）按登記區別發至各區領取。

書報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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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歌羅西書背經卡，一張 10 元，請至書報室購買。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周永分弟兄夫婦－歐洲難民潮福音的傳揚，眾召會起來答應呼召，禱告

　　去、財物去、人去。
    德國：因難民潮移民至德國接受福音而得救的聖徒，持續接受餧養，能過正常的召會生活。
    柬埔寨：吳教安弟兄夫婦－已過訓練學員福音開展所帶得救的新人，能成為常存的果子。
　土耳其：簡晨光弟兄夫婦－二月底前能有三個完整的家持續被牧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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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家聚會，並與活力伴禱告，逐漸形成新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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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福音節期，大專及社區聖徒都能分別時間配搭得着平安之子，得人目標100人。
   青少年：持續享受耶穌的人性，並在校園中接觸同學，邀約同學參加校園排及社區青少年排。
   兒童：80家打開兒童排，500兒童過召會生活。

    －代禱事項－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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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