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篇　達到神聖啟示的最高峰（二）
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成為神，以產生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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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林後三 17~18、羅十二 2~5、約十四 20、
　　　西三 16、弗四 16

前言
　上週我們說到神成爲人，好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

但不在神格上成爲神，以產生並建造基督生機的身

體，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為着完成神的經綸，

好結束這個世代，並把基督帶回來，設立祂的國度，

這是整本聖經的要素，是聖經這『盒子』裏的『鑽

石』，也就是神永遠的經綸。接着來看新約的主要

內容，神如何能在生命和性情上，將祂自己分賜到

祂所揀選並救贖的人裏面，把他們眾人作成祂的複

本，與祂一模一樣以彰顯祂，使祂一切神聖的屬性

得以彰顯在人性美德裏；這團體的彰顯乃是基督的

身體，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這就是神給我們神

聖啟示的高峰。

真理要點
　聖經中所記載神的經綸，乃是神成了人，為使人

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成為神，使我們過神人的生

活，並成為基督的身體。而神救贖我們的目的，是

要使我們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為神，好使祂能得着基

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作神的擴大和

彰顯，直到永遠。神而人者住在人而神者的裏面，

人而神者又住在神而人者的裏面。所以，二者就互

為居所。藉着一個奇妙的過程，神成了人，為要使

人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成為神：對神而言，這過

程是成為肉體、人性生活、釘死和復活。對人而言，

這過程是重生、聖別、更新、變化、模成和得榮。

在保羅的書信中我們看見，升天的基督作為賜生命

的靈將祂自己供應給我們，把我們變化成為祂的形

像，使我們在祂的生命、性情和彰顯上，與祂一式

一樣。

　基督身體的實際乃是一班蒙神救贖，被神作成神

＊本週晨興聖言進度調整為國殤節特會信息第三、四篇，下週為第五、六篇。 

的人，就是神人，所過的團體生活，他們不憑

自己活着，乃憑另一個生命活着，這生命就是

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的三一神。神經綸的最高

峯乃是基督身體的實際。而新耶路撒冷乃是神

性與人性調和，是蒙神揀選、救贖、重生、聖

別、更新、變化、模成、並榮化而得成為神的

一班人組成的。我們成為神的意思是，我們由

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的三一神所構成，使我們

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成為神，作祂團體的彰

顯，直到永遠。這是最高的真理，最高的福音。

負擔運用
　一、時常操練我們的靈、呼求主名，建立禱

告的生活習慣：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那裏，

那裏就有自由…，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

鏡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變化成為與

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

化成的。

　二、操練心思更新而變化，建立讀經、背經

的生活習慣：不要模倣這世代，反要藉着心思

的更新而變化，叫你們驗證何為神那美好、可

喜悅、並純全的旨意。用各樣的智慧，讓基督

的話豐豐富富地住在你們裏面。

　三、要獻上身體雙腳走出去，恢復祭司的生

活，盡祭司的職任：本於祂…藉着每一部分依

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聯絡在一起，並結合

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裏把自

己建造起來。與活力同伴有配搭，週週出訪宣

揚福音，按着神牧養，如此的生活與見證，必

能帶進新人、托住現有的聖徒並挽回久不聚會

的弟兄姊妹，使眾人一同被建造，作祂團體的

彰顯。（謝錫賢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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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排的三要素

　我們必須竭力開始有排聚會。然而，要建立

排聚會並不容易。你頭一次嘗試可能不成功。

你必須一試再試。你們一旦來在一起，就必須

幫助新人，帶領他們正確的實行排聚會。你必

須是他們的『教練』，因為他們都是新的學習

者。你可以藉着向他們題議或發問而幫助他們。

你可以問：『弟兄們，過去幾天你們有甚麼難

處？』這會幫助他們學習如何交通，如何彼此

敞開。你可以說，『在今天的社會裏，沒有人

願意別人知道他的難處，但作為基督徒，我們

「不再是外人和寄居的，乃是…神家裏的親

人」。（弗二 19。）我們是在基督裏的弟兄姊

妹，所以我們喜歡向家中別的肢體敞開自己。

我們敞開自己讓別人知道我們的光景，這是很

好的。』有一位弟兄可能向你敞開，讓你知道

他的難處，這時你怎麼辦？你最好不要帶頭為

他禱告。你可以問別人：『我們該作甚麼？』

有人可能說，『我們一定要幫助他。』你可以

說，『那太好了。』另一人可以說，『姊妹們，

你們覺得該怎麼辦？』一位姊妹可能回答：『我

們最好為這位弟兄禱告。』別人會同意說，『對，

我們該為他禱告，我們也該為彼此禱告。』這

就自然而然的把他們帶到代禱這件事上。

　在禱告之後，我們或者可以說一些話，把他

們引到彼此相顧的事上。如果那一位弟兄患了

病，你可以說，『弟兄，我們能作甚麼幫助你？

我們能否幫助你去看醫生，或在別的事上幫助

你？或許你需要作一些事，但你要有人幫助，

我們願意幫助你。』這就是彼此相顧。這種照

顧顯出我們對彼此的真愛。不論人的情形如何，

愛總會摸着人，總會建造人。如果我們只着重

『神經綸中兩個極大的奧祕』這樣高的東西，

許多人可能無法構得上這麼高的東西。他們或

許會想：『這些人一定是天使，我不能像那樣。』

但你若用溫和、愛心、相顧的態度到他們那裏，

每個人都會深深的被摸着。

　然而，我們必須平衡。我們如果光實行彼此

相顧，我們對基督就不會有高的經歷。我們必

須着重聖經中極大的奧祕，但我們也必須實行

彼此相顧，以溫和、愛心彼此對待。這會留住

人，也會建造人。已過我們一向缺少這個，因

為若不在小排聚會裏聚會，就很難操練這種彼

此的相顧。

　彼此相顧能帶你進到實際的牧養裏。你可以

說，『某某弟兄，或許你明天可以和我一同去

幫助這位弟兄。』這就是牧養。這樣，你就能

在排聚會裏帶領。然而，你不可有任何感覺或

意識，自以為是帶領的。你一有了這種意識，

就成了領頭人，這會殺死聚會。沒有人該覺得

你是領頭人。他們應當覺得你與他們一樣，他

們纔會跟着你作同樣的事。

　你若給新人看見這路，他們會學習跟從你的

榜樣。他們若不知道如何發問，你可以作給他

們看。你可以問：『你們都知道人有靈麼？你

們都知道甚麼是人的靈麼？』你這樣發問，並

讓他們回答。他們的回答就是一種彼此的教導。

然後你可能需要加一些話，但不要回答得太快。

你若說得太早，可能會使新人不說話。你必須

鼓勵他們說話，並給他們機會說話。在他們回

答後，你可以加一些話，然後另一人可以加一

些話，等等。最後，你們會得着一個完整的答

案，這答案就成了非常好的教訓。藉此所有的

新人會認識、看見、並明白他們有人的靈。此

外，藉着這樣的發問和回答，你就給他們設立

榜樣，讓他們跟從。

　在聚會的末了，你們中間有一位可以說，『弟

兄姊妹，這就是我們基督徒聚會的方式。我們

盼望每週有一次這種聚會。在這種聚會裏，我

們要有交通，正如我們今晚所作的一樣。對所

有與我們一起聚會的親愛的人，我們都會知道

他們的光景。這樣，我們就能為他們代禱。我

們就能彼此相顧，並彼此牧養。我可能有些需

要，是我獨自無法顧全的，我需要人幫助我。

別人可能有些需要，是我能幫助的。我們既是

大家庭，就樂意互相幫助，彼此牧養。』

　『今晚有一個問題題出來讓大家回答。你們

知不知道，我們一切的答案都是一種教導？這

一切答案加在一起，就成了完整的教訓。按照

以弗所四章十二節，我們乃是這樣得成全的。

我們稱這種聚會為排聚會，我們把這種聚會看

作實際召會生活的一大部分。』然後在下次聚

會中，你可以介紹基督徒生活和召會生活的一

些基本實行，就如守晨更，以及出外訪人傳福

音等。（摘錄自神命定之路的操練與實行第

二十八篇）



          2015.07.05 3　　           －福音見證－

　　罪人作成神的兒子　

　從小每個禮拜天早上爸爸就載我去青年路教

會作禮拜，週末我也常在教會消磨時光。我總

是跟人家說我們家是信基督教，甚至到國外我

也跟我周遭天主教、基督教、東正教甚至無神

論的朋友說，我是基督徒。但事實上，我對基

督的救恩毫無認識。感謝主！我在母腹中就被

分別了。我在國外讀書時，神開始來找我。我

讀法國文學時，發覺所有的西方文明都無法和

基督教切割，我深感好奇。我甚至覺得，不認

識基督教簡直跟文盲沒兩樣。這是我轉向主的

開端。後來我的人生發生一件重大為難，那為

難大到我求告無門，甚至連對我的父母都無法

啟齒，我有種無顏見江東父老的痛苦與羞愧。

我永遠記得那一晚，我的痛苦壓力如烈火焚燒，

我不敢死卻又沒有活路，我突然跪在地上，把

我的重擔羞愧地告訴這位我有點熟又不太熟的

主耶穌。我知道我已經走投無路了，惟有祈求

主耶穌幫助我。我跪在地上，祈求這位父神的

赦免與幫助…。兩天後，當我收到信件知道我

的難關解決了，我當下就知道，我得救了！這

位父親所信仰客觀的神如今成了我個人、主觀

的活神。

　主耶穌與我發生關係後，使我的靈活過來。

我開始看見在我身上有過多少的罪污。雖然我

是那麼污穢不堪，但聖經上說，我們若認自己

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

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我回想，我無顏

見江東父老的那件醜事，就是我的罪惹出來的，

怪不得任何人。我這個人裏面有罪性，我所行

出來的就是罪行。

　但是感謝主！主是不翻老帳、不計較我們過

去的。只要我們肯認罪，肯真的為以前的罪行

懊悔，祂的寶血就一筆勾銷我們那些不能攤在

陽光下的罪污。

　當我有主耶穌作新生命後，我開始向某大食

品企業寫道歉信，請求賠償他們的損失。高中

時大家去買投幣式飲料。有一次我投了五個一

元，然後按了取消，機器竟然掉下來五個五元。

也就是我的一元硬幣全都變成五元硬幣。我當

下高興極了。再試！還是如此。我知道是機器

壞掉了。我趕快回教室跟同學兌換一元硬幣，

想去撈更多。同學問我為甚麼要換？我還很有

心機，不想張揚給每個人知道，怕他們搶了我

的既得利益。由此看出我們真是個罪人。

　我也曾坐台北市公車，兩段式車票吧！應該

投十五、十六元，我就全部投一元，然後每趟

少投個一、兩元。當時心想：我就不信公車司

機聽得出來我有少錢。雖然公車司機聽不出來，

但主耶穌聽得出來，這件事後來也讓我羞愧無

比，所以也寫信並賠償給台北市公車處。

　我高中時很討厭我們級任老師，討厭她到有

一次我寫恐嚇信給她。以我當時的智商，我用

直尺一筆一筆的寫信和寫信封，心想她就認不

出筆跡。我又擔心若在我家附近的郵筒寄，會

事跡敗露，就將這封信寄給一個小學同學，請

不知情的她幫我寄。兩三天後，老師在全班面

前題到這封信，並且眼神定在我身上。她要寫

這封信的人自己向她自首。我當時真的壞透了！

她瞪我，我也給她瞪回去。多年後主耶穌光照

我，讓我為這件罪污憂傷不已。我拿起筆寫信

給老師求她赦免，想不到她很快回我密密麻麻

一封信，好像是她對那件事還稍有印象，還鼓

勵肯定我的勇氣，並且寫了一段我永生難忘的

話。她說她在我身上看到，教育無法改變一個

人，惟有宗教能改變一個人。我懂老師的意思，

其實這也是現在也當老師的我一個很深的感觸

與啟示：再好的師資與教學軟體、電腦設備…

都無法改變一個人的基因。

　我們生來就是罪人，有着無法改變的罪的基

因。惟有我們與主耶穌基督這神的兒子發生關

係，我們的生命纔可能小變大、苦變甜。與他

接枝上，祂的生命吞滅我們的死亡，使我們輭

弱變剛強，祂生命的大能也釋放消除我們罪的

綑綁，使我們下沉的人生變高昂。

　我們每個人都不能揀選我們第一次的出生，

我們要生在甚麼樣的家庭？有怎樣的父母？怎

樣的兄弟姊妹？怎樣的資質？怎樣的體能狀

態？這些都不是我們自己能作決定的。但感謝

主耶穌基督！我們可以揀選我們自己的第二次

出生，也就是聖經所說的『重生』。感謝主！

我重生了！舊事都已過去了，我有一個新生命、

新的家庭、新的家人、新的價值觀、新的道路、

新的盼望、新的國籍。（十五大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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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職小排享受主　湧流生命接觸人

　六大區目前有兩個青職排，第一排是週三晚

上在陳志峰弟兄家，第二排是週四晚上在張錦

淩弟兄、謝慶憲弟兄、陳文川弟兄、郭庭瑜弟

兄四個家輪流；二排目前約有二十個弟兄姊妹

固定參加。

　雖然大家的工作都很繁忙，但彼此都很期待

每週一次的聚集，相互題醒與關心，在生活或

工作遇到難處，也都彼此在主面前代禱，使之

能藉着各樣的環境來經歷主，每個開家服事的

弟兄姊妹也都竭力地擺上豐盛的飯食。目前所

追求的進度是以新北市召會讀經小組示範為主

要內容，現已進入約翰褔音第五章輭弱人的需

要－生命的點活，約翰褔音五章二至九節：在

耶路撒冷靠近羊門有一個池子，希伯來話叫作

畢士大，旁邊有五個廊子。裏面躺着許多病弱

的、瞎眼的、瘸腿的、枯乾的，等候水動。因

為有天使時常下池子攪動那水，水動之後，誰

先下去，無論患甚麼病，都會痊愈。在那裏有

一個人，病了三十八年。耶穌看見他躺着，知

道他已經病了許久，就問他說，『你想要痊愈

麼？』病人回答說，『先生，水動的時候，沒

有人把我放在池子裏；我正去的時候，總有別

人比我先下去。』耶穌對他說，『起來，拿你

的褥子走罷。』那人立即痊愈，就拿起褥子走

了。很摸着約翰褔音五章七節註 2【要人守律法

的宗教，雖有醫病的方法，但對輭弱無能的人

毫無益處，因為他沒有力量履行律法的要求。

宗教的守律法，是倚靠人的努力、作為和修飾。

人既是輭弱的，宗教的守律法也就變為無用。

聖城、聖殿、節期、安息日、天使、摩西和聖

經，都是這宗教裏的好東西，但絲毫不能幫助

這輭弱無能的人。在主的眼中，他乃是個死人，

（25，）不僅需要醫治，還需要點活。主點活人，

並不帶任何要求。這輭弱的人聽見主的聲音，

就被點活了。

　每週安排一位弟兄負責帶領大家研讀經文，

並鳥瞰綱要，藉着一問一答使大家能彀快速瞭

解本章主耶穌所要給我們看見的點，之後再由

負責的弟兄作總結，請大家藉着總結的綱要彼

此對說，並就着自己摸着的點分享給弟兄姊妹。

　每個月會有一週作為青職褔音週，彼此邀約

褔音朋友一同參與聚會，利用聚會前後半小時

拿着褔音單張，彼此配搭到附近街道傳講人生

的奧祕，並將主耶穌的愛分享給他們，也為每

個褔音朋友代禱，求主能記念所邀約的褔音朋

友能早日歸入主的名裏。（602 區劉昱麟弟兄）

受浸名單 

　　    　　  　　 －新人－

101 王家興、許柏泉、張慶棉、許雅婷 102 張

中維、陳虹、顧念雲 201 林修婕、陳淑玲、203
廖子絨 211 陳少畇 302 陳宜君、張意青、王冠

評 403 陳貴華、陳仙指 404 蔣佳雯、陳禾睿、

周曉薇 405 丁士超、李展堂 411 徐加聖 503 許

雅斐 504 蔡育明、陳俞翔 603 邱煜波 604 盧許

阿蓮 801 洪世恆 802 何逸訓 1005 吳承諭、黃浩

哲、張智昇、陳羅秀梅 1101 蔡陳盞、邱素蘭、

郭淑貞 1103 陳美彥 1201 黃麗華 1202 陳勝五、

陳建彰 1301 黃思瑀、黃筱珊 1402 程勤、翁志成、

金光瑞 1403 劉勳岳 1501 陳佩君、謝亞修 1601
邱麗純（共 49 位）

1 至 6 月受浸人數累計

大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總計

人數 33 9 33 28 13 20 24 10 22 95 17 17 10 21 5 357

神家裏的親人

小排讀經享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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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帳幕及其器具在材料和樣式上的異象（二）

　在出埃及記二十五章一至七節，神把用來建造帳幕的材料、基本的成分，啟示給摩西。這裏所

描述的材料，都是指基督身位與工作的美德。二十五章二節說：『你告訴以色列人當為我送舉祭來，

凡甘心樂意的，你們就可以收下歸我。』這裏所題到的是舉祭，不是搖祭。這些材料必須當作舉

祭獻上，這件事的意思是說，這些材料是指我們在復活裏所經歷的。建造教會的材料必須滿了復

活的特質。所有的材料都必須是基督身位與工作的美德，讓我們得着、享受並經歷，且在復活裏

當作舉祭獻給神的。教會不僅僅是用神所豫備的基督來建造，更是用我們在復活裏，並在諸天界

裏所得着、享受並經歷的基督來建造的。

　建造帳幕所用的材料有十二種。這些材料分為三類：礦物、植物、動物。動物的生命表徵救贖。

植物的生命在聖經裏表徵生產的生命、繁衍的生命。礦物是用來建造並爭戰的。

　神的目標不是救贖，也不是重生；神的目標乃是建造。二十五章一至七節首先題起礦物，為了

達到神的目標，我們需要救贖的生命，也需要生產的生命，纔能有神的建造。（選自出埃及記生

命讀經第八十一篇）

中文基本訂戶新書－召會見證的恢復與實行

　本書係李常受弟兄於一九五七年五月，在臺

北所釋放的信息集成。主僕當時在臺北的特會

中所釋放的信息，已刊於『教會的見證與立場』

一書；本書所載者，乃主僕於晚間特會以外，

在晨間聚會所講者，可視為前述信息的補充與

應用。本書各篇原刊於一九五八年的『話語職

事』，今略加潤飾，彙集為單行本。該系列晨

間聚會信息共十八篇，前七篇刊於『召會的信

仰、見證與立場』一書，後十一篇刊於本書。

　神永遠的心願是要得着一個身體彰顯祂自己。

在新約時代，神的作法乃是在一地一地建立地

方召會，並要各召會都過基督身體的生活，彰

顯基督的生命。這就是召會該有的見證。歷代

以來，撒但藉着種種事物破壞召會的見證，攔

阻神心意的完成，諸如帶進階級制度，破壞召

會一地一會的原則，使召會與世界聯合，把偶

像帶進召會，不讓神在召會中說話等。然而，

神的旨意永不改變，祂藉着路德馬丁、新生鐸

夫、摩爾維亞的弟兄們、英國的弟兄們，帶進

一次又一次的恢復。在今天這末後的世代，神

所要恢復的乃是召會的合一。神要祂的兒女脫

離一切的分裂，在召會合一的立場上，包容各

種不同的見解，並活出基督身體相愛的生活。

但願所有神的兒女都蒙憐憫，不僅看見，也體

貼神的心意，恢復召會合一見證的實行。

2015 雲嘉南青少年暑假特會行前通知
一、國、高中分在不同場地訓練（嘉義二會所及民雄學生中心），請務必搭上所安排之車輛。 
二、搭車時間、地點：7/10（五）
    1. 第一車 07:15 市政府、07:30 青年路會所、07:50 仁安路會所。
    2. 第二車 07:30 裕忠路會所
    3. 第三車 07:30 五王、07:40 奇美、07:50 鹽行、08:10 麻豆交流道
    4. 第四車 19:30 裕忠路會所－嘉義－民雄 
三、應帶物品：

紙本聖經（新、舊約恢復本）、紙本詩歌（含新版補充本）、名牌套、筆、聚會之合適衣著、
密封盛水容器、盥洗用具、拖鞋、運動服、運動鞋、雨具、隨身藥品及健保卡等。
＊ 7/10 晚餐自理，請攜帶零用金；聚會期間禁止使用電子產品。

四、事務總管：國中特會：葉賀彬弟兄 0933-341773 　　 高中特會：余正榮弟兄 0920-827091
               　　　　　　　　 賴錦富弟兄 0939-247896          　　　　    楊清籐弟兄 0917-610151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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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1）晨興聖言「需要新的復興」第 3 ～ 4 週。

　　（2）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主日聚會「真理課程」二級卷二第 16 課上半。

　　（4）書報追求 「召會見證的恢復與實行」第 1 ～ 2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55 ～ 56 篇。

　　（5）背經進度「腓立比書」，自 7/6 起全召會共同背經進度－中文聖經每週三節，若行有餘

力可同時再背英文經節。

　　 腓    1:1  基督耶穌的奴僕，保羅和提摩太，寫信給所有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穌裏的聖徒，同

                       諸位監督和諸位執事：

　　 Phil 1:1  Paul and Timothy, slaves of Christ Jesus, to all the saints in Christ Jesus who are in
                        Philippi,with the overseers and deacons: 
       腓    1:2  願恩典與平安，從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Phil 1:2  Grace to you and peace from God our Father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腓    1:3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神； 
         Phil  1:3  I thank my God upon all my remembrance of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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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讀經節

7/05( 主日 ) 口賽 49:1-13 口來 6:4-8  口來 6:7
7/06( 週一 ) 口賽 49:14-26 口來 6:9-20  口來 6:11
7/07( 週二 ) 口賽 50:1-51:23 口來 7:1-10  口來 7:7
7/08( 週三 ) 口賽 52:1-15 口來 7:11-28  口來 7:25
7/09( 週四 ) 口賽 53:1-12 口來 8:1-6  口來 8:6
7/10( 週五 ) 口賽 54:1-17 口來 8:7-13  口來 8:10
7/11( 週六 ) 口賽 55:1-13 口來 9:1-4  口來 9:3 

(5) 正常聚會
(6) 接觸人

(7) 受浸人位
(8) 聖別用度

　 開活力家出外訪人 守望代禱 牧養對象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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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 週一 )
 7/07( 週二 )
 7/08( 週三 )
 7/09( 週四 )
 7/10( 週五 )
 7/11( 週六 )

  照顧區集中主日
    　裕忠照顧區　    時間：7/12（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永康照顧區　    時間：7/19（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北台南照顧區　時間：7/26（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禱告聚會

　　一大區　     時間：7/7（二）20:00，地點：青年路會所。

　　 七大區        時間：7/7（二）20:00，地點：張懷德弟兄家。  
　　十五大區　時間：7/14（二）20:00，地點：新興路會所，請帶週訊。  
   結婚聚會 
   吳承彥弟兄與賴巧惠姊妹（成大畢）　

    時間：7/18（六）15:30，地點：新竹市召會仁愛會所（新竹市仁愛街 68 巷 3 號）。

　鍾亞倫弟兄（大專服事者）與莊惠婷姊妹（大專服事者）　

    時間：7/25（六）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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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周永分弟兄夫婦－興起法國的尋求者，使他們能彀看見異象並投身主的

               恢復。

　越南：黃俊明弟兄夫婦－為聖徒持續牧養潘切、美托市及富國島的新受浸者，以及今年在這三

        處能興起召會

　柬埔寨：吳教安弟兄夫婦－馬德望省26位受浸得救，成為常存的果子，並在Bavel成立召會。

　土耳其：簡晨光弟兄夫婦－所接觸的基督徒團體，以及拿到雷瑪書報、小卡的人；求主將平安

　　　　　之子顯明出來，使他們能認識並認同這分新約的職事。

　德國：殷宗義弟兄夫婦、陳鼎文弟兄夫婦、鄭詠晨弟兄夫婦、黃榮喜弟兄夫婦－喫喝享受主的

　　　生活，及湧流生命傳福音接觸人，並與當地聖徒相調。

　台南市召會
    禱告聚會：各小區參加禱告聚會的人數增加，至少超過主日聚會人數百分之五十。

    經營小排：落實小排三要素，小排活力生活（活力組晨興生活，小排相調生活）。

    福音出訪：各小區或各大區建立週週走出去傳福音接觸人，得着平安之子，平安的家。

    豐富主日：週中豫備申言稿，主日聚會申言，並邀約新人及久未聚會的聖徒參加主日聚會。

　結晶訓練：聖徒分別時間參加夏季結晶讀經訓練各個班別，進入主今時代的說話裏。

    青職：福音朋友，得救的新人，能持續被餧養，穩定的活在召會生活中。

   大專：考上台南大專院校的聖徒有心願入住弟兄姊妹之家；大專生至柬埔寨開展相調，保守靈 

魂身體，並藉開展擴大學生們的度量，加強服事主之心志。

   青少年：青少年暑期行動及暑假生活，對主有正常的喫喝享受，屬靈不放假。

   兒童：暑期品格園的福音孩子及家長能持續被接觸，並被帶進兒童排；親子健康生活園豫備。

    －代禱事項－ 

    ＊2015年召會繁增主日聚會目標2100位，小排聚會人數目標1900位，受浸人數目標700位。
　＊截至6/28為止，全召會小排聚會人數為1100位，受浸人數為357位。

  夏季結晶讀經訓練
　壹 訓練班別：

  　一、假日班（六～主日）：收視 DVD 錄影、信息傳輸、禱研背講。

                   時間：7/18 ～ 7/19，第 1 ～ 6 篇；7/25 ～ 7/26，第 7 ～ 12 篇，14:55~20:30。
                   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二、日間班（一～六）：收視 DVD 完整錄影信息、禱研背講。

                  時間：7/20 ～ 7/25，第 1 ～ 6 篇；7/27 ～ 8/1，第 7 ～ 12 篇。 
                  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三、夜間班：7/20（一） ～ 8/3（一），收視 DVD 完整錄影信息，日期及時段參照下表：

貳　奉獻款項：凡報名者應為訓練擺上個人奉獻新臺幣 600 元，即日起請投入奉獻箱內，並註

                             明為『結晶讀經訓練』用。

參　訓練總管：賴錦富弟兄 0939-247-896，王瓊賢弟兄 0916-785-507

　   四、清晨班：7/14（二）～ 7/18（六），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日期 7/14（6:30~11:05）7/15（6:30~11:05） 7/16（6:30~9:30）7/17（6:30~9:30）7/18（6:30~9:30）
篇數 第一～三篇 第四～六篇 第七～八篇 第九～十篇 第十一～十二篇

大區 地點 時間 總管 日期
一 青年路會所 20:00~21:30 毛治平 7/20~7/24,7/27~8/1,8/3
二 北門路會所 19:30~21:30 林詩凱 7/20~24,7/27~8/1, 8/1 兩篇
八 仁安路會所 19:30~21:30 黃博文 7/20~7/24,7/27~8/1,8/3
十 崑山會所 19:30~21:30 顏俊智 7/20~7/24,7/27~8/1,8/3

十二 佳里區會所 19:30~21:30 黃清連 7/20~25，7/27~8/1
十四 新營區會所 19:30~21:10 陳俊榮、楊豐誠 7/20~25，7/27~8/1
十六 鹽行會所 19:30~21:30 王治平 7/20~7/24,7/27~8/1,8/3

裕忠照顧區 裕忠路會所 19:30~21:30 徐弘昌 7/20~25，7/27~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