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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2/6（二）20:00，請各大區聖徒參加各大區的集中禱告聚會。
國際華語特會赴會及接待須知 重要交通，請聖徒務必詳閱第八頁，豫備全人並多有代禱。

『利未記結晶讀經（一）』信息要點

第二篇 爲着神的滿足和彰顯取用基督作燔祭
弱、缺陷和過失，都由祂擔負，祂一切的美德都
成爲我們的。藉着基督與我們成爲一並活在我們
前一篇信息給我們看見利未記乃是一卷訓練的 裏面，我們就能重複祂在地上所過的生活，就是
書，主正在訓練我們如何敬拜並有分於祂，且活 燔祭的生活。我們需要天天取用基督作我們的燔
在祂裏面，使祂在祂的家中與祂的子民一同生 祭，使我們可以在基督作燔祭的經歷上經歷祂，
活。本篇信息是訓練中兩篇論到燔祭信息的第一 並不是在外面模倣祂，乃是在日常生活中活祂。
篇，『取用基督作燔祭』意思是我們不是燔祭，
叁、我們越取用基督作我們的燔祭，祂優美的
我們不是獻上自己，也不是獻上我們的經歷，乃 外在彰顯就越歸給我們，使祂得着顯大，我們也
是獻上基督作燔祭。這個燔祭不僅叫神得着滿 越享受基督作遮蓋、保護並保守我們的覆罩能
足，更使神得彰顯。我們享受基督作燔祭的結果， 力。我們需要以基督作燔祭敬拜父，使神得滿
乃是神的滿足和彰顯。
足。神要我們以基督作祭物的實際來敬拜祂。神
本篇結構可分作三部分：第壹大點是描述基督 餓了，祂需要食物；祭物乃是神的食物而燔祭是
自己作為燔祭的實際，告訴我們基督作為燔祭的 爲着神的滿足，成就祂的願望：正確的敬拜是以
所是。第貳至肆大點說到我們經歷基督作燔祭。 基督爲燔祭而滿足神。當我們以基督作燔祭的實
最後三個大點則說到彰顯，就是我們有分於基督 際敬拜父，一種使神悅納的香氣就上升到神那
作為燔祭的結果。
裏，使祂滿足。神旣得着滿足，就將祂甜美的悅
納賜給我們；這就是燔祭的意義。灰乃是神悅納
真理要點
燔祭的標記，灰表徵基督被消減到無有，我們也
壹、那作神食物，完全爲着神滿足的燔祭，表 正在被消減成灰的過程中，把灰倒在祭壇的東
徵基督是神的喜悅和滿足，祂在地上的生活絕對 面，就是日出的方向，含示復活，灰不是結束，
爲着神。基督作爲燔祭順從神旨被牽去宰殺—釘 乃是開始，這些灰至終要變化成爲新耶路撒冷作
十字架，祂被『剝皮』脫去人性美德的外表。也 神的彰顯，我們作燔祭的結果將完成神的經綸。
甘願被切成塊子不再完整。基督在智慧上的經歷
負擔應用
由燔祭牲的頭所表徵。在祂爲神所喜悅上的經歷
由燔祭牲的脂油所表徵。在祂內裏的各部分（心
一、領悟我們無法絕對為着神，我們需要以基
腸）上的經歷由燔祭牲的內臟所表徵。在祂行事 督為我們的燔祭藉着按手與祂聯合成一，天天喫
爲人上的經歷由燔祭牲的腿所表徵。在蒙聖靈保 喝祂、享受祂作實際，不是外面模倣而是活祂。
守免於玷污上的經歷，由洗燔祭牲的腿和內臟所
二、在基督的心腸裏每週分別時間去接觸人並
表徵。
牧養聖徒，帶進人數繁增而能增排、增區。
貳、我們越享受基督作我們的燔祭，就越看見
三、接受神所量給使我們消減成灰的環境及遭
我們是有罪的；然後，我們就比已往更深的以祂 遇，使我們更多被變化，成為新耶路撒冷。
作我們的贖罪祭，這使我們更多的享受祂作燔
四、我們必須天天享受基督作一切的實際，好
祭。藉着按手在作我們燔祭的基督身上，我們就 叫我們在擘餅聚會中對主的讚美能拔高，有更多
與祂聯結，祂與我們就成爲一：我們一切的輭 的基督獻上，叫父神得滿足。（陳致均弟兄）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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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聚會－
年節傳福音，召會得復興
聖徒和召會都必須經常傳福音

無論是召會，或是聖徒個人，只要一忽略福
音，就證明屬靈情形不彀平衡了。一個召會是如
此，一個聖徒也是如此。無論是聖徒個人，或是
召會，都必須經常的傳福音，屬靈的光景纔平
衡。已經成家的弟兄姊妹，應該學習把家打開；
若是可能，兩週一次，或者一週一次，邀請鄰舍
親友到家中，有家庭的福音。作家庭福音時，不
必那麼呆板，非要請傳道先生不可。若是姊妹們
把家打開，姊妹們也可以傳。你們把家打開，
將鄰舍、朋友請來，再約幾個姊妹輪流作見證，
一個人十分鐘，三個人就半個鐘頭；之後，再有
一位姊妹作總結，末了大家一同交通。這樣，反
而比傳道先生講得還有意思，還有果效。姊妹們

回到當初那正確平衡的路上，四面平衡，注意傳
福音，帶人在生命上長進，並帶人過召會生活，
認識真理，一切都照着聖靈而行。

正確傳福音的行動
每當我們有福音活動時，我們都需要一再的向
主有更新的奉獻和認罪。之後，我們就該有活的
信心來支取聖靈的能力。以活的信心支取聖靈的
能力，乃是支取元首基督已經澆灌在召會身上的
靈浸。我們支取這能力，不是憑眼見，不是憑感
覺，而是憑信心。我們要求主，無論如何都要給
我們這個能力；當我們去請客，與人談話，陪坐，
甚或到末了福音收網，呼召受浸時，都要給我們
這個能力。我們求主用聖靈的能力，印證這個福
音的工作；我們要以活的信心支取聖靈的能力。

一起來，你到我家作見證，我到你家作見證，大
家彼此作見證，一同交通；這樣，姊妹們也會活
起來。類似這種的家庭福音，最容易帶婦女們得
救。
各會所若是可能，每週都應當有一次福音。不
論如何實行，原則上，主日總該有一個時候傳福
音，讓弟兄姊妹的福音對象，每主日都有地方聽
福音。這個不需要等，不要等兩三個月，纔有一
次福音聚會。當然，除了經常性的福音之外，也
應該有特別的大傳福音，最少半年一次。譬如暑
假的福音，全召會傳；到了冬天，新年的福音，
又一次全召會傳，讓全體弟兄姊妹都起來傳福
音。…而後，有每個月的福音，帶人清楚得救，
並給人施浸。這樣，從新春收割，收到夏天，到

我們如果這樣作，就會看見主與我們同在。
在這一種正確傳福音的行動裏，不僅能帶人得
救，我們的靈也會復興起來。我們在主面前會有
極大的轉機，因為在其中，我們會有許多事要受
主對付。所以，這一個福音的工作，乃是召會的
一大拯救。同工們告訴我，已過在幾處召會中，
有一些風波和攪擾；然而，藉着傳福音再配上禱
讀、晨更，就把這幾處召會的難處帶過去了。這
就證明禱讀和傳福音是主所喜悅的，也是主所印
證的。禱讀是把主接受到裏面，傳福音是把主供
應出去；這樣就叫主在我們中間有流通。一面流
進來，使我們得供應；一面流出去，供應別人。
這就能帶進主的榮耀，也能帶進主的祝福。
盼望眾弟兄姊妹都一同注意福音的行動，即使

夏天再有一次大傳福音，又在秋天收割，收到冬
天，再來一次新春佈道。經年累月的這樣作，再
配上家庭福音、個人福音、學校福音。在這件事
上我們不可以忽略；我們若是不傳福音，就是偏
枯了。
當我回想我們初到臺灣時所走的路，就覺得從
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年，那六、七年內，我們的
路實在正確。那真正是福音、生命、召會、真理
的路，四面平衡；有福音，有生命，有真理，還
有召會，明顯看見主的同在與祝福。而後，因着
召會中起了風波，我們就受了打岔。今後我們要

福音是為着青年人的，我們眾人也都當把肩膀擺
進來。所有的家長都要在這件事上一同參與，把
家中的少年人，和鄰舍、親友中的少年人都請來。
作父母的要激勵家中的少年弟兄姊妹，在這事上
一同有分。希望在每一次的青年福音大會裏，都
有幾百位弟兄姊妹歸主，有大批的青年人被主得
着，為着主將來的前途。我鄭重的請求眾弟兄姊
妹，在福音聚會之前，為此好好禱告。（基督的
啟示與召會的實際，第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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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記生命讀經導讀 ( 五 ) 在基督的經歷中我們對祂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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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週進度：利未記生命讀經第九至十篇，利未記一章。
貳、信息導讀：
以經歷的方式來看這供物。主要有二個方面。
上週我們已經看過第一部分。本週我們來看第二
部分：在基督的經歷中我們對祂的經歷。我擔心
有人可能誤會，我所說在基督的經歷中經歷祂的
意思。許多基督徒聽到我們需要在基督的經歷中
經歷祂，為要得着祂作我們的燔祭，他們可能以
為這是在外面效法基督，以基督作外面的榜樣和
模型，然後跟隨祂並學習祂。這種領會是錯誤的。

不是效法基督，乃是活基督
我擔心有些聖徒，特別是新人，聽到在基督的
經歷中經歷祂，就想要僅僅在外面跟隨基督。我
們想要效法基督，這就像猴子想要效法人。我們
不該想要跟隨基督。反之，我們需要蒙光照，看
見在自己裏面是無望的。我們是『猴子，』怎能
效法人呢？我們該忘記關於效法基督的事，並且
該看見我們裏面有一位是我們的生命。這一位是
我們的救主，那三一神，活在我們裏面。祂不僅
是我們的生命，祂甚至是我們的人位。

生命讀經 恢復本經文 上網登錄

與主交通，並將祂接受進來
我們的見證該是：我們不知道怎樣作好作歹，
只知道活基督。我們愛祂，與祂交通。我們清早
所作的頭一件事，就是親切的、滿了愛的呼求祂，
說，『主耶穌，我愛你。』然後我們與祂談話，
與祂交通，將祂接受進來。將基督接受進來就是
喫祂。然後我們就享受祂，活祂，成為祂所是的。
我們若是這樣的人，就無論受了多大的試誘，也
不會失敗。我們現今在活另一個生命，一個能擊
敗魔鬼和鬼魔的生命。這生命就是基督自己。過
這種生活，就是活基督的生活。

過得勝生活之路
我們不該效法基督，乃該活祂。我們要活基督，
就需要呼求祂，享受祂。這是過得勝生活之路，
這生活實際上就是得勝的基督作了我們的生命。
( 利未記生命讀經，第十篇 )
參、複習問題：
一、效法基督與活基督的分別？
二、我們該如何活基督？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生命讀經第二學程完成名單
（社區聖徒）戴冠璋、戴李美玉、陳玉蘭、吳惠琴、沈淑雅、楊馬美珍、黃麗環、劉近榮、盧麗雅、
張陳枻汝、陳昱汝、張皓傑、汪吳彩月、楊朝欽、翁宏仁、陳葉淑滿、張勳章、王許慧貞、楊清籐、
蔡雅棼、盧耿良、吳韻、柯昇廷、黃蘭君、何潔冰、陳培新、朱台鈴、孫楊予君、王啟蘭、陳丁淑卿、
楊萬生、楊榮蘊智、劉蘇麗玉、鄭煥生、鄭杜惠娟、劉古文金、楊幼秋、張劉樂嫻、徐榮豐、徐陳清香、
吳宗庭、魏毓熙、劉永龍、唐雅馨、魏王貴枝、吳郭娜慧、李杜金鳳、張周媛姿、鄭忠誠、鄭何碧
霞、柯王淑惠、劉惠珍、陳伍姿蓉、歐文吉、歐吳秀珠、洪何瑞芳、陳姜俐妘、何龍子美、趙陳似錦、
陳江敦、陳齊慧芬、梁王善美、江寶珠、李民、李陳新惠、沈黃淑芳、林李淑玲、曾施昀豆、林崑成、
馮張明恬、陳素雲、林倩如、趙麗敏、李張金盒、李宏銘、李林靜宜、蘇鄧台英、蘇正信、王鄭玉
芳、莊唐彰、林暉智、邱俊傑、邱許向雯、朱王秀蓮、張季雲、徐百合、吳佳青、蔡登南、蔡林群真、
戴傳新、何傑恩、陳心。
（青職聖徒）翁劭儀、高新綸、郭冠群、白劉雨涵、李思潔、吳雅淳、陳信綸、薛定旻、熊基耘、
王騰毅、蔡建文、劉子群、劉熊哈拿、楊力齊、徐彩華、張德慧、鍾莊惠婷、鍾亞倫、周秀春、李
文芹、謝蘇雅楨、許博舜、楊筑琪、沈士慈、張士毓、張蔡明秀、劉心潔、蘇宥青、羅雅柔、楊翊函、
彭雅筠、鐘志強、陳韋字、陳黃冠雯、繆碩耘、葉姿均、何欣倪。
感謝主，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生命讀經第二學程讀完的聖徒，總共有 130 位。( 社區 88 位，青職 39 位，
大專 2 位，青少年 1 位。) 請繼續追求利未記生命讀經，一同進入主話的豐富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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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生活－
繁殖擴增，榮耀見證
與主合作，繁增兒童排

奇妙的改變

暑假過後，白天幼幼排的孩子們陸續上學，他
們開始參加晚間的兒童排，可是，課程對他們來
說太深。眼看着年幼孩子們來兒童聚會，卻無法
認識主享受主，心中覺得十分可惜。主使我有負
擔和姊妹們交通尋求。禱告尋求一段時日，主給
我感覺要增加二個排，為着年幼的孩子們，有一
個屬於適合他們年齡的聚會並和住在鹽田科工區
裏參加過品格園的孩子再開一個兒童排。
當我要交通時，我裏頭卻是恐懼戰競的，因為
我們配搭的人力非常緊的，原有的週二上午幼幼
排，和週五晚上的兒童排，加上主日的兒童教材，
我和配搭的姊妹幾乎每天都被這些兒童課程追着
跑，如果再新增二個排，我們核心的姊妹們搆得
上嗎？連我自己都沒有把握。
但在交通中，我摸着我們的主是奮力活動的那
一位，祂要我們與祂合作，為着擴展祂在地上的
權益。所以，我就放膽的把我在禱告中所尋求的
負擔交通出來。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一天的交通，
姊妹們同心合意的接下這負擔，當時的我，感受
到主就在我們中間與我們眾人同在。
已過的十一月開始晚間的幼幼排，十二月開始
鹽田的品格屋，主讓我們經歷了『身體一同配搭
的美』。因着有一個完整的家和青職聖徒的配搭，
我們搆不上的部分，主藉着基督身體其他的肢體
補足了。
林後四章七節，『但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裏，
要顯明這超越的能力，是屬於神，不是出於我
們；』雖然，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環境和為難；
但讚美主，這屬於神的超越的能力，要從我們這
瓦器裏得着彰顯。（802 區 黃徐名慧姊妹）

我們有二個男生參加兒童排，開始只是想讓他
們去接觸不同的東西，學習學校以外的事物。但
經過一些時間之後，發現他們的改變，變得比較
懂事，也比較會分享東西給他人。而且他們的表
達及敘述事情經過的能力也變得不一樣。這是學
校所學不到的，也知道在這邊是用遊戲及同理心
來教導小孩的一些道理，讓小孩有感同身受的感
覺。這真的是很棒的改變！
希望持續讓他們學習下去，也謝謝所有辛苦的
媽媽們。（802 區 鄭哲鈞福音朋友）

繁忙無助時，召會成為我的家
八月份我帶孩子們去玩具屋玩時認識了玉卿阿
姨，因此開始帶孩子們參加每週二上午幼幼排與
主日聚會，也認識了很多姊妹。
我喜歡讓孩子們在幼幼排裏學習和唱詩歌，這
樣的氛圍很棒！也因為雙胞胎姊姊薰薰嬰幼兒時
突發腦中風，讓我遇到非常多的困難，在沒有家
人理解協助，與每天載雙寶跑復健行程的忙碌
下，常常讓我覺得心情非常無助與煩躁。但非常
感謝玉卿阿姨總是讓我有家人的感覺，願意傾聽
我的心聲，讓我紓壓。也謝謝在孩子生病沒人
願意幫我顧雙寶時，有召會幼幼排的媽咪們幫忙
我，讓我不再覺得求助無門。召會讓我有『家』
的感覺！使我願意受浸。
得救後的我覺得心情真的平靜很多，也比較能
冷靜處理家裏的一切，學習如何讓自己可以帶三
寶一同向主禱告唱詩，也讓自己在繁忙的生活中
找到出口，喜樂許多！（802 區 周佳璉姊妹）

兒童排，兒童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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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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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同心禱告主祝福，跟隨召會帶領接觸人
操練禱告的心得與經歷
去年五月初安定開區，弟兄和我因長期住安
定，也藉交通從別區回到安定區擘餅聚會，但對
於安定區聖徒的情況並不清楚，而在約同年十一
月左右，區負責弟兄請善美姊妹和我注意社區點
名情況，看看是那裏出了狀況。為甚麼主日到會
人數起起落落不穩定。當時我一直反應不過來，
直到區負責弟兄在一次主日聚會散會時，說了一
句：『弟兄姊妹！要注意主日聚會人數，怎麼一
直不穩定！』我聽到這句話，心裏開始不安息好
幾天，直到當我讀職事文摘，再一次翻到『為主
作工要進取』，纔發現自己以前只注意『以斯拉』
這職份，忘了『尼希米』這職份。信息內容題到
『若是經過一段時間，我們的工作沒有產生任何
結果，我們就該覺得困擾。…我們就該禁食，花
時間到主面前禱告，與祂辦交涉。』『…我們對
主不能懶散。』讀了很扎心，也把這段話傳給活
力伴，請她陪我認罪禱告，我們就約好禱告時間，
甚至禁食禱告。
一開始禱告時，就不停地認罪，然後照主引導
為召會、為弟兄姊妹迫切禱告。因着這樣禱告了
幾週，很奇妙主在生活中，在祂的話中，更是在
我個人禱告上光照、堅固，使我不僅享受祂，祂
在我們裏面催促，使我一天不只一次到祂面前。
雖然年終愛筵人數遠遠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但
我們深覺，這是聖靈在人心裏的故事，藉着禱告
與基督的代求配合，纔能把人帶到銅祭壇、洗濯
盆、聖所、甚至至聖所。
（1104 區 吳王慧珍姊妹）

在代求上與基督合一，
為着神的行動和神的權益禱告
我於二○一七年一月起每週二會固定為安定穩
定聚會人數達 20 人禱告，並為開區代禱。當時
安定聖徒們仍在善化區主日，主日穩定聚會人數
約 14 ～ 16 位。感謝主！自從去年五月安定開區，
成立 1104 小區，穩定來主日聚會人數就突破 20
人。開區以來，人數平均為 30 位上下，但有時

起起落落。區負責一直向我們姊妹們打負擔，要
注意召會聚會人數，這使我與慧珍姊妹領受了負
擔。於是慧珍姊妹邀約我有一週一次的禁食禱
告。感謝主，藉着這樣的禱告，我們還不是先為
人祈求，乃是先向神認罪、一直的認罪、直到我
們通暢，再一起照着那靈而有的代求。感謝主！
這過程中經歷不是先向神求甚麼，乃是先讓神來
製作我們。過程中主也垂聽了我們許多的代求。
謝謝主，藉着代求的過程與基督合一，使我們同
心合意為着神的行動與權益禱告。
（1104 區 梁王善美姊妹）

正常喫喝享受主，湧流生命牧養人
開區之前，我只是固定參加主日聚會的聖徒，
開區後姊妹與我家聚會，藉着讀經、唱詩和真理
的供應，讓我生命長大。也因着想要更多的享受
主就開始了與姊妹的晨興。晨興之後發現生命真
的日日更新，得着基督作我每日的起頭，滿了喜
樂。當弟兄姊妹說要湧流，纔能使我們再次被主
充滿，於是我就和姊妹同工一起滴灌牧養另一個
姊妹。在牧養的過程中藉着所讀的信息，我又再
次的被更新。讚美主！ （1104 區 王鳳麗姊妹）

只管出去跟隨羊羣的腳蹤
我配搭活力組的家聚會牧養，很受同伴的激
勵，姊妹們有的家中孩子多要照顧，有的父母尚
未得救出門不易，但是每到家聚會時，姊妹們仍
舊忠信喜樂的前來。過程中有時雖然會有輭弱，
負擔彀不上的情形，主藉着雅歌一 8，『你若不
知道，只管出去跟隨羊羣的腳蹤。』題醒我要轉
回靈裏，學習向主忠信。註解中題到『跟隨羊羣
的腳蹤，就是跟隨召會。我們跟隨召會時，就被
引到基督的同在裏，並且把所有年幼的人也帶到
召會。』當我學習放下自己而跟隨羊羣，就經歷
主將得救的人加給我們，看見召會中滿了生產與
乳養的福，何等喜樂！
（1104 區 李楊宜怡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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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人生活操練表－
(1) 起居 (2) 晨晨復興
規律 個人 團體

2/04( 主日 )
2/05( 週一 )
2/06( 週二 )
2/07( 週三 )
2/08( 週四 )
2/09( 週五 )
2/10( 週六 )
(5) 正常聚會

傳福音

(3) 定時禱告
(4) 追求真理
個人
團體 讀經進度（兩年讀經新舊約一遍） 禱讀經節
口創 41:14-57
口太 15:21-31 口太 15:28
口創 42:1-38
口太 15:32-39 口太 15:37
口創 43:1-34
口太 16:1-12
口太 16:4
口創 44:1-34
口太 16:13-20 口太 16:16
口創 45:1-28
口太 16:21-28 口太 16:24
口創 46:1-34
口太 17:1-13
口太 17:8
口創 47:1-31
口太 17:14-27 口太 17:20
(6) 接觸人
(8) 聖別用度
(7) 受浸人位
家聚會 守望代禱
開活力家
牧養對象

2/04( 主日 ) 口為主申言
2/05( 週一 ) 口禱告聚會
2/06( 週二 ) 口小排聚會
2/07( 週三 ) 口專項事奉
2/08( 週四 ) 口書報追求
2/09( 週五 ) （每週兩篇）
2/10( 週六 ) 口書報分享

口聖別理財
口全家親子
口讀經小組

進度 1.「利未記結晶讀經」（一）晨興聖言第 3 週，「職事文摘」第二卷第五期－事奉的根據－
祭壇的火；基督作燔祭，絕對為着神；奉獻。「利未記生命讀經」第 9 ～ 10 篇。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2/4（主日）「真理課程」第 34 課下半。
4. 背經進度「帖撒羅尼迦前書」主題及 4:3 ～ 4:5
帖前 4:3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聖別，禁戒淫亂；
帖前 4:4 要你們各人曉得，怎樣用聖別和尊貴，持守自己的器皿，
帖前 4:5 不放縱私慾的邪情，像那不認識神的外邦人；
1Ts 4:3
1Ts 4:4
1Ts 4:5

For this is the will of God, your sanctification: that you abstain from fornication;
That each one of you know how to possess his own vessel in sanctification and honor,
Not in the passion of lust, like the Gentiles who do not know God;

－報告事項－
全召會相調愛筵
為熱切接待海外聖徒來訪，將有兩場全召會集中性的聚集，請聖徒帶菜並踴躍參加。
一～十一、十五、十六大區集中 時間：2/12（一），2/19（一）18: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十二～十四大區集中 時間：2/12（一），2/19（一）18:00，地點：新營區會所。
裕忠路會所事務服事表
服事日期 總管大區
2/12

一大區

2/19

二大區

總管人位
吳智遠
王瓊賢
連志宏
林益生

電器

場地佈置

招待

交管

兒童

整潔 / 飯食

二大組

二

十、十六

一

四

六

三大組

三

七

八、十五

五

九

台南市召會青職春季特會
時間：3/24 ～ 25（六、主日），住宿地點：造橋谷巴渡假村。總題：神悅納人的禧年。
報名方式：請向各大區青職服事者，或執事室賴錦富弟兄報名。名額 200 位（床位有限，額滿為止），
以繳費為準，報名表請寄到 tnnchyw@gmail.com。請上召會網頁下載通啟。

大區
七大區集中主日 時間：2/11（主日）9:30，地點：崇學路會所（崇學路 81 號 B1）。

2018.02.04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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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寒假特會行前通知

一、報到時間：2/9（五）8:00 ～ 8: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二、必備物品：名牌套（含吊帶）、教材：救恩、紙本新舊約（含註解）聖經、紙本詩歌和新版
補充本詩歌、文具、運動鞋（活動需要）、個人餐具、水壺（有瓶蓋可重複使用）。

新購崇學路會所財務奉獻現況交通 ( 目前達成率 99.33%，此項統計將於 2/11 截止並有蒙恩交通 )
奉獻目標
20,000,000 元

實際奉獻（截至 1/28）
19,865,720 元

尚缺款項
134,280 元

－代禱事項－

全地

法國：聖徒能有分於二月國際華語特會，看見並經歷基督身體的實際。
德國：聖徒家打開為着小排聚集；新移民聖徒的成全與牧養；校園工作福音的傳揚。

台南市召會

回訪設立家聚會：建立福家架構，養成生養習慣－持續傳福音，回訪並在新人家中設立家聚會。
月月福饗筵：小排月月傳福音，人人盡功用作見證，盡力邀約福音朋友參加。
安南區開展：興起聖徒起來與主配合傳揚福音，得着平安之子，敞開的家。
增區增排：列名題名代禱，繁殖擴增有豫算，加強福音出訪及回訪，人人盡生機功用。
國際華語特會及接待：進入主當前的說話及行動裏；熱切接待，經歷基督宇宙身體的實際。
真理追求：追求生命讀經，被真理構成，目標5年500篇；目前進入利未記生命讀經，每週兩篇。
青職：1.建立出訪習慣；2.過牧養生活；3.帶領人追求主話，兩篇生命讀經。
大專：40位新人常存在召會生活中，10位入住弟兄姊妹之家；尼泊爾福音開展，得人得地。
青少年：青少年寒假特會報名參加的青少年及各面的服事豫備。
兒童：聖徒操練在家中牧養兒女；保守參加兒童排的福音家長及兒童能持續參加並接受餧養。

－受浸新人－
阿利路亞！我是神家裏的親人
107 蘇詩雯 202 江黃秀琴 203 徐懷希 203 蔡沛錡 305 鄒璐璐 306 林昕毅 311 李浚瑋 405 王惠民 502 邱
信豪 701 吳政穎 703 高嘉隆 711 潘佳璟、劉幸怡 801 沈櫻娟、沈瓊華、黃瓊瑤 802 鄭懿珊、藍冠緯
803 陳青風、李俊欽、李芳瑩、邱雪娥、蘇育代、施佳雯、黃瑜琳、洪維元、黃雯瑜、楊振隆、楊
秋玟、莊鎰程、鄭榮全、王品淯、陳韡欣、邱李素珠、邱芳昌、廖李幸惠、王建程、簡先彬 811 楊
家霖 1003 張敏里、劉唯民 1102 李翊銘 1204 陳麗冠 1301 王敏峰 1401 陳昱豪 1402 楊施春貴（共 46 位）。

－背經會考名單－
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一 ~ 二章背經會考滿分獎勵名單
（按小區順序列名，獎勵書券及得獎試卷隨週訊發至各區）
A 卷（默寫全文，書卷 100 元）袁蔡瑞碧、戴李美玉、沈淑敏、陳華強、吳韻、臧台安、張廖頌美、
林景豐、魏德銓、何建興、周至偉、周林玉菁、李麗美、林周素鑾、許真珠、黃陳秋英、王汝華（共
17 位）
B 卷（填充題，書券 50 元）崔冶萍、林石美惠、鄭郭惠姿、陳貴華、楊國廷、沈美珍、邱寶玉、
溫陳惠婉、溫銘光、吳宗庭、蘇月霞、繆江鳳、鄭麗玫（共 13 位）
兒童背經（書券 50 元）張筑涵、張曜麟、蔡孟睿（共 3 位）
註：總應考人數 417 位，A 卷 90 分以上 26 位（書券 50 元），B 卷 90 分以上 75 位（書券 30 元），
兒童背經 5~15 節共 9 位（5 節書券 10 元，10 節書券 20 元，15 節書券 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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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華語特會赴會及接待須知
赴會須知
一、聚會地點：南港展覽館（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 號）
二、聚會時間表：
2/16（五）
集合出發
7:00
國軍英雄館
11:30
入場
12:30
第一堂聚會
13:30
展覽
15:00

2/17（六）

2/18（主日）
入場
入場
8:00
8:30
詩歌展覽
第五堂聚會
8:45
9:30
第三堂聚會
擘餅
9:00
11:00
展覽
海外聖徒介紹
10:30
11:30
第四堂聚會
集合返程
11:00 ～ 12:30
12:30
福音隊出發
因場地限制，禁止兒童入場，
第二堂聚會
15:30 ～ 17:00
14:30
詩歌展覽集合 並且禁止攜帶大型行李入場。
註：1. 搭車名單已隨本週週訊發至各小區，請於 2/8（四）前確認搭車人位、上車地點，需修改者請
與執事室賴錦富弟兄聯絡。
註：2. 此次特會憑大會名牌入場，請自備名牌套；三天用餐皆自理。
註：3. 參加福音隊遊行，請帶大會福音帽（本週發至各區），並穿著福音背心。

三、搭車時間、各車車長及住宿窗口：
車號

聯絡資訊
車號
聯絡資訊
住宿地址及聯絡窗口
楊立光 0915588829
歐文吉 0923313108
國軍英雄館
一車
六車
王瓊賢 0916785507
徐正中 0988757320 地址：長沙街一段 20 號
曹天恩 0932221860
林崑成 0931732807 黃主賜 0910869953
二車
七車
董博文 0929119005
李佳鴻 0922615994
富信飯店
楊朝欽 0921244063
莊唐彰 0937336762 地址：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
三車
八車
一段 128 號
陳建緒 0939178602
李宏銘 0937479943
陳志峰 0910736424
詹志忠 0987225068 陳正誠 0930043416
四車
九車
吳宗庭 0931991356
蕭鴻基 0955588737
馥華飯店
地址：中山區一江街 3 號
黃博文 0933348221
五車
九車為 2/17 出發
陳正誠 0930043416
蔡登南 0956061558
2/16 發車－ 7:00 青年路會所，7:10 裕忠路會所，7:20 麻豆會所，7:30 麻豆交流道，7:50 新營交流道
2/17 第九車發車－ 4:00 青年路會所，4:10 會所，4:30 麻豆交流道，4:50 新營交流道

接待須知
一、接待：
2/12 ～ 15 特會前：紐約（79），大陸（103），新加坡（13），北美（11），總共 206 位。
2/18 ～ 21 特會後：法國（42），大陸（34），北美（106），韓國（177），總共 359 位。

二、注意事項：
1. 用完早餐，8:30 前請將聖徒送至裕忠會所（1 ～ 11, 15, 16 大區）／新營區會所（12 ～ 14 大區）。
白天行程旅遊（景點參觀，有專人服事）；20:30 前至會所接回接待家庭。
2. 晚餐及相調：2/12，2/19 全召會相調愛筵，請各大區考量接待聖徒人數預備飯菜、水果或甜點。
日期
特會前
日期
特會後
18:00 全召會相調愛筵
2/12（一）
2/18（日） 抵達時間：20:00 新營區會所，21:00 裕忠路會所
1 ～ 11, 15, 16 大區，裕忠路會所
1 ～ 11, 15, 16 大區，裕忠路會所接人
12 ～ 14 大區，新營區會所
12 ～ 14 大區，新營區會所接人
18:00 全召會相調愛筵
各大區或
2/13（二）
2/19（一） 1 ～ 11, 15, 16 大區，裕忠路會所
照顧區相調愛筵
12 ～ 14 大區，新營區會所
各大區或照顧區相調愛筵
2/14（三）
2/20（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