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01.08
 02

二○一六年感恩節特會『主今日行動的方向』信息要點

第三篇　豫備新婦作新郎的配偶（一）新婦的豫備

前言
　這一週我們來到主今日行動的方向這一系列信

息的第三篇，講到豫備新婦作新郎的配偶（一）。

前兩篇我們看見基督身體的建造， 而基督身體的

建造就是豫備基督的新婦，這兩件事乃是一件事；

那就是當基督身體被建造起來的時候， 新婦也就

豫備好，就能帶進神的國度。這篇信息主要交通

到基督新婦的豫備在於得勝者生命的成熟，而終

極完成於羔羊的婚娶，並在哈米吉頓的爭戰中，

毀滅敵基督。
真理要點

　一、羔羊的婚娶：乃是神新約經綸完成的結

果，神新約的經綸是要藉着祂法理的救贖並憑着

祂神聖生命裏生機的拯救，為基督娶得一個新

婦，就是召會。基督這位羔羊需要一個婚禮。

約翰福音啟示基督是羔羊，要來除去罪，（一

29，）也是新郎，要來迎娶新婦。        
　基督的目標不是除去罪，乃是迎娶新婦。我們

在地上正豫備成為新婦，好迎見祂；而祂在三層

天的寶座上正準備像新郎一樣來到，與我們相

見。當祂回來我們與祂相見時，我們就會有一個

婚禮。

　二、新婦的豫備：新婦的豫備在於得勝者生

命的成熟。雅歌中所描繪的基督佳偶，神聖生命

成熟成了書拉密女，表徵她成了基督的複製，配

得過祂，好與祂成為婚配。（歌六 13。）

　在新約聖經裏的『成熟』用於指信徒在神的生

命上長成並完全，指明我們需要在神聖的生命裏

長大成熟，以至完全。所以，我們需要學習使徒

保羅，追求在基督的生命裏長大成熟，並在我們

生活、工作、事奉上，顧到並尊重基督的身體，

有身體的感覺， 也以身體為中心。（腓三 12 ～

15。）

　並且構成新婦的得勝者，不是分開的個人，乃

是團體的，所以就需要建造。（太十六 18。）

聖經中心、神聖的思想乃是：神在尋找一個神聖

的建造，就是由蒙祂救贖並與祂調和的活人所組

成，作三一神團體的彰顯。（太十六 18。）因

此對祂忠信尋求者至上並最高的要求，乃是根據

主那神聖屬性之一的神聖三一的一，把信徒建造

在一起。 （約十七。）

　三、哈米吉頓的戰爭：在羔羊婚筵之後，基

督要以作戰將軍的身份，帶着祂的新婦，就是被

請赴婚筵的得勝信徒，作祂的軍隊。新郎是元

帥，新婦是軍隊。

前來與敵基督和他以下的諸王，並他們的眾軍，

在哈米吉頓爭戰。基督在祂蜜月的期間要清理宇

宙。

　四、婚禮的禮服：啟示錄十九章十四節說，

眾軍穿着細麻衣，又白又潔。得勝的聖徒有兩件

衣服，一件是為救恩，另一件是為獎賞。這裏的

細麻衣是第二件衣服。得勝者這第二件衣服使他

們有資格參加羔羊的婚筵，並與主一同爭戰抵擋

祂的仇敵。這第二件衣服使我們不僅有資格參加

婚禮，也彀資格參加軍隊。

　這第二件的衣服就是基督從我們活出，成了我

們日常的義。就是在今天，我們也是藉基督作我

們的衣服來爭戰。以弗所六章指明，神全副的軍

裝就是基督。
負擔應用

　一、建立追求主話、緊緊跟隨一年七次訓練特

會的生活。因為新婦的美麗乃是藉着主話中之水

來洗滌潔淨的。

　二、每日劃分固定時間與主有情深、私下、親

密的交通，並參加召會週間的禱告聚會，以滿足

主的心意，完成神的經綸！

　三、在活力排的原則裏，實行『福』、『家』

的架構，與眾聖徒有團體建造並與基督一同爭戰

的生活。（陳良培弟兄） 

全召會集中主日聚會　 時間：1/22（主日）9:30（9:00 進場），地點 : 南台科技大學三連堂。
冬季結晶訓練各班別 　假日班時間：1/14~15, 1/21~22 （六～主日）14:55~20:30，地點：裕忠路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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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穌的人性裏顧惜人，在基督的神性裏餧養人

　　2　與稅吏和罪人一同喫喝
　基督這位人子來與稅吏和罪人一同喫喝，甚至

作他們的朋友，以顧惜他們，好叫他們得着祂的

救贖和救恩為餧養。（路七 34。）法利賽人為此

批評主，但祂作這些罪人的朋友，乃是為着立下

基礎，使祂能以祂的救贖和救恩餧養他們。

　　3　顧惜撒該
　基督這位人子往耶利哥去，撒該爬到樹上想要

看祂，祂經過那裏，往上一看，對他說，『撒該，

快下來，今天我必須住在你家裏，』為要顧惜撒

該，好用祂的救恩餧養他。（十九 1 ～ 10。）

　三　在約翰福音裏
　　1　顧惜拿但業
　基督這位神救主被拿但業認出是神子時，祂回

答拿但業說，他將要看見天開了，神的使者上去

下來在祂這位人子身上，像雅各在夢中所見的天

梯一樣；這對拿但業是一種顧惜，鼓勵他跟從主，

使他有分於主的餧養，而得着整卷約翰福音裏所

啟示的神聖益處。（約一 45 ～ 51。）

　基督在祂的人性裏，是豎立的梯子。用皂莢木

包金所建造的約櫃和會幕，也是基督的豫表。皂

莢木表徵基督的人性，金表徵基督的神性。這木

是豎立的部分，金是包裹的部分。我們要豎立起

來，就必須是在復活裏的人。耶穌成了梯子，不

是憑祂的神性，乃是憑祂的人性；不是憑祂是神

子，乃是憑祂是人子。祂是天梯，是高舉的階梯，

把天帶到地上，並把地聯於天，為着建造神的家。

　　2　顧惜一個不道德的撒瑪利亞婦人
　當基督這位神救主要救一個不道德的撒瑪利亞

婦人時，祂必須從猶太經過撒瑪利亞往加利利

去，而從撒瑪利亞主要的路上繞道往敘加城，在

靠近敘加的雅各井旁等候祂的對象來，為要藉着

請婦人給祂水喝，而顧惜她，好用生命的水餧養

她，這生命水就是湧流的三一神自己。（四 1 ～

14。）基督在往加利利的途中，必須繞道去撒瑪

利亞的一座城，要顧惜一個不道德的婦人。祂在

雅各井旁等候這婦人來，為要顧惜她，好叫她得

着三一神活水的餧養。

 　　3　顧惜一個行淫的婦人
　當那些指控的法利賽人中沒有一個能定罪那行

淫的婦人時，基督這位神救主在祂的人性裏對婦

人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好顧惜她，使祂這

位偉大的『我是』能餧養她，叫她從罪得自由，

並使她能『不…再犯罪。』（八 3 ～ 11，24，

34 ～ 36。）基督是那神聖偉大的『我是』，能

使人從罪得自由。

在基督的神性裏餧養人
　在上一篇信息裏我們看見，我們必須在耶穌的

人性裏顧惜人。顧惜人就是使人覺得快樂、舒適；

餧養人是供應人，給他們東西喫。保羅在以弗所

五章說到基督藉着顧惜和餧養（保養）這兩件事，

來照料召會。（29。）

壹　學習如何餧養人
　活力排裏的人，必須學習如何餧養人，好接續

他們對人的顧惜。顧惜人而沒有餧養，那是徒然

的。作母親的要餧一個頑皮的孩子時，她會先顧

惜孩子，使孩子快樂。但若沒有餧養，她的顧惜

就毫無意義。母親顧惜孩子之後，就用食物餧養

孩子。元首基督乃是這樣照顧祂的身體，就是召

會。祂在顧惜我們之後，就餧養我們。

　啟示錄一章給我們看見，基督如何照顧眾召

會。啟示錄是一卷表號的書。表號乃是有屬靈意

義的象徵。啟示錄中第一個表號給我們看見，基

督在祂的人性裏作大祭司，末了一個表號是新耶

路撒冷。基督這位人子作大祭司，照顧作為燈臺

的眾召會。（12 ～ 13。）一面，祂在人性裏顧

惜眾召會；另一面，祂在神性裏餧養眾召會。活

力排裏的人，必須學習這兩件事。當我們探訪人，

邀請他們到我們家，或在聚會前、後接觸人的時

候，我們必須與基督是一，來顧惜並餧養他們。

貳　顧惜人和餧養人的意義
　顧惜人是使人快樂、愉快、舒適。我們接觸人

時，必須帶着令人愉悅的面容。我們應當快樂、

歡欣。我們接觸任何人，不可面帶愁容。我們必

須給人一種印象，我們真是快樂、歡愉的。否則，

我們就無法顧惜人，使人快樂。接着，我們就該

餧養他們。我們與他們談到婚姻、男女約會、政

治、世局、教育時，是不可能餧養他們的。餧養

人是以那在三個時期中盡其豐滿職事之包羅萬有

的基督供應他們。當我們對人說到基督時，不該

用一種他們不明白的語言，以難懂的方式講說。

我們必須找出路來，把包羅萬有的基督陳明給各

人。（待續）（活力排第十～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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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未記生命讀經導讀(十四 )飲食上的分別與禁戒死亡

本週進度：利未記生命讀經第三十七至三十九篇，利未記第十一章。

經文事實
　利未記可分為五段，我們已經看過了關於獻祭的條例，（利一～七，）和關於事奉的條例。（利

八～十。）從本週開始，我們會來看關於生活的條例。（利十一～二二。）首先，從利未記第十一

至十五章啟示，我們若要過這樣聖別的生活，需要避免被飲食、( 利十一、) 生產、( 利十二、)、痲

瘋 ( 利十三 ~ 十四、) 和漏症 ( 利十五 ) 等四項不潔的事物所玷污和敗壞。

　本週我們先從利未記第十一章來看，飲食上的分別與禁戒死亡。關於飲食上的分別，我們首先要

來看喫的意義。喫乃是接觸那在我們外面，卻能影響我們裏面的東西，特指我們與人的接觸。我們

若想要過聖別的生活，就需要謹慎我們與人的接觸。而利未記十一章說到五類動物，用來豫表不同

種類的人：首先是走獸，包括牲畜；其次是水族，就是在水裏的動物；第三是飛鳥，就是在空中的

動物；第四是昆蟲；最後是爬物。

　首先，我們先來看四類與飲食有關的潔淨活物。第一，分蹄、倒嚼的走獸，( 利十一 2 ～ 3，) 表

徵在行動上有分別，並接受神的話，反覆思想的人。第二，有翅有鱗的水族，( 利十一 9，) 表徵能

在世界中自由行動，同時能抗拒其影響的人。第三，有翅能飛，喫生命種子為食物供應的鳥類，( 參

利十一 13，19，) 表徵能在離開世界、且超脫世界的生命中生活行動，並以生命的事物為生命供應的

人。第四，有翅膀，並有帶節的腿在腳上頭，在地上跳的昆蟲，( 利十一 21 ～ 22，) 表徵能在超脫

世界的生命中生活行動，並能保守自己脫開世界的人。

　接着，我們來看有五類與飲食有關不潔淨的活物。第一，不分蹄的和用腳掌行走的走獸，( 利十一

4 ～ 8 上，26 上，27 上，) 表徵在行動上沒有完全分別清楚的人。第二，沒有翅沒有鱗的水族，( 利

十一 10 ～ 12，) 表徵在世界裏不能自由行動，同時無法抗拒其影響的人。第三，喫肉和屍體為食物

供應的鳥類，( 利十一 13 ～ 19，) 表徵在生活中接觸死亡的人。第四，用四腳爬行的昆蟲，( 利十一

20，23 ～ 24 上，) 表徵生活在地上，無法保守自己脫開世界的人。第五，在地上爬行，或用肚子行走，

或用四足行走之物，或一切多足，在地上爬行的爬物，( 利十一 29 ～ 31 上，41 ～ 44，) 表徵撒但連

同一切邪靈和污鬼，充滿撒但的人，以及活在世界裏，與世界密不可分的人。

　我們若想要過聖別的生活，就需要謹慎我們與人的接觸。接觸人是非常重要的事，特別是對我們

這些基督徒。我們接觸人不該大意，不該濫交朋友。聖經指明，濫交朋友會敗壞我們。我們都必須

學習在接觸人的事上謹慎、小心。這樣的考慮會保守我們不受玷污和敗壞，也使我們遠離屬靈的死

亡。( 摘自利未記生命讀經，第三十六～三十七篇。)

　　  　　 －生命讀經－

　　　　　　－交通－

全召會集中禱告聚會負擔交通

一、建立福家架構，養成生養習慣：傳福音是召會惟一的使命和職業，乃是召會全體起來配搭

傳福音，所以傳福音也該一直傳，不能有中斷。在『見與聞』書報的介言題到，我們不一定都有傳福

音的恩賜，但我們不能不有傳福音的靈。但願這個福音的火，因在我們身上燒，燒到罪人不能再拒絕

主。火，火，但願福音發火，先點你我，先點教會。

二、進入『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一)』錄影訓練：以西結站在祭司的地位上，尋求神，接觸神，

並且聯於諸天，天就向他開了。他在異象中，看見風雲火金銀合金、四活物、四活物的配搭、高而可

畏的輪子、清明的天其上有寶座、寶座上的人以及虹的異象。這些異象都啟示在以西結書第一章。這

是聖經中最深的一章。然而藉這份職事的說話，卻將這些的異象向我們開啟，並應用在我們基督徒的

生活中。願我們抓住機會，有分於錄影訓練各個班別，像馬利亞一樣，再到主的腳前，聽祂說話。

三、加強『歐洲開展』行動：為了見證主在德國行動的水流，並與當地聖徒相調交通，使我們

更具體地與主在歐洲的開展行動配合，召會規劃了一次訪問德國的行程。二○一七年正是路得改教

五百週年，藉着走訪德、法、瑞士的十三個城市，讓我們重溫主的恢復在改教時期那光輝感人的歷

史。願主藉着這次行程，加強我們為着主恢復的心志，並積極有分主在歐洲開展行動的水流。日期：

5/5~15，費用 75000 元（機票、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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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今日的行動是要產生得勝者，將國度的福音

傳遍居人之地，使金燈臺照亮全地，催促主的

日子來到。長青聖徒也不落人後，二○一六年

數次的外出相調，不

僅經歷基督身體的實

際，也將我們所蒙的

恩典，藉着詩歌和見

證展現出來。二月六

日長青聖徒至高雄展

覽館參加南區集調，

八千多人齊聚一堂，

共同見證彰顯基督的豐滿。

　十一月三十日一同到高雄新盛會所相調，出發

日的前幾天連連滂沱大雨，當天出發前也綿雨不

斷，但主聽了弟兄姊妹們同心合意並迫切的禱

告，抵達高雄時雨天轉趨晴朗，是個傳揚福音的

好天氣。 

　首站到高雄市中央公園捷運入口處前，四十多

位聖徒排排站開操練『大家出去傳福音』台語詩

歌配合帶動唱，吸引多人圍觀，許多年長聖徒慇

勤積極的散發福音單張，見人就傳揚，介紹耶穌

救主，每位聖徒也非常的喜樂。馬太福音五章說：

『你們是地上的鹽，你們是世上的光，城立在山

上是不能隱藏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

信的人，福音的傳揚要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份。 

　 到 達 高 雄 新 盛 會

所，回到神的家裏，

喜樂滿溢調入一個身

體裏。會場中聚集四、

五百位各大區弟兄姊

妹，都豫備好了詩歌

與見證展覽，唱出對

主的珍賞，對召會生

活的享受，以及對福音的負擔。高雄召會很貼心

的為在場九十歲以上的聖徒每人準備一份精美禮

物，大家也一同獻上祝福，讓聚會更顯得溫馨幸

福。 感謝主！我們至愛的主，不僅是我們人生平

常所尋，更是我們人生終久所賴。最後一站到橋

頭糖廠，現已轉型為休閒園區，品嚐各類冰品，

緬懷保留了多年的舊式建築和五分車且蘊含豐富

的自然生態。此次相調最摸着弟兄釋放的信息－

為要產生更多柱子，一同成為建造的材料；回歸

召會的正統，弟兄相愛，好贏得獎賞。願神祝福

祂的召會。（長青服事者）

福音傳揚－地上的鹽，世上的光

 　　 　 　 －長青－

以西結書結晶讀經訓練負擔交通

 　　 　　 －結晶讀經－

　在這次訓練裏有九篇信息是出自以西結書一

章，其它三篇分別說到喫並消化主的話、主的牧

養，以及新心和新靈。弟兄們特別強調以西結書

一章是極其關鍵且重要的一章。正如在以西結書

生命讀經的第十二篇裏，李弟兄交通到，以西結

一章是聖經中最深的一章。願諸天向我們打開，

使我們能彀看見神的異象。

　在第一篇信息裏，弟兄交通到，在被擄之地，

有一個成熟的、與神是一的人以西結，諸天向他

開了。因此，神急切需要一些像以西結一樣尋求

神、親近神，並且作神的祭司在神面前供職的

人。今天神若得着這樣的以西結，天就會開啟，

地上的人就能看見天上的異象。此外，『耶和華

的話特特臨到…祭司以西結。』（結一 3 上。）

神的說話不是普通的說話，乃是特別的、新鮮的

說話。對以西結而言，天開了，異象來了，話語

也特特臨到他。若我們也是一班豫備好的人，天

也要向我們開啟，異象和話語也要特特臨到我

們。

　因此，為着要來的以西結書結晶讀經訓練，求

主使我們成為一個敞開的器皿。藉着禱告，向主

敞開，接觸主自己，使我們完全與祂是一。主就

要得着我們，使諸天向我們打開，得看見神的異

象，聽見神特別的，新鮮的話語，並賜我們話語

能宣揚並說明我們所看見之異象。但願神的話語

隨着神的異象，在這次訓練中特特臨到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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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全召會主日集中聚會赴會須知

R1            

W

Y

汽車停車場

聚會場地三連堂

機車停車場

N 兒童服事 N 棟地下室

　　一、服事配搭：

　　　1. 各大區配搭場地佈置人員，請於 1/21（六）8:30，至三連堂集合。

　　　2. 當天服事人員，請於 1/22（主日）8:00，至三連堂集合。

　　二、交通：

　　　　汽、機車：請由中正南路 → 正南一街 → 進入校園。

　　　　搭乘火車：搭至大橋火車站，越過永康陸橋步行約 5 分鐘至南台科技大學。

　　　　搭乘公車：搭乘台南市公車 21 路進入校園於Ｔ棟前下車。

　　三、請聖徒儘量共乘交通工具並提早赴會（當天 9:00 入場）。　　

聚會場地及停車位置圖

　感謝主！我要見證給世人知道，真的有這麼一

位愛我、憐憫我的神。很多次因着自己的小信限

制了主的作為，我一直覺得先生不可能跟我上教

會，主就先破碎了我這個不信的心。雖然在環境

上，使我和先生有很多的衝突，然而當我想放棄

時，先生終於心輭下來，答應要有所改變。在婚

姻生活中，沒有主我真的活不下去，因爲彼此看

對方都有太多的刺和梁木。

　感謝讚美主叫我看見我要一再的把婚姻更新奉

獻，因為神所要的乃是一個完整的家。我跟主說，

『主阿！為着你的見證，求你來顧到我的家庭。

你要夫妻一起承受生命之恩。』主果然聽了我的

禱告。在去年，我的先生每個禮拜都跟我一起去

參加主日聚會。讚美主，相信主會豫備他得救的

時間。（1102 區 林戴琪姊妹） 

 　　 　　　－蒙恩見證－　

主真的聽了我的禱告

中正南路 242 巷
僅供機車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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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晨興聖言「感恩節特會－主今日行動的方向」第 4 週。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1/8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二課上半。

　   4. 書報追求 「職事文摘」第一卷第三期第 6 ～ 23 頁，「利未記生命讀經」第 37 ～ 39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2:13 ～ 15
弗 2:13 但如今在基督耶穌裏，你們這從前遠離的人，靠着基督的血，已經得親近了。 

弗 2:14       因祂自己是我們的和平，將兩下作成一個，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就是仇恨， 
弗 2:15     在祂的肉體裏，廢掉了那規條中誡命的律法，好把兩下在祂自己裏面，創造成一個

新人，成就了和平；

Eph 2:13   But now in Christ Jesus you who were once far off have become near in the blood of Christ. 
Eph 2:14   For He Himself is our peace, He who has made both one and has broken down the middle 
                 wall of partition, the enmity, 
Eph 2:15   Abolishing in His flesh the law of the commandments in ordinances, that He might create
                 the two in Himself into one new man, so making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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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8( 主日 ) 口斯 4:1-5:14 口林前 7:1-16  口林前 7:1
01/09( 週一 ) 口斯 6:1-7:10 口林前 7:17-24  口林前 7:17
01/10( 週二 ) 口斯 8:1-17 口林前 7:25-40  口林前 7:35
01/11( 週三 ) 口斯 9:1-10:3 口林前 8:1-13  口林前 8:6
01/12( 週四 ) 口伯 1:1-22 口林前 9:1-15  口林前 9:14
01/13( 週五 ) 口伯 2:1-3:26 口林前 9:16-27  口林前 9:24
01/14( 週六 ) 口伯 4:1-5:27 口林前 10:1-4  口林前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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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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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9( 週一 )
01/10( 週二 )
01/11( 週三 )
01/12( 週四 )
01/13( 週五 )
01/14( 週六 )

  －報告事項－
 冬季結晶讀經訓練
   一、清晨班　時間：1/9~1/14, 6:30~9:30（每天兩篇），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二、假日班　時間：1/14~15, 1/21~22, 14:55~20: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三、白天班　時間：1/16 ~21, 1/23~26, 2/2~2/3, 9:00~11: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四、夜間班
大區 地點 時間 總管 日期

一 青年路會所 20:00~21:30 賴錦富 1/16~1/20
1/23~1/25, 2/2~4, 2/6八 仁安路會所 19:30~21:30 黃博文

三、四、七、九 裕忠路會所 19:30~21:30 張文淵、許博舜
1/16~1/21

1/23~1/25, 2/2~2/4 十二 佳里區會所 19:30~21:30 黃清連、林秉斌

十四 新營區會所 19:30~21:10 楊豐誠、莊唐彰

十 崑山會所 19:30~21:30 顏俊智 1/16~20
1/23~25, 1/31~2/3十六 鹽行會所 19:30~21:30 鄭博字

二 北門路會所 19:30~21:30 林益生 1/16~1/20, 1/23~1/25, 2/2~2/4

服事項目 電器 場地佈置 招待 交管 兒童 整潔

大區 一大組 一、四 三、九 五、七 訓練學員 八、十五

  假日班事務服事表　總管：葉振昌弟兄（0918-026-205）、張士毓弟兄（0932-82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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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周永分弟兄夫婦－巴黎召會約30個青職家庭得復興，被成全成為柱子。

   德國：全時間訓練學員至法國、德國福音開展行動，得着平安之子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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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建立定時禱告生活。

　週週出訪：建立福家架構、養成生養習慣，聖徒週週出外接觸人傳福音，餧養新人家聚會。

    錄影訓練：聖徒報名參加各個班別，進入主今時代的說話及水流裏（以西結書結晶讀經）。

　全台青年得一萬：全召會全力得青職，使召會年輕化，看重青年人得成全 。

　青職：今年得人目標250人，青職、社區各得一半。參加弟兄、姊妹成全，成為事奉的中幹。

    大專：大專期末特會，個個靈裏火熱，渴慕接受成全，過團體的神人生活。 

  青少年：1.學測代禱名單（弟兄）馮國柱、楊宣綸、洪笙峰、吳子郇、余兆、戴源、劉奕宏、魏

                    光亮、 劉威成、林呈諭、賴廷瑋、鄧家欣、陳瀚宇、黃俊齡、簡辰峰、張明瑾、王瀚

　 霆；（姊妹）王宇盈、戴傳新、林潔玟、許新晨、彭卉、賴一方、蔡依晨、李芷家、

                    陳怡妏、曾子嘉、林昀靜、石郁瑄、邱勤涵、陳琦恩、駱宗葳、莊婉婷、詹敦潔。

                  2.寒假特會，青少年靈裏被挑旺，愛慕真理，傳揚福音；各面服事配搭豫備。

  兒童：1.兒童福音月所接觸的福音兒童、福音家長能持續被接觸，參加兒童排。

              2.參加2/4~5兒童家庭相調成全聖徒及福音朋友，得着異象傳輸，全家盡功用傳揚福音。

    －代禱事項－ 

＊2017年召會人數目標－主日：2160人，禱告：754人，小排：1762人，出訪：552人，得人：受浸747人。

    全召會新春相調暨福音聚會  時間：1/28（六）10: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報告事項－
 全召會集中主日聚會
　時間：1/22（主日）9:00，地點：南台科技大學三連堂。敬請邀約新人、久未謀面聖徒參加。

服事項目 電器 場地佈置 招待 交管 兒童 整潔
大區 一大組 一、四 三、九 五、七 二、六 八、十五

 事務服事表　總管：廖顯宗弟兄（0963-196-109）、蔡登南弟兄（0956-061-558）

　全召會姊妹成全
　時間：二～六月，每月第三週主日 15:30~17:30，地點：裕忠路會所，請於 1/31（二）前向執事

    室賴錦富弟兄報名。

　春季全台弟兄事奉成全集調
　一、時間：第一梯次：4/13~15（四 ~ 六）中午止。※ 鼓勵優先報名第一梯次（有遊覽車）

　　　            第二梯次：4/16~18（主日 ~ 二）中午止。 第三梯次：4/20~22（四 ~ 六）中午止。

　二、地點：台灣中部相調中心（南投市學藝路 35 號）

　三、報名：請於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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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區　第十四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1/10（二）20:00，地點：新營區會所。　

　海外聖徒來訪　仁川大專聖徒　時間：1/12~14，接待：大專組。

　　　　　　　  昌原召會　時間：1/15~16，接待：十三、十四大區。

　青少年服事者暨家長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1/10（二）20:00，地點：裕忠路會所 A102 室。

　大專期末特會　 時間及地點：1/13（五）大學路會所，1/14（六）新營區會所。

　全時間訓練學員書報推廣交通
請聖徒提供慕道友或其它團體的聖徒，並寄簡訊或與學員聯絡人聯絡，以便安排時間書報推廣。

聯絡人：闕立凱弟兄 0932-047-582；凌恩立弟兄 0911-878-938。

　夏季訓練台南團
日期：6/26（或 6/28）出發～ 7/11 抵台，費用：團費（含機票）約 50000~55000 元。

報名者，豫繳 3 萬元。30 人額滿為止。聯絡人：林右庸弟兄 0968-599-569。

　書報　冬季訓練中、英文 MP3，英文摘要，請向書報室訂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