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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國殤節特會信息

前言
　這週我們來到『需要新的復興』這總題的最後兩

篇信息。這兩篇信息都聚焦在一個主題，就是『按

着神牧養』。

　第五篇信息給我們看見主耶穌和使徒保羅按着神

牧養的榜樣。第六篇則是以內在的意義來看甚麼是

按着神牧養。

　論到按着神牧養，我們必須清楚新的復興的三個

重要因素都是彼此相關的。首先，從神聖啓示的高

峯，就是神永遠經綸最高的異象開始，使我們看見

我們可以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為神。

根據這個異象，我們得以活出一個在人性美德裏使

神得着彰顯的神人生活。這一個神人生活有一個功

用，就是要我們按着神牧養，使我們在功用上成為

神。當我們把新的復興的三個因素擺在一起時，我

們乃是在生命、性情、彰顯和功用上成為神。

真理要點
　我們必須照着主耶穌在祂盡職時的榜樣牧養人，

以完成神永遠的經綸。在神完整的救恩中，乃是基

督作為人子，救贖我們脫離罪，藉着祂的死，完成

祂法理的救贖來顧惜我們；基督作為神子，將神聖

的生命豐盛的分賜到我們裏面，在祂的復活裏，完

成祂生機的拯救來餧養我們。

　在路加十五章裏，主耶穌揭示三一神對罪人拯救

的愛，乃是要我們有父的愛和赦免的心，以及救主

牧養和尋找的靈，好在耶穌的人性裏顧惜人，使他

們快樂、舒適；並在基督的神性裏餧養人，以那在

三個時期中盡其職事之包羅萬有的基督餧養他們。

　基督不是來作審判官，乃是來作醫生，醫治、恢

復、點活並拯救患麻瘋、癱瘓、發燒、鬼附、患各

樣疾病的，以及受人藐視的稅吏並罪人，使他們能

重新構成，成為祂屬天國度的子民。

　我們也必須照着使徒保羅的榜樣牧養人，他是好

牧人，照顧神的群羊。保羅牧養聖徒，就像乳養的

＊夏季結晶讀經訓練各班別陸續開班，敬請聖徒結伴參加，好被真理構成。 

母親和勸勉的父親。他也是那靈的執事，用賜

生命的靈為素質來寫基督的活信，藉着被那靈

充滿，憑靈而行，使神得着榮耀，而尊重神；

並藉着將那靈服事給人，作他們的供應，而尊

重人；同時保羅親密的關切信徒，下到輭弱之

人的水準上，好使他能得着他們。

　在彼前五章二節，使徒彼得說到按着神牧養，

就是按着神的性情、神屬性的所是、心意、作

法和榮耀牧養，不按着我們的偏好、興趣、目

的和個性。所以，我們要按着神牧養，就需要

與神成為一，被神構成，活神，彰顯神，代表

神並將神供應人。

　負擔應用
　一、我們要按着神牧養，就必須操練向人講

說恩典、真理、靈和生命的話，以供應那作到

我們裏面之經過過程的神。所以，我們不但要

緊緊跟隨職事，被現有的真理構成，還要過一

個『讀經、背經』的生活，好讓基督的話豐豐

富富的住在我們裏面；同時我們也要鼓勵剛蒙

恩的新人，有分一年七次特會，並陪他們過讀

經、背經的生活。

　二、我們要按着神牧養，就必須儆醒禱告，

參加召會團體性的禱告聚會，與基督天上的職

事合作，來過牧養的生活。

　三、我們要按着神牧養，就需要常在外邦人

面前代表神，盡代理之神的功用。也就是過每

日接觸並照顧人（無論是外邦人或聖徒）的生

活，建立起『福』與『家』的架構。

　四、我們要按着神牧養，就必須時時在調和

的靈裏，使我們滿了父的愛和赦免的心、救主

牧養和尋找的靈，不定罪任何人，而在耶穌的

人性裏顧惜人、並在基督的神性裏牧養人！（陳

良培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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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排的功用（二）

　第四，小排乃是為着屬靈的交通；而這個屬

靈的交通，就是互相牧養、教導，彼此關切照

顧。關於這點我常感覺為難，因為我到各處聚

會時，弟兄姊妹都認為我不需要牧養；豈不知

我也需要你們的牧養。我每到一個地方，真是

願意常常得到那地的牧養。今天你我都需要互

相牧養、教導。不要驕傲到一個地步，認為自

己不需要牧養、教導了；也不要以為只有小羊

需要牧養，老羊不需要。要知道，人越老越需

要人照顧、牧養。

　不僅如此，我們還要彼此關切照顧。基督徒

是彼此同作肢體，痛癢相關。一個肢體痛苦，

所有肢體都感覺痛苦。所以，要彼此關切照顧。

大聚會作不到這一點，就是一百人聚在一起，

也不容易關切照顧。要有關切照顧，必須是在

十個人之內。十個人以內的聚集，就容易透徹

的明瞭彼此的光景和情形，而帶進真實的關切

與照顧；這就給聖靈莫大的機會來施恩。

　第五，避免世俗化。這裏有兩點要注意：（一）

不要喫喝宴樂。有一個排在一次聚集時，眾人

圍桌喫火鍋，邊喫邊談，就把一位新得救的姊

妹絆跌了；以後這位姊妹就不願再參加小排聚

集。這就是喫喝宴樂。我們要看見，『宴樂』

在聖經裏是不好的字眼。雅各書四章三節說，

『你們求也無所得，是因為你們妄求，為要耗

費在你們的宴樂中。』所以，小排裏可以有一

點愛筵，但是要簡單。（二）不要慶賀。在小

排聚集裏，眾人越聚越熟，彼此關切照顧，結

果很可能出現慶生賀喜的事；這是世俗化，我

們要避免。我們不是一個世俗的聚集，我們乃

是基督的肢體，來在一起必須有交通，並要避

免任何世俗的東西。

　第六，避免社交化。不要虛談，不要有私情。

雖然我們一再強調要有交通，但必須沒有私人

的感情，完全都沒有，只有在基督裏的交通，

在基督裏的愛。

　第七，小排僅僅是一個地方召會的一小部分，

並非任何獨立團體。根據我們已往的經歷，我

們知道有的人就是喜歡作頭，搞小團體。這在

約翰的書信裏已經出現過，約參九節說，『那

在他們中間好為首的丟特腓。』所以，我們不

贊成任何人在召會裏搞小團體，分門結黨；我

們只有一個身體。身體只有一個；小排絕不是

任何的『體』。所以，任何一個小排，僅僅是

所在地召會的一小部分，絕不能成為任何一個

團體。並且小排必須符合以下的原則：（一）

全體聖徒在一班長老帶領之下，沒有另一個帶

領，只有一個帶領。即使增加到八百排，還是

在一班長老帶領下。（二）向同一地召會的各

小排完全敞開，並歡迎且容納任何小排的弟兄

姊妹，不見外，不排斥，不和各小排比較，不

爭競。

小排的功用
　我們都知道，一個國家要強，一定要有好的

家庭；因為好的家庭教育纔能產生好的青年。

然而，僅僅靠家庭教育是不彀的，還需要學校

教育；這需要兩面的配合。從我們幾十年的經

歷，以及從聖經裏所啟示的，我們知道召會的

聚集也有兩面。特別在使徒行傳裏，我們看見

那八千位得救的人，一面都在聖殿裏，那是大

聚會；（五 42；）另一面是挨家挨戶擘餅、禱告、

傳福音、教導人。（二 46。）所以，很清楚這

是有兩面。

　基督教在地上已經有一千九百多年，經過許

多的演變，至今他們的作法，就是在禮拜堂裏

有個大聚集，由牧師講道。大聚集不能說不對，

但這僅僅是一面，不能把家庭那一面失去了。

我從小生在基督教中，卻從來不知道可以有小

排。一九四九年我們開始在台灣的工作，那時

約是從一百人開始聚會；到年底我們增加到八、

九百位；六年後，全島的弟兄姊妹從四百人增

至四、五萬人。因為人數增加得相當快，我們

就覺得有小排的需要；那是我們頭一次分排。

當時我們沒有多少經驗，再加上以後又受到打

岔，所以這二十多年來，我們幾乎不用小排，

只靠大聚會，以致受到虧損。因此，我們現在

要有所恢復，就是要恢復兩面：在會所裏有大

聚會，在弟兄姊妹家裏有小排。（待續）（主

恢復中劃時代的帶領第四冊召會的擴增與開展

第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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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弟兄姊妹在愛裏的關心與代禱。姊妹目

前罹患肺線癌第四期，且有轉移現象，已開始

進入療程，暫時住在姊妹娘家，她的家人幫忙

照顧姊妹及兩個孩子。我近期必須回越南一趟，

與越南聖徒有合式的交通。我們家是奉獻給主

的，請為主在越南的行動禱告，特別是訓練中

心，不受打岔剛強往前。也為我們家的情形禱

告，所有必須發生變更，我們都不害怕看到。

為我和姊妹雙方未得救的家人禱告，外面的環

境能轉成他們的救恩。再次謝謝你們的代禱。

（黃俊明弟兄）

身體的祈求和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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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礦物一面，我們讀到金、銀、銅、紅瑪瑙，與『別樣的寶石，可以鑲嵌在以弗得和胸牌上。』

這些材料不是用來裝飾或裝潢的；它們全是用在建造上。紅瑪瑙和別樣的寶石，乃是用在大祭司

所佩的肩帶和胸牌上。

　二十五章一至九節所題到的第一種礦物是金子。金子表徵基督神聖的性情，它是純淨而永遠的。

在拿撒勒人耶穌身上，有神聖的性情，可是這『金子』隱藏在祂裏面。

　我們必須經歷基督隱藏的神性。例如，一位弟兄不論作丈夫、作父親或是作職員，凡事都該有

基督的神性隱藏在他裏面。別人會希奇，並且感覺到他身上有個貴重而有分量的東西。連我們中

間的青年人，也必須在基督純淨而永遠的神性裏面經歷祂。然後他們在學校或在鄰居當中就會使

人覺得，他們有個貴重而有分量的東西。他們在言語和行為上給人一種印象說，他們裏頭有個可

讚賞的東西。我感謝主，許多青年人的確作了這樣的見證。

　我們都需要經歷金子，就是基督神聖的性情。然後我們必須將我們所經歷基督的這種成分當作

舉祭獻給神。我們必須經歷祂，得着祂，然後把祂獻給神，為着建造神的居所。（選自出埃及記

生命讀經第八十二～八十三篇）

二○一五年夏季訓練標語

地上最崇高的職業，就是花時間讓神注入，使我們因神發光並將神照耀出來；

這完成神永遠的經綸，將祂自己作到人裏面，

使祂得着祂的見證，就是祂那擴大、擴展的彰顯。

一年三次向神守節，豫表在基督裏完滿的享受三一神：

除酵節─藉着享受基督作無罪的生命供應，潔除一切有罪的事物；

收割節─享受復活基督之靈初熟的果子；

住棚節─神在生機一面完全救恩的完成，作為我們對神經歷的完滿收割。

基督的血，就是新約的血，把神的子民引進神裏面，以及新約更美的事裏，

神在這約裏，將新心、新靈、祂的靈、裏面生命的律、以及認識神的性能賜給祂的子民；

至終，新約的血使神的子民能事奉祂，

並將神的子民領進對神作他們的分的完滿享受裏，從今時直到永遠。

在透亮清明的天裏神的異象之下，

我們領受神的心願是要在地上得着與人同住之居所的屬天異象；

這居所乃是照着山上所指示的樣式，

以基督作救贖的生命、生產的生命、和建造的生命所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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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顧惜與餧養而牧養人

　活力組福音生活
　沒想到主耶穌已經帶領我們週週出外接觸人

一年了！暑假即將開始，我回頭仔細看這一學

年，發現主允許了我們有許多蒙恩的經歷！

　有關生門的開展，下學期我們依然堅定持續

的每週上街接觸人，這與上學期沒有甚麼改變。

我很敬畏主耶穌向門徒所教導的原則：兩兩配

搭的出去！路加福音十章一節：『這些事以後，

主又選立另外七十個人，差遣他們兩個兩個的，

在祂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去。』

　我也依然學習因着愛祂，而牧養祂的小羊（約

廿一 15 ～ 17，），也一直的被祂題醒，傳福音

是主的工，我們只需要與祂配合。如何能與祂

配合呢？已過的一年當中，我能一再的見證：

只有不斷的和同伴一同儆醒為人禱告，那人纔

會在主的手中，正確的清楚得救！

　在禱告中我們向主完全敞開，只求主一直向

我們啟示祂所要作的！『主阿，現在要如何？』

有時候主可能會帶我向前朝這個路人打招呼，

有時候又可能把一個姊妹的名字存放在我的心

裏，直到我找她一同配搭之後，主纔讓我過去。

　更多的時候，祂不停的題醒我放下自己的力

量和想法，凡事先回到祂面前安靜尋求。然而，

僅僅是回到靈裏碰見主，它說起來簡單，但我

經歷到只有禱告求主加強我到裏面的人裏，就

是在靈裏被祂加強，我纔能常常回到主這裏！

因為只有祂能彀堅定持續！當我在我自己裏面，

我天然的人常是懶散的，甚至是悖逆的，我肉

體裏背叛的性情，仍常是活躍的。

　這一年來傳福音的經歷，我也很寶貝主使我

經歷了怎麼陪人。當我們堅定持續的陪伴，真

不是為了陪她，直到她成為我親密的好朋友，

而是不斷陪她，直到她碰見主的那一天！我很

感謝主讓我真實的看見了異象：就是沒有一個

人可以碰見了神，那人還可以繼續和以前一樣！

所以每一次我都非常寶貝新人分享關於她們碰

着神後，人生奇妙的大改變！

　當我接觸到的福音朋友受浸得救了，我就開

始陪她一同過和我一模一樣的生活。我學習在

一切的事上，奉獻自己作榜樣！凡事都要我自

己先作，纔能告訴小羊如何作，我得自己先享

受主，先愛主，先奉獻出來！讚美主，祂就能

叫她看出基督徒生活的不一樣！怎麼不一樣

呢？就是我們在一切的事上都讓主耶穌在其中，

允許祂在我們中間與我們同在！

　這樣一來，不只小羊們見證了我們的生活，

我們也能看見，她們真不是有外面的改正或習

慣的改變，而是在她們裏面新的生命，成為她

們現在正在活出的生命了！這新的生命使我們

能享受召會生活，因為當我們裏面轉向主，外

面就能向主耶穌活！

　另外，最蒙福的一點，就是藉着福音生活，

我們聖徒們建造在一起！因着週週出外接觸人，

連熟門的開展配搭，竟也有了許多突破！因為

我發現自己一個人能作的非常有限，這就會使

我們尋求配搭！我也感謝主其實好多人都願意

配搭，只是沒有機會！我親身經歷到，因為福

音，我們聖徒們都自然的配搭，會來在一起向

主尋求禱告，一起交通小羊們的情形，一起享

受我們所信的同一位主，尤其是與我比較不熟

悉的肢體們有更多的配搭相調！

　實行福音生活益處真的太多了！還記得一年

前，我本來不抱任何希望，僅僅只是阿們弟兄

們的負擔：週週出外接觸人，週週寫牧養報告！

因着主的憐憫，現在我卻能有力的見證，當我

們有這樣的實行並且記錄下來，最得益處的是

我們自己！我們會發現自己為人禱告的不彀多，

發現自己不彀活在主前尋求祂，發現自己負擔

不彀！然後我們就會悔改，就會一直回到主這

裏，接着主就會使小羊真的越來越敞開！（巴

黎召會　許芳瑜姊妹）

　抓住機會分賜基督供應生命
　成全訓練上弟兄題到，一個福音朋友只要肯

走進會所，則他受浸的機率高達八成。我們就

固定約小羊來會所簡單禱讀主話。藉着唱詩歌，

看得出小羊音感很好。我就問她有沒有興趣學

司琴？她當然有興趣。於是我就藉着教她彈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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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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月結轉 1,128,010 -1,534,827 797,289 0 0 390,472 
本月收入 1,547,731 413,830 144,970 299,000 114,600 2,520,131 
本月支出 1,527,832 701,979 52,135 299,000 114,600 2,695,546 
本月結存 1,147,909 -1,822,976 890,124 0 0 215,057 

1. 本月個人奉獻包計 97 包。    
2. 海外開展奉獻累計 1,905,470 元，目標達成率 68.78%。	 	 	 	

 　 －財務－

2015 年 6 月份財務奉獻收支概況 	

也順便引她走奉獻的路。讓她知道，我們沒有

學過鋼琴，或者現在起步會不會太晚都不是問

題。重點是，要把自己奉獻給主，司琴是為服

事主，主負一切的責任。這樣，小羊就歡歡喜

喜的認識奉獻的必要與重要。

　接下來開始用倪柝聲文集一些短文來帶領小

羊走生命的路。每次讀，我們都要有把握，有

一些東西分賜到小羊的裏面。如何知道小羊有

沒有摸着？那就是看小羊的話多不多。有一次

週六我們讀『第二』的原則。講到神總是棄絕

第一，而要第二。就是一切不是經過死而復活

的能力美德，主都不要。沒想到，隔了一個週

末，週一我們禱告時，小羊竟然脫口說出她要

當『第二』的人，這樣的發表讓我們感到欣慰。

後來我們又讀了『你的心如何』。講到我們的

禱告不只要言語蒙神悅納，我們的心也要蒙神

悅納。大衛打敗歌利亞時，以色列婦人歡呼『掃

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掃羅聽見這樣

的稱讚，非常不喜悅，從那日起，掃羅就怒視

大衛。這樣的文章小羊是能懂的。

　但為了幫助她應用，我再舉倪弟兄曾說過的

為例，有一次有位弟兄新作了一套西裝穿來聚

會，沒想到被一位姊妹端湯時滴到。那弟兄當

場變臉，而且變得很難看。倪弟兄說，這樣的

變臉把那弟兄裏面的基督也變沒有了。原來他

裏面的基督還不值一套西裝。我就說這篇故事

很給我幫助。有一次，家人給我三張中獎的發

票。我一直沒時間去換。等到某天我興高采烈

要去換時，竟然被告知過期了，六百元就這麼

飛了。心裏頂不好受的。但想到那個西裝弟兄，

我就想到，我裏面的主難道只值六百元嗎？

六百元就買走了我的喜樂嗎？於是這樣的不悅

當時就過去了。倪弟兄說，神常許可撒但在神

的兒女環境中興風作浪，因為他們總學不到應

學的功課。我很有把握的告訴小羊，我們的基

督若是因着六百元的損失而不見，則神勢必還

會讓我們遇見六千元甚至六萬元的損失。但若

六百元買不走我們對主的享受，則神也不會讓

六千元，六萬元的事情發生。

　我講完這樣的見證，我問小羊有沒有類似的

經歷？想不到她一口就說有。她說她們期末考

烘焙蛋糕。她們那組被老師打成績，在創意，

擺盤和色澤都是全班最高分，但可惜蛋糕沒熟。

小羊說她同組同學就很過不去，一直自怨自責。

但她說，老師既然已經肯定我們有三項全班最

高分，就不用這麼難過。後來隔一週的考試，

她們那組果然拿到全班第一。我問小羊，這和

這篇信息有和關聯？她說，如妳所說，我們

六百元的事情若處理得好，神就不會讓我們發

生六千元的事阿！我好開心小羊的舉一反三。

　我們用活神的靈，寫在小羊的心上，盼望因

着我們的餧養，牧養，教導，小羊走到那，都

能彀成了一封被眾人認識、誦讀的基督的活信。

（文字組採訪）

　　    　　 　　－蒙恩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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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1）晨興聖言「夏季訓練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二）」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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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照顧區，裕忠照顧區）第 16 課下半，（北台南 
        照顧區）第 17 課上半，（永康照顧區）集中。
　　（4）書報追求 「召會見證的恢復與實行」第 5～ 6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59～ 60 篇。

　　（5）背經進度「腓立比書」，腓 1:7～ 1:9。

　　 腓    1:7 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想法，原是應當的，因為你們有我在你們心裏，無論我在捆

　  鎖之中，或在辯護、證實福音的時候，你們眾人都與我同享恩典。 　  

       Phil  1:7  Even as it is right for me to think this concerning you all because you have me in your 
heart, since both in my bonds and in the defense and confirmation of the gospel you are all 
fellow partakers with me of grace.

         腓    1:8  神可為我作見證，我在基督耶穌的心腸裏，怎樣切切的想念你們眾人。      
         Phil  1:8   For God is my witness how I long after you all in the inward parts of Christ Jesus.        
         腓    1:9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在充足的知識並一切的辨識上，多而又多的洋溢，         

        Phil  1:9  And this I pray, that your love may abound yet more and more in full knowledge and all
                        disc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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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 主日 ) 口賽 63:1-19 口來 11:20-31  口來 11:27
7/20( 週一 ) 口賽 64:1-12 口來 11:32-40  口來 11:40
7/21( 週二 ) 口賽 65:1-25 口來 12:1-2  口來 12:1
7/22( 週三 ) 口賽 66:1-24 口來 12:3-13  口來 12:11
7/23( 週四 ) 口耶 1:1-19 口來 12:14-17  口來 12:14
7/24( 週五 ) 口耶 2:1-19 口來 12 :18-26  口來 12:22
7/25( 週六 ) 口耶 2:20-37 口來 12:27-29  口來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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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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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 週一 )
 7/21( 週二 )
 7/22( 週三 )
 7/23( 週四 )
 7/24( 週五 )
 7/25( 週六 )

  北台南照顧區集中主日　時間：7/26（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禱告聚會
   十五大區　		時間：7/21（二）20:00，地點：新興路會所，請帶週訊。  
   青職行動
   全台青職特會（雲嘉南區）
   時間：9/5~6（六～主日），地點：裕忠路會所。費用：每人 300 元（不住宿者），500 元（召

會接待），900 元（旅館 4 人房），1100 元（旅館 2 人房）。請於 8/17（一）前以大區為單位，

按制式 Excel 表格寄至 tnnchyw@gmail.com 報名。通啟及報名表，本週隨週訊發至各小區。

   全台南青職照顧家及事奉核心團相調交通
   時間：8/8（六）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型會場。參加對象：青職照顧家、青職中幹核心

聖徒，對青職有負擔的聖徒。將交通關於青職特會的重要訊息，也邀請陳洵弟兄一同交通。

 青少年畢業生回娘家
  時間：7/24 ～ 7/25（報到時間 7/24，8:00），地點：裕忠路會所，對象：所有台南畢業的青少年（含

應屆高三畢業生），費用：每人 350 元，聯絡人：李騏宇弟兄（手機：0934-024132）。

 結婚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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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着當地的青年人。

　越南：黃俊明弟兄夫婦－黃趙珮苓姊妹罹患肺腺癌第四期，目前接受治療，請為姊妹身體的恢

　　　　　　　　　　　復及雙方未得救的家人。

  柬埔寨：吳教安弟兄夫婦－磅湛省得10個家及20位青年人，暹粒省再有兩處主日擘餅聚會。

　土耳其：簡晨光弟兄夫婦－記念即將出版的『初信系列』，及雷瑪書報的推廣，能將更多尋求   

          真理的平安之子顯明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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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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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養新人：每人有2～3位牧養的小羊，將新人帶到小排生活及參加主日聚會。 
    開展新營：下半年全召會開展新營區，各大區配搭；盼望主日聚會人數達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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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份二週成全大專生的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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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團體的召會生活。

   兒童：參加品格園的福音孩子及家長能被帶進兒童排；八月份親子健康生活園各面的豫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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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為止，全召會小排聚會人數為941位，受浸人數為3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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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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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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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事項目 電器 場地佈置 招待 交管 整潔 兒童

7/18～ 7/19 三大組 六 五、十三 二 三、九
訓練學員

7/25～ 7/26 三大組 四 七、八 一 十、十五、十六

假日班事務服事表 總管：賴錦富弟兄 0939-247-896，王瓊賢弟兄 0916-785-507

　背經經節卡　為配合全召會進入背經，特製腓立比書經節卡，每份 10 元，請至書報室購買。

　書報　中文基本訂戶第四十七梯次第一次發書：神救恩的中心與神的活出，唱詩人，出埃及

　 記結晶讀經晨興聖言（三）、（四），已發至各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