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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16（五）12:30 ～ 2/18（主日）12:30，地點：台北市南港展覽館。請務必
攜帶特會名牌及名牌套。未參加特會聖徒，請至各大區安排之地點參加主日聚會。
海外聖徒來訪集中愛筵 時間：2/12（一），2/19（一）18: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國際華語特會

『利未記結晶讀經（一）』信息要點

第三篇 常獻的燔祭—活祭
獻燔祭，並且早晨、晚上都得獻；每逢安息日、
月朔、節期，還得特別的獻。燔祭乃是常時不斷
前一篇信息為着神的滿足和彰顯取用基督作燔 的祭，燔祭的火不可熄滅，必須日夜燒着，直到
祭，我們看見甚麼是燔祭，連同燔祭的種種意義。 早晨，就是直到主耶穌再來。
本篇信息要按照新約的教導，特別論到燔祭的重
肆、過常時不斷之燔祭的生活，就是成爲
要性及實際的應用，教導我們如何在日常生活及 活祭：燔祭豫表我們的奉獻，是把自己獻給神作
召會生活中應用燔祭，常時不斷的獻祭，過一種 活祭；在舊約裏每日獻的燔祭，豫表在新約裏，
完全且絕對為着神的生活，以滿足神的需要。
我們屬神的人應當每日將自己獻給神。羅馬十二
章一節的祭是活的，也是聖別的，在地位上，是
真理要點
基督的血，從世界和一切凡俗的人事物，分別出
壹、燔祭豫表基督，主要的不是在於救贖人 來歸與神的；在性質上，是聖靈用神的生命、聖
脫離罪，乃是在於過一種完全且絕對爲着神的 別的性情，將天然的生命和舊造，爲着神的滿
生活，並在於祂是使神子民能過這樣一種生 足，聖別而變化的，所以能討神喜悅。
伍、我們對神一切的事奉，都必須根據於燔
活的生命。我們在神面前的第一種光景，第一
個問題，不是過犯，乃是不爲着神，我們在自己 祭壇上的火：我們在召會生活中對神的事奉，
裏面無法絕對爲着神，我們需要以基督爲我們的 必須源於燔祭壇上的火，並且我們的事奉必須來
燔祭。約翰七章啓示基督完全彀資格作燔祭，主 自神焚燒的火，也是這火的結果。
過着受約束的生活，不爲自己行事，不從自己說
負擔應用
甚麽，祂是尋求神的榮耀，爲着神的滿足。我們
看見主耶穌是燔祭的實際，因祂過着受神約束且
一、我們必須領悟我們沒有絕對為着神，我們
完全爲神的生活。
在自己裏面無法絕對為着神，我們需要以基督為
貳、燔祭的豫表裏啓示了神聖的三一：在利 我們的燔祭，使我們能過着受神約束且完全爲神
未記一章三節和八至九節中，啓示出神聖三一的 的生活。
幾個重要項目：燔祭、會幕、耶和華、祭司、火
二、我們的基督徒生活，召會生活，需要常時
以及水。 燔祭 豫表基督是使神滿足的食物， 會 不斷的燔祭。我們的奉獻需要是不間斷的，就是
幕豫表子基督是獻祭的地方，耶和華是指父作 即將來到的春節年假也不例外；燔祭壇上的火不
爲悅納祭物者，供職獻祭的祭司豫表子基督是服 可熄滅，每一天，我們都應該對奉獻有新鮮的應
事者，火表徵神是悅納的憑藉，焚燒燔祭的火就 用與經歷。
三、我們來到任何聚會中，要開口向主獻上讚
是神自己；用來洗燔祭牲內臟與腿的水，表徵那
靈是洗滌的憑藉。
美、禱告，盡功用事奉主，不能被動等神來焚燒，
叁、今天在我們的基督徒生活和召會生活 乃必須主動加上柴，就是要挑旺我們的靈。
（徐榮豐弟兄）
中，需要常時不斷的燔祭：神的百姓必須每天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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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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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新春傳福音，產生屬靈的後代
在煙臺，新春佈道期間，大家都不過年，也喫
得很簡單。有的弟兄姊妹只在早上燒一次飯，中
一九四○年，我們在〔煙台〕開始題起一件事， 午和晚上喫冷飯。有的從遠路來的，就自己帶食
就是召會傳福音。這件事在當時是一件嶄新的 物，召會只供應茶水。弟兄姊妹中也有接待朋友
事；『召會傳福音』這辭，是以前沒有題起過的。 喫飯的。在中國過年節，多與迷信和祭鬼有關。
在這以前，從一九三二到四○年，我們中間還沒 過年時所有犯罪的事都是開禁的。在鬼節，唱戲
有見過有十五個人以上受浸的；若是有十個人受 的也在廟宇對面，唱給偶像聽。雖然如此，我們
浸，那已經很可貴了。在北方開始有召會的傳福 每次傳福音都得着許多人。( 倪柝聲恢復職事過
音之後，若是我記得不錯，頭一次就有三十七位 程中信息紀錄上，第三十二篇 )
受浸。不僅如此，在這三十多位之後，還有一百
忽略福音，必無屬靈後代的接續
位受浸的記錄。
當時，我們新春的佈道大會，叫作召會傳福音；
這樣福音下來，連續有人受浸，差不多六個月
那真正是全召會發動傳福音。我們知道，中國人 之久。頭三、四個月都是一百上下的人受浸，後
最喜歡過新年，也就是春節，那是最大的一個節 三、四個月就是二、三十位；這是已過所沒有的。
期，約莫一週。大家甚麼事都不用作，成天喫、 因着這樣的福音，纔帶進受浸人數的突破。所以，

『召會傳福音』的起始

喝、玩、樂、看戲。以喫的來說，食物都不是當
時作的，而是約在年前一個月，就開始作了，並
且樣樣都有。在中國北方是不用冰箱的，許多家
庭都有地窖，將喫的食物作好，統統放到地窖
裏，再封凍起來。等到要喫的時候，再進地窖裏
去拿。所以我們看見，那真是個大好的機會，趁
着眾人都無事可作時，大大的傳福音。當時弟兄
姊妹無論男女老少，都是成群結隊的，全體總動
員的在傳福音。
在作法上，要弟兄姊妹先請自己的近親，比方
舅舅、阿姨等，都在事前就約好他們，要他們正
月初一，到弟兄姊妹家裏住兩天。然後，在這些
人家裏，有一個口號，說，『不過年，只傳福
音。』過年是大事，單單為了豫備食物，就要花

經過我們的觀察，我們得到一個結論，無論人多
麼注意真理，注意生命，若是忽略了福音，還是
不會有屬靈的後代；歷史也是這樣告訴我們。比
方弟兄會非常注意真理，但因着不注重福音，弟
兄會今天斷了後代，沒有後代。在我年輕追求真
理，愛慕聖經時，我相當欣賞弟兄會在真理方面
的教導，他們特別拿手的是豫表和豫言。直到今
天我還是很感激他們，那對我是個極大的幫助。
然而那時，我並沒有看出他們的短處；等到我看
到福音的一面，纔看見弟兄會不行，也知道那個
不對。
我們若只注意真理，而不傳福音，是會沒有後
代的。同樣的，若是只注意生命而不傳福音，也
會斷後無續的。當然，之後也出了福音派，裏頭

上許多時間。我們既說『不過年』，過年的東西
就一概不買，如此就省了許多工夫，並且省下許
多錢。到了除夕那天晚上，原來是北方人過節熱
鬧的時間，但我們宣佈那晚要禁食禱告；全召會
一同禁食，專特的禱告。我們雖然一面禁食，但
一面也豫備食物給那些住下的親友享用。大年初
一，早晨第一堂信息，下午第二堂信息，晚上沒
有聚會，就這樣連傳了四天八次。一散會，大人
都去接觸人，小孩子們就在旁邊遞送禱告墊；一
看到有人要跪下禱告了，立刻送上禱告墊。

包括靈恩運動。中國有位傳福音者，名叫宋尚節，
在西教士中是很有名的。他傳福音時，常常有幾
千人在聽，並且一得救就是好幾百人；然而他的
福音沒有真理，也沒有生命。好比說到『寶血洗
我心』，他用血漏婦人的比方，說到主耶穌的寶
血，這是非常不合乎聖經的。所以，他過去之後，
甚麼也沒有留下。這也給我們看見，在傳福音上
沒有真理和生命，也是不會持久的。真理、生命、
福音，這三股繩子需要擰在一起，方能有結果，
並且持續到永遠。( 帶領聖徒實行主所命定的新
路，第四篇 )

召會傳福音，同心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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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讀經－
利未記生命讀經導讀 ( 六 ) 獻素祭的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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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週進度：利未記生命讀經第十一至十二篇，利未記二章 1~3 節。
生命讀經 恢復本經文 上網登錄

貳、信息導讀：
在前幾週的導讀裏，我們已經看過關於獻燔祭
的條例。本週來到利未記第二章，繼續來看關於
獻素祭的條例。

細麵澆上油，加上乳香

性、神性和祂那超絶、完美、被那靈充滿並被復
活浸透的生活－乃是叫神安息、平安、喜樂、享
受、完全滿足的香氣。

素祭所剩的要歸給亞倫和他的子孫

在利未記二章一節說到如何獻上素祭，『若有
人獻素祭為供物給耶和華，就要用細麵澆上油，
加上乳香，』細麵表徵基督的人性，而細麵是由
麥子經過許多過程產生的，這些過程表徵基督各
面的受苦，使祂成了『多受痛苦』的人。而素祭
的油表徵神的靈作基督的神聖元素。素祭中的乳
香，表徵基督在祂復活裏的馨香。所以，獻素祭
是用細麵澆上油，加上乳香。乃是描繪基督在祂
的人性裏調着神性而生活，且從祂的受苦中彰顯
復活。

素祭燒在壇上

在利未記二章二～三節也說到獻上素祭時，要
先把所有的乳香連同一些細麵和一些油，燒在壇
上，是獻與耶和華為怡爽香氣的火祭。首先，素
祭乃是獻與耶和華為怡爽香氣的火祭。素祭燒在
壇上，被火燒盡，這裏的火不是為審判，乃是為
悅納。這表徵神悅納了基督作滿足祂的食物，成
為素祭記念的部分。素祭的豐富成分－基督的人

此外，我們也看見素祭所剩的要歸給亞倫和他
的子孫。這表徵在神享受之後，我們也能享受基
督的為人生活作我們的食物。首先必須將神的分
給神，使祂得着滿足；剩下的纔是我們的分，使
我們滿足。
而我們如何能享受基督？乃是藉着運用我們的
靈來禱讀主話，我們就能享受基督。藉着喫主耶
穌的為人生活，祂的生活就成了我們的。自然而
然的，不用憑自己努力，我們就會像耶穌一樣的
謙卑和聖別。這就是享受主耶穌作我們的食物，
使我們過一種彀資格事奉神的生活。( 利未記生
命讀經，第十一～十二篇 )
參、複習問題：
一、獻素祭時，細麵澆上油，加上乳香，並燒在
壇上，其意義為何？
二、素祭所剩的要歸給亞倫和他的子孫，其意義
為何？

－交通－
崇學路會所購置財務奉獻交通
新會所從開始財物奉獻到購買及整修完成，僅
僅花了三個月，在其過程中我們實在經歷了神的
信實及祝褔。藉着全召會眾人同心合意的禱告並
慷慨的擺上，從付購買訂金，簽約款及稅金並各
期工程款，聖徒奉獻的進度都能即時應付財物之
所需，直至二月四日財務奉獻已達 20,329,440 元，
遠遠超過我們所求所想。這讓我們看見認識神的
子民只要在奉獻上忠信，祂的召會在財物需要上
就沒有缺乏。
新會所在二月十一日就開始正式啓用，會所室
內面積共有 250 坪，可供 400 位聖徒同時聚會相
調，舊建築裏外一切已全部更新，目前無論外觀
或設施都更細緻典雅，適合眾聖徒聚會相調各方
面使用。這新會所的完工是眾童女對主的愛所堆
積的結果。在此也謝謝弟兄姊妹在愛裏的擺上，
使奉獻目標不止達到甚至超過目標。

這次的奉獻眾聖徒是竭力拚上，也是普遍有
分。許多財物奉獻的見證深深感動我們，有位弟
兄見證在他那個不算富裕，人數也不多的小區，
週週開出巨額的奉獻款，這使他流淚讚美主。記
得有一天一位一年多沒參加主日聚會的聖徒在深
夜拿一袋奉獻包給我，他表示他也願在新會所的
購置上有分。有些剛從海外回來的聖徒，聽見這
事也願一同在奉獻上蒙恩…，如此例子太多就不
能一一記述。正如保羅在腓立書四章十八至十九
節所說，『但我一切都收到了，並且有餘，我已
經充足，因我從以巴弗提受了你們的餽送，如同
馨香之氣，可收納的祭物，是神所喜悅的。我的
神必在榮耀中，照着祂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裏，
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願主藉着崇學路
會所的啓用，召會更加開展繁增，眾聖徒及各專
項相調更緊密，願主得着榮耀！（陳致均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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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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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 ～ 17:00

第二堂聚會

2/17（六）

8:00
8:45
9:00
10:30
11:00 ～ 12:30
14:30

2/18（主日）
入場
8:30
第五堂聚會
9:30
擘餅
11:00
海外聖徒介紹
11:30
集合返程
12:30
因場地限制，禁止兒童入場，
福音隊集合
並且禁止攜帶大型行李入場。
詩歌展覽集合
請大家盡量帶隨身簡便手提包。
入場
詩歌展覽
第三堂聚會
展覽
第四堂聚會

三、搭車時間、各車車長及住宿窗口：
車號
一車
二車
三車
四車
五車

聯絡資訊
楊立光 0915588829
王瓊賢 0916785507
曹天恩 0932221860
董博文 0929119005
楊朝欽 0921244063
陳建緒 0939178602
陳志峰 0910736424
吳宗庭 0931991356
黃博文 0933348221
蔡登南 0956061558

車號

聯絡資訊
歐文吉 0923313108
徐正中 0988757320
林崑成 0931732807
李佳鴻 0922615994
莊唐彰 0937336762
李宏銘 0937479943
詹志忠 0987225068
蕭鴻基 0955588737

六車
七車
八車
九車

九車為 2/17 出發

住宿地址及聯絡窗口
國軍英雄館
地址：長沙街一段 20 號
賴錦富 0939247896
富信飯店
地址：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
一段 128 號
陳正誠 0930043416
馥華飯店
地址：中山區一江街 3 號
陳正誠 0930043416

一、發車時間及地點：
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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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忠路會所，4:30 麻豆交流道，4:50 新營交流道
二、注意事項：
1. 搭車地點名單，已發至各小區，請聖徒務必確認自己搭車的地點，並提早 15 分鐘到達搭車地
點上車。請坐遊覽車的聖徒，在行李上寫上召會、姓名和電話，以免行李被拿錯。
2. 2/18 搭遊覽車回台南聖徒，會前請自行預備午餐。會後即上車出發。
3. 特會服事總管：黃主賜 0910869953、江典剛 0953379580

四、住宿國軍英雄館 : 住宿五人房以上等團體房型者，請自備盥洗用品，早餐亦請自理。
五、大專青職詩歌展覽集合時間地點與聯絡窗口：
一、展覽有二個時段：
1. 時間：2/17（六）8:15 集合排隊形，8:45 上台展覽，地點：南港展覽館。
2. 時間：2/17（六）14:45 集合排隊形，15:15 上台展覽，地點：凱達格蘭大道。
＊ 2/16 散會後，請大專青職及願意詩歌展覽的聖徒留在原地，為着 2/17 詩歌展覽有最後的豫備。
二、聯絡窗口：大專：歐恩賜 0973404243、青職：江典剛 0953379580。
三、注意事項：穿正式服裝，打領帶，深色外套，皮鞋。請熟記詩歌。（補 201，補 1004）

六、福音隊集合時間地點與聯絡窗口：
一、集合時間：14:30。
二、集合地點：『信義路隊』在大安公園信義路側集合。
『新生南路隊』在大安公園新生南路側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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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隊分組表
福音隊－信義路隊（第一中隊第四小隊）
隊長
徐榮豐、陳致均
糾察
楊朝欽、徐弘昌
大區
聯絡窗口
大區
聯絡窗口
一
王旭昇
三
楊朝欽
五
曹天恩
四
徐弘昌
八
黃博文
七
吳宗庭
十五
張明豊
九
葉振昌

福音隊－新生南路隊（第一中隊第七小隊）
隊長
黃寬興、林右庸
糾察
歐文吉、王治平
大區
聯絡窗口
大區
聯絡窗口
二
吳豐吉
十一
徐正中
六
謝慶憲
十三
林崑成
十
歐文吉
十四
翁榮聰
十六
王治平

八、特會會場台南座位位置圖：

＊特會座位：此次特會憑名牌入場，三天座位（如上圖所示）：
2/16（五）：G4、H4；2/17（六）：A3、B3、C3；2/18（主日）：I2、J2

接待須知
一、接待：（特會前：2/12 ～ 15；特會後：2/18 ～ 21 均為四天三夜）
2/12 ～ 15 特會前：紐約（79），大陸（118），新加坡（13），北美（11），總共 221 位。
2/18 ～ 21 特會後：法國（42），大陸（29），北美 (105），韓國（177），總共 353 位。
二、注意事項：
1. 用完早餐後，請接待家庭依前一日之報告將聖徒提前送至集合地點；
白天行程（旅遊景點參觀，有專人服事）；接待家庭接回時間地點依照各大區之報告。
2. 晚餐及相調：
＊ 2/12，2/19 全召會相調愛筵（18:00 用餐，19:00 聚會，20:25 安排接待）。
請每小區帶 2 ～ 3 道大盤的菜，水果或甜點。
＊ 2/13 ～ 2/14，2/20 各大區或照顧區相調愛筵。

＊特會、接待及福音隊所有相關資訊，請連結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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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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主日 )
2/12( 週一 )
2/13( 週二 )
2/14( 週三 )
2/15( 週四 )
2/16( 週五 )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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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22
口太 18:1-14
口太 18:2
口創 49:1-15
口太 18:15-22 口太 18:18
口創 49:16-33
口太 18:23-35 口太 18:35
口創 50:1-26
口太 19:1-15
口太 19:14
口出 1:1-22
口太 19:16-30 口太 19:24
口出 2:1-25
口太 20:1-16
口太 20:16
口出 3:1-22
口太 20:17-34 口太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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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主日 ) 口為主申言
2/12( 週一 ) 口禱告聚會
2/13( 週二 ) 口小排聚會
2/14( 週三 ) 口專項事奉
2/15( 週四 ) 口書報追求
2/16( 週五 ) （每週兩篇）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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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週，「職事文摘」第二卷第五期－無酵無蜜、用
鹽調和的召會生活與事奉，照着生命的規律享受基督。「利未記生命讀經」第 11 ～ 12 篇。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2/11（主日）「真理課程」第 35 課上半。
4. 背經進度「帖撒羅尼迦前書」主題及 4:6 ～ 4:8
帖前 4:6 也不要在這事上越分，佔他弟兄的便宜；因為關於這一切的事，主必報應，就如我
們先前告訴過你們，又鄭重見證過的。
帖前 4:7 神本是在聖別中召了我們，並不是要我們沾染污穢。
帖前 4:8 所以那棄絕的，不是棄絕人，乃是棄絕那位將祂的聖靈賜給你們的神。
1Ts 4:6

1Ts 4:7
1Ts 4:8

That no one overstep and take advantage of his brother in the matter, because the Lord is
the avenger concerning all these things, even as we also said before to you and solemnly
charged.
For God has not called us for uncleanness but in sanctification.
Consequently, he who rejects, rejects not man but God, who also gives His Holy Spirit to
you.

－報告事項－
全召會海外聖徒來訪相調愛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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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2/12（一），2/19（一）18: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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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話語服事成全聚會
時間：2/25（主日）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參加對象：配搭各區主日話語、真理課程
的弟兄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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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聖徒
長青服事者交通
長青聖徒集中聚會

時間：2/27（二）9:30，地點：裕忠路會所長老室。
時間：2/28（三）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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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期初特會 時間：2/22 ～ 2/24（四～六），地點：中部相調中心。

青少年行動
青少年特會展覽 時間：2/11（主日）15:30 ～ 17: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請家長參加。
青少年期初核心成全 時間：2/23（五）18:30 ～ 2/24（六）18: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民雄。
報到時間及地點：2/23（五）18:30，裕忠路會所中會場，通啟將於青少年寒假特會發給青少年。
青少年期初集中主日 時間：2/25（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會後備有愛筵，請
自備餐費 60 元。

全台兒童服事者事奉相調暨成全聚會
一、時間：3/17（六）8:50 報到～ 13:00 結束。
二、地點：高雄市召會新盛街會所（高雄市前金區新盛二街 60 號）。
三、參加對象：①各大、小區負責弟兄；②兒童家長；③所有兒童服事者與關心兒童服事之聖徒。
四、報名費用：大人及兒童 450 元；自行前往者：大人及兒童 150 元（新盛會所），大人及兒童
300 元（科工館）。
五、報名方式：請於 2/18（主日）前向王華森弟兄（e-mail：living0064@hotmail.com）報名並繳費。
六、兒童服事：0 ～ 3 歲的幼兒由家長自行照顧，留在新盛街會所。
幼稚園年齡以上的兒童，統一至科工館（含門票及午餐）。
註：通啟本週已隨週訊發至各小區，也可上召會網頁下載。
日間追求班 報名截止日：2/13（二），欲報名者也可於開訓日當天報名繳費。
書報文字網頁交通 時間：2/24（六）15:00 ～ 17: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書報 中文基本訂戶發書：職事文摘第二卷第六期本週已發至各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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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特會，大專聖徒得着異象。
青少年：寒假生活正常喫喝享受主，並過召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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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全時間同工阮正武弟兄－因罹患鼻咽癌，目前在嘉義基督教醫院進行放射性治療及化學
治療，需為其治療過程代禱。盼降低副作用並不損害正常器官，並能為着基督身體的益
處，經歷祂復活的大能及彀用的恩典。
＊因連續假期，2/18週訊停刊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