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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夏季訓練結晶讀經信息

前言
　當我們愛神並尋求神時，『律法』將在白晝的一
面臨到我們。我們也會看見，第一，律法是『神的

見證』，將神啟示給祂的百姓。第二，律法也是『神

活的話』，將神的本質灌注到愛祂的尋求者裏面。

本篇信息帶我們來認識律法的第三方面，律法乃是

神與祂百姓的『婚約』，為使我們受祂愛的困迫，

而用上好的愛來愛祂，豫備我們成為主的新婦。

　真理要點
　首先，我們要認識全本聖經的主題、神經綸的內
容、以及整個宇宙的祕密，乃是神與祂所揀選並救

贖的人之間神聖的羅曼史。因此，整本聖經乃是一

本訂婚的書，記載神如何追求祂所揀選的人，最終

與他們成為婚配。（耶三一 3，32，林後十一 2，

啟二一 2。）因着我們的神是一位求愛的神，並且

全本聖經是神追求的話，當我們要來遵守神追求的

話時，就不該運用心思和意志來遵守律法，（參羅

七 18 ～ 25，）乃是藉着愛這位作我們丈夫的主，

因而有分於祂的生命和性情，與祂成為一，作祂的

擴大和彰顯。

  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就可看出在出埃及記中，

神頒賜律法給祂所揀選的人，目的是要他們成為祂

的佳偶。（出二十 6。）。並且神頒賜律法的目標，

是要使祂的選民與祂成為一，就如妻子與她的丈夫

成為一；然後律法要將神的本質分賜到他們裏面，

引他們到神裏面，並且使他們在生命和性情上與神

聯結。特別在舊約，有四位申言者以賽亞、耶利米、

以西結、何西阿，都說到神是以色列的丈夫，而神

的百姓是祂的配偶，祂的妻子，並指明在神的山藉

着頒賜律法所立的約，（出二四 7 ～ 8，三四 27 ～

28，）乃是婚約；藉此，神聘以色列人歸祂自己。

　因此，當神將律法賜給祂百姓時，尋找愛祂的人；

並且頒賜律法乃是辦理神的百姓和神的訂婚。因為

神以永遠的愛愛祂的百姓，（三一 3，）接着就來

＊全召會姊妹聚會：8/9（主日）16:00~20:00，裕忠路會所大會場，備有晚餐。
＊全召會弟兄事奉成全聚會：8/16（主日）19:30~21:30，裕忠路會所中型會場，邀請
凡有心事奉弟兄們參加。

追求祂的百姓，甚至與他們『約會』，而在出

埃及二十章神的山那裏，神藉律法作為訂婚證

書，正式聘以色列人歸祂自己。這律法乃是正

式的證書，敍述這個訂婚的條件；十誡，特別

前五條是在親密的氣氛中頒賜的，乃是作為神

和祂的百姓之間訂婚的條件。這婚約最高的功

用，乃是將神的選民帶到與神成為一，如同妻

子與丈夫成為一，使他們成為祂擴大並擴展的

彰顯，就是祂的見證。（出二五 21 ～ 22，三八

21。）

　既然律法的頒賜是作為訂婚合同用的，而全

本聖經是神追求的話，我們就不該想要在愛主

和主的話而與主成為一以外，來遵守律法。（約

十四 21，23。）乃是要讓神進到我們裏面，為

我們並在我們裏面作一切，這個真理是聖經中

論到頒賜誡命的中心觀念。（太五 48，腓二

12 ～ 13，羅八 4。）只要我們愛主和主的話，

只要我們與祂同在而被祂注入，我們自己所作

不到的，祂就要在我們裏面來作成。最終，只

有那些藉着愛神和神的話而遵守律法，因而與

神成為一的人，過神人的生活，有神的形像，

是神的描繪和神的複製。

負擔應用
　一、我們與主之間要很羅曼蒂克，就需要建

立與主有個人、情深、私下、屬靈的關係。忘

掉一切主以外的事，簡單並一再的告訴主說，

『主耶穌，我愛你。我單單愛你。』

　二、我們要花時間在祂的話裏與祂交通，實

際的路乃是看重禱讀並背誦主話，以活的方式

接觸主自己，接受祂神聖元素注入到我們裏面。

　三、當我們愛祂，並對祂有愛的回應，結果

就是我們能照着神牧養新人，並且我們自己作

不到的，祂就要在我們裏面來作成。

　　　　　　　　　　　　　　（徐弘昌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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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運用靈來聚會

　我們要學習運用靈來聚會，學習怎樣支配時

間，不需要等負責弟兄們來了，纔開始聚會。

聚會並不是領頭弟兄的聚會，乃是眾人的聚會。

若是所謂帶領聚會的人沒有來，難道我們就不

聚會了麼？當然，聚會開頭可以唱詩禱告，但

我要問：『難道不唱詩、不禱告就不能聚會了

麼？』若只能那樣作，那就是宗教儀式。有一

次我帶聚會，我說，『今天不唱詩。』聖徒們

立刻就要禱告，我說，『今天也不禱告。』他

們立刻要讀經，我說，『不唱詩，不禱告，不

讀經，不作見證，也不交通分享，看我們怎麼

開始聚會。』或許你們會納悶到底該怎麼作？

但對一個老練的人來說，對一個在這『球場』

上打了五十幾年『球』的人來說，裏頭可真是

滿了對策。

　比方，我們可以請兩位弟兄用問答的方式，

談談創世記一章裏神是如何造人的。一位說到

神的創造實在太奇妙；另一位就問：『怎麼奇

妙法？』這位弟兄就回答：『神創造萬物時，

都是說有就有；只有創造人的時候，三一神開

了一個會議。』再問：『甚麼會議？』回答說，

『三一神開會商議說，「我們要按着我們的形

像，照着我們的樣式造人。」』那位弟兄追着問：

『甚麼叫作神的形像？』若是我們這樣聚會，

兩個人這麼一問一答，與會者絕不會打瞌睡；

創世記一章二十六節會永遠留在他們心中。

　此外，還可以請一位弟兄背背創世記一章

一節：『起初神創造諸天與地。』再有人背

二十六節：『神說，我們要按着我們的形像，

照着我們的樣式造人。』再一個人背三十一節：

『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

是第六日。』這時再問眾人，把一節、二十六節、

三十一節加在一起，是講甚麼？這就給我們看

見，是講神的創造，而神的創造是以人為中心。

　舉這樣的例子，是要給你們看見，許多時候

我們太跟隨天然、傳統、老舊，卻不會運用我

們的靈。世界的文化一直進步，三十歲以下的

青年人是換代的人，你們的進步是站在前人的

肩頭上。然而，基督教兩千年來不是進步，而

是退步。整本新約沒有天然、宗教、老舊，完

全是神新約經綸的啟示，是達到極點的新鮮。

使徒們出來後，更是把啟示帶到登峰造極；然

而從那時起，召會的情形卻開始一直往下落。

往後讀新約的人，更是把天然、宗教的觀念、

和傳統看法帶進來；經年累月的結果，到今天，

基督教裏已找不到神新約的經綸。

　今天人到基督教的禮拜堂，聽到的都不是高

的啟示。雖然聖經是印刷出來，放在人的手上，

但人都沒有從聖經裏讀出神的啟示，幾乎都是

從自己頭腦裏，把人的思想讀到聖經裏。我們

讀聖經絕不像基督教那樣，但我們聚會聚了二、

三十年，顯出來的樣子還是老舊的。

　我們要看見，我們的聚會是團體行動，大家

要隨從靈，並且靈要活，要新鮮，人人都要運

用靈。凡是練過球的人都知道，球可能隨時傳

到我這裏，所以，眾人都當知道該豫先擺好姿

勢，而不是眾人亂成一堆，都在搶球。今天我

們在主的恢復裏，都得學習運用靈敬拜祂，因

為神就是靈。當我們用靈讀經時，我們的讀經

就是敬拜祂。

　當我們都在靈中聚會時，讀經該是活的，有

時讀完一節，可以接着一個簡單的禱告；有時，

可以選唱一首詩歌；有時，也可以作個見證告

訴人，你多年前是某某姊妹的山羊羔，那時她

如何把你帶到召會裏。你一這樣作個見證，人

就活了；然而你若不隨從靈，就會作得不得體，

就會亂了。所以，我們都要在聚會中運用靈，

因為聚會中會發生甚麼事，是很難定規，也很

難豫料到的。無論在唱詩或讀經時，只要有靈

感都可以作些見證，然後再跟上一首詩歌，如

此給人的供應都是新鮮的，人必能在會中得着

供應。同時，聚會中也不會有『細拉』的情形。

我們因着受基督教的影響，以及長期跟隨天然

的人，而沒有照着靈，以至到今天，我們的聚

會還是一個儀式；最多換個新樣式，還是換湯

不換藥。所以，我們都該操練在靈裏，因為一

轉到靈裏，就沒有儀式，靈就出來了，靈的豐

富也出來了，靈的新鮮也出來了。若是我們都

能這樣，聚會必定是活的，召會也一定有復興

的光景。（待續）（主恢復中劃時代的帶領第

四冊召會的擴增與開展第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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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生命讀經－律法條例的暗示、明示和意義（二）

　奴僕在安息年的自由，表徵墮落的人在捆綁之下藉着神的安息（二一 2）─ 基督而得以自由。每

一個罪人都是賣身為奴的人。神的安息 ─ 基督向我們顯現時，我們就不再為奴，並且得以自由。

這的的確確是大喜的信息。

　人裏頭的兇殺和說謊，表徵魔鬼這兇殺的源頭和謊言之父，在墮落的人裏頭作工。只要人裏面

有兇殺和說謊，魔鬼這兇殺之源和謊言之父，就在他裏面作工。出埃及記二十一章十三節說：『人

若不是埋伏着殺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設下一個地方，他可以往那裏逃跑。』這表明誤殺

人的有權逃往神所設立的地方尋求護庇。這意思是說，在神眼中墮落的人乃是過失的罪人，可以

逃到基督裏。

　偷盜表徵墮落的人和撒但一樣，不滿意神主宰的分配，卻想違反神的規定獲取卑下的利益。我

們都必須滿意主對我們環境主宰的安排。因為神是我們的創造者，我們都是祂造的，所以我們就

該滿意祂所給我們的環境。如果我們感到滿足，就不會違反神的規定。偷竊就是不滿意神聖的分

配，並且違反神聖的規定。以往我認得一些中國婦女，在縫衣針缺乏的時候，偷取別人的縫衣針。

原則上，她們並不比搶劫銀行的好。在兩種事例中，偷竊的人都不滿意神主宰的分配，而違反了

神的規定。（選自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七十篇）

至 2015 年 7 月 26 日受浸人數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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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10 41 28 15 21 25 11 23 96 17 18 10 21 5 380

受浸名單
101 林金昇、吳一芬、林清富、郭錦霖、陳添旺 105 朱水蓮、201 張家銘、302 王世杰、李俊杰、

陳以德、陳以智、江聰輝、郭文濤、陳俊嘉、郭家銓、502 張載彥、王蘭芳、611 徐亦萱、702 張小惠、

801 翁秋蘭、901 林千涵、1004 廖怡惇、1204 陸禾育（共 23 人）

蒙恩見證
　從身為福音朋友，一直到最近得救的這一兩

周，這將近一年的時間中，感謝主一直陪伴在

我的靈裡，使我能彀不感到徬徨，讓我有足彀

的勇氣能彀面對所有事情。

　一如所有的福音朋友一樣，一開始我是不認

識主的。在一年前的今天，周遭的親友遇上病

痛，再加上原本必須準備的課業，雙重奔波下，

內心與身體是十分疲憊的。這時，朝欽弟兄邀

請我參加在他們家所辦的青職聚會。起初，對

於不認識的弟兄姊妹一起聚會這件事，讓我覺

得非常緊張。不過在歷經詩歌和經節禱讀後，

我覺得內心慢慢的得到平靜、安穩的感覺，彷

彿是一股力量帶領着我，我纔理解到，主耶穌

一直都是對我敞開的，只要真心呼求，必能摸

着主。之後在小排聚會中，我漸漸感覺到，每

個弟兄姊妹都對我如同家人一般，屢屢的給予

我建議並為我禱告，讓我覺得參加聚會與弟兄

姊妹一同享受主，是非常喜樂的。

　不過讓我感觸最深的，是幾位弟兄在小排中

給我的見證。從一開始在楊朝欽弟兄和游元良

弟兄敞開的家時，他們給我一些基本的與靈的

接觸，呼求主名，並真心的與主禱告；及與翁

宏仁弟兄交通如何在工作中調適操練；以及張

衛弟兄配搭的過程中，瞭解到從福音朋友到轉

向屬靈的經過，這些着實都讓我感受到主對我

們的關愛，感謝主。到了前幾個月，有王訓誠

弟兄給我的見證，讓我見到了每天恪守召會生

活，內心是十分充實與喜樂的。而最近，去裕

忠路會所配搭品格園的活動，看到了很多弟兄

姊妹花費了不少時間與體力，無悔的讓小朋友

能彀有一個充實的生活並認識主，這一切都着

實的感動了我。在這麼多的見證與配搭下，我

想，我是相信主的，並且懇求主能進入我的靈，

赦免我的罪。

　感謝主，我能彀與弟兄姊妹相遇並成為神的

兒女，從罪中得救，使我能彀無懼的面對未來

的生活。阿利路亞！（302 區　郭家銓弟兄）

神家裏的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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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奉獻成拿細耳人　建造神家盡祭司職分

　感謝主，神渴望我們都是拿細耳人。作拿細

耳人乃是絕對且徹底的成為聖別。讚美主，拿

細耳人的願開了門。不在於神的發起，乃在於

我們的意願。『主阿！我願意作拿細耳人，將

自己借給你。』（王重凱弟兄）

　在第五篇拿細耳人的原則裏說到：要成為拿

細耳人必須從屬世的娛樂及享受脫離出來，也

必須禁絕酒和一切與酒有關之物。弟兄們交通

到，如果有人在禧年開始時就奉獻自己的田，

那它的價值會是最高的。這也表徵，如果我們

在青少年時奉獻自己，那麼我們的價值就會是

最高的。願我們都能在青少年時就將自己奉獻

給主。（胡瑞麟弟兄）

　感謝主，我們盡祭司職分的路，就是進入至

聖所。如今我們重生的靈成了神的至聖所，只

要我們轉回到靈裏，我們便是蒙神悅納的祭司。

在信息中，看見我的禱告應以主耶穌為中心，

忘掉我的難處，忘掉我的輭弱，忘掉我的罪惡，

只要作一件事，就是讚美神。我要作一個拿細

耳人，奉獻我的暑假，花更多時間在主耶穌身

上。（柯均侖弟兄）

　很寶貝弟兄所說的：我是一位學生祭司，傳

福音是我的天職，是我的生活。叫我乃是要放

下臉面，不要膽怯。我們是聖別的祭司體系，

就是要過着聖別的祭司生活。我們基督徒不是

只受浸成為神人而已，乃是要得着神更多的浸

潤，被三一神充滿。在我們的生活中，容易被

屬世的事物所霸佔，尤其是暑假生活。很寶貝

弟兄說的，叫我們乃是要操練五個要：要喜樂、

要讚美、要儆醒、要敬畏、要愛主，成為聖別

君尊的祭司。（楊宇樂姊妹）

　我們都是新約福音的祭司，要將基督供應給

外邦人，當作祭物獻給神。每次到福音節期時

都會很緊張，心想，又到福音節期，又要去傳

福音了。但是，傳福音不只是在福音節期纔傳，

傳福音是一生的事，傳福音要成為我們的生活。

『主耶穌！我願意將全人奉獻給你，作個勤奮

的福音祭司，把人帶到主面前，將主供應給

人！』（蔡依晨姊妹）

　寶貝主這次向我開啟，叫我看見我是何等的

不堪。每一篇的信息都何等享受。從小在兒童

班長大的我，雖然常常被弟兄姊妹『噴油』，

卻從來都只是愚拙的童女。心裏還想過要去到

世界，再來個『浪子回頭』，但讚美主一直來

摸我。這次的信息就講到我們是唯一蒙揀選作

神祭司的族類，何等寶貝，今天能在這裏被聖

別。『主耶穌！在這裏向你奉獻高中生活，更

多來轉我，使我成為合格的祭司。』（楊庭昀

姊妹）

　寶貝弟兄說的：我們要有願，肯擺，能拚。

在聚會中，弟兄呼召我們奉獻成為全時間，我

實在沒有辦法站起來奉獻。我覺得，主阿！我

不能。但是我裏面有一個聲音告訴我：『姊妹，

妳要奉獻。姊妹，妳要拚上。』全時間不是一

個職業，而是一種身份。我們都是祭司，帶罪

人歸神是我天職。這樣的一個職分，不是只有

在福音節期時纔有。基督徒的祭司職分是一種

生活，在生活中就要擺上，把一切帶入禱告，

常在神前有真實的奉獻，有禱告的生活。（楊

明姊妹）

　在這次的特會中，我們和同伴們有來在一起

為我們日後的校園排禱告。我很受激勵，因為

一開始我對自己是很沒有信心的。從原本的國

中排畢業，到一個比較陌生的環境，和同伴們

也在不同的地方。但在經過這次的禱告和交通

後，我很感動，因有同伴們的鼓勵和扶持。『哦，

主耶穌！你把我帶到永仁，一定有你的美意。

是！我要對你有信心，為你剛強站住。』（楊

茱閔姊妹）

　我很摸着，這次特會講到要向同學傳福音。

因為目前即將成立的德光排，一開始我不太想

在班上傳福音。求主赦免我！『主阿！讓我能

彀放膽，將同學一個一個帶進神的國！』（潘

得容姊妹）

　我要作個盡職的祭司—向同學傳揚福音。哦！

主耶穌！我要過這聖別的生活，不與同學講屬

世的東西，要向他們傳福音。（黃義軒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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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往的特會都不是我自願參加的，每次都要

先跟媽媽吵架，最後還要用零用錢誘惑我纔參

加。求主讓我作個服從權柄的拿細耳人，也希

望往後的特會都要自願參加。（張月薰姊妹）

　這次特會讓我看到，不只有服事者，連我也

可以是祭司。既然是祭司，就要有正確的生活。

要將自己分別出來歸給神，成為聖別。彼得前

書一章十五節：『卻要照着那呼召你們的聖者，

在一切行事為人上，也成為聖的。』『主耶穌！

求你用你聖別的性情，作在我身上，使我過一

個聖別的祭司生活。』（潘純聖弟兄）

　很摸着，神是貧窮的，祂需要人將自己借給

祂。『哦！主耶穌！我願意完全被你佔有，讓

你通過、運行、浸透，為要將你湧流出來，把

神供應給人。』將自己獻給神，擺在主的手中，

叫福音成為我的生活。盡祭司的職分，在同學

中作發光體，讓傳福音成為我一生的託付。（郭

家瑋弟兄）

　

　這次的主題詩歌說到：『蒙主恩，心眼開啟，

識埃及真光景。』實在很蒙光照。在世界漂蕩

太久，充滿許多的『泡菜水』，生命已經發臭，

考試如暴虐苦害。幸好在這場特會中，被主帶

領出埃及，明白自己的職份乃是學生祭司。何

等的榮耀！雖然經歷了大考，但藉着品格園的

服事，及特會的亮光開啟，感覺到靈裏的平安。

叫我願意更新奉獻自己，將自己擺上。在未來

的大學作神福音祭司，並將自己的時間借給主，

有份於各樣的服事。『主耶穌！我在這裏，請

差遣我。』（吳旻陵姊妹）

　感謝主，我很摸着全時間不是一種職業，而

是一種身分。並且全時間的意思就是將自己永

遠借給神。『主阿！我願把我自己永遠借給你，

為你拚上全人。』這次的主題詩歌說到『願一

生愛你事你，榮華全棄，前途燒盡。』我實在

是為自己作了太多打算，主常被我丟在一旁。

但我乃是被主揀選的人，主要我為祂的事奉獻

自己，把我所為自己豫備好的事全拋在後，一

切為主。願將一生擺在主前，讓主來使用我。

專題說到，屬世的一切看起來極為誘人，但卻

不是我們該追求的。我們要追求的，應該是那

看起來不怎麼美觀，但嘗起來卻是何等甜美的

主。（林昀靜姊妹）

　感謝主，參加這次的特會，我很愧疚。因為

我以前都不敢傳福音給我的同學，但是看到這

麼多弟兄姊妹勇於去跟他們的同學傳福音後，

我就很受激勵。阿們！使我作一位拿細耳人，

並且樂於向主奉獻，使我的同學，每一位都能

聽過福音。（蔡寬容姊妹）

　我很摸着這次特會中說到禱告都要以主為中

心。但常常我們的禱告，都是把自己的需要和

困難擺在最前面。所以現在我們要來操練禱告

以主為中心，因為主是那供應我們一切的源頭。

（張承新姊妹）

　我很摸着第五篇—拿細耳人的原則。拿細耳

人就是要為主甘願脫離屬世的一切享受和娛樂，

忍受羞辱，所以我要為主脫離手機和電腦，還

要為主來傳福音，求主給我堅定持續的心，我

要成為拿細耳人。（曾亞津姊妹）

　感謝主，我非常摸着，作祭司就是要接觸神。

在生活中，每天花三個時段，來到主的面前，

向主敞開，那怕只是一句主的話或一首短的詩

歌，這樣能彀把我們帶進靈裏，使我們成為活

石，成為活神的殿，成為君尊的祭司體系，作

耶穌的見證人。（蔡弘恩弟兄）

青少年暑假特會－團體照，與接待家庭相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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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1）晨興聖言「夏季訓練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三）」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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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課下半。
　　（4）書報追求 「召會見證的恢復與實行」第 9 ～ 10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63 ～ 64篇。

　　（5）背經進度「腓立比書」，腓 1:13 ～ 1:15。

　   腓    1:13    以致我的捆鎖，在御營全軍，和所有其餘的人中，已經顯明是為基督的緣故。   
     Phil  1:13   So that my bonds have become manifest as being in Christ among the whole Praetorian 

guard and to all the rest.         
       腓    1:14    並且大多數的弟兄們，因我的捆鎖，在主裏篤信不疑，越發放膽講說神的話，無所
                         懼怕。 
     Phil  1:14    And most of the brothers, being confident in the Lord because of my bonds, are more
                        exceedingly bold to speak the word of God without fear. 

       腓    1:15    有的人傳基督，是因着嫉妒爭競，也有的是因着好意：     
      Phil  1:15    Some preach Christ even because of envy and strife, and some also because of good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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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 主日 ) 口耶 10:1-25 口雅 2:1-13  口雅 2:13
8/03( 週一 ) 口耶 11:1-12:17 口雅 2:14-26  口雅 2:22
8/04( 週二 ) 口耶 13:1-27 口雅 3:1-18  口雅 3:17
8/05( 週三 ) 口耶 14:1-22 口雅 4:1-10  口雅 4:8
8/06( 週四 ) 口耶 15:1-21 口雅 4:11-17  口雅 4:15
8/07( 週五 ) 口耶 16:1-17:27 口雅 5:1-12  口雅 5:12
8/08( 週六 ) 口耶 18:1-23 口雅 5:13-20  口雅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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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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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 週一 )
 8/04( 週二 )
 8/05( 週三 )
 8/06( 週四 )
 8/07( 週五 )
8/08( 週六 )

  大區   －報告事項－

來訪召會 時間 聖徒人數 接待大區 窗口
溫州召會 8/4（二）~8/5（三） 28 十、十六 陳漢洲弟兄
香港召會 8/5（三）~8/7（五） 28 一 賴錦富弟兄
台北十二會所（大專） 8/5（三）~8/6（四） 38 五、十五 陳義泰弟兄
新北市召會（大專） 8/10（一）~8/11（二） 60 六、七、九 陳培新弟兄
慈溪召會（大專） 8/19（三）~8/20（四） 33 二、八 蔡雨蒼弟兄

大區 聚會 日期 時間 地點 備註
一 禱告聚會 8/4 20:00 青年路會所

二
禱告聚會 8/4 20:00

北門路會所
主日聚會 8/9 9:30 各家帶菜

四 禱告聚會 8/4 20:00 裕忠路會所 A102 室
九 禱告聚會 8/4 20:00 歸仁區會所

十四 禱告聚會 8/4 20:00 新營區會所

十五

主日聚會 8/9 9:30
新興路會所

帶真理課程
禱告聚會 8/11 20:00 帶週訊
福音聚會 8/15 18:30 帶菜愛筵

青少年服事者 禱告聚會 8/11 20:00 裕忠路會所 A102 室

  外地聖徒來訪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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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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返回台中接受治療，請為姊

　　　妹身體的恢復及雙方未得救的家人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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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活力伴，各小區或各大區建立週週走出去傳福音接觸人，發福音單張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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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職：各小區的青職聖徒或對青職照顧有負擔的聖徒報名參加全台青職特會。

   大專：考上台南大專院校聖徒有心願入住弟兄姊妹之家；大專二週成全大專生得開啟被更新。

   青少年：8/14～15台灣南區青少年服事者相調聚會，報名參加的服事者及家長服事上被加強。

  兒童：參加品格園及親子健康生活園的福音孩子及家長能被帶進兒童排，穩固在召會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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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為止，全召會小排聚會人數為 969位，受浸人數為380位。

  夏季結晶讀經訓練
　 一、夜間班第十二篇：8/3（一），地點：青年路會所，仁安路會所，崑山會所，鹽行會所。

　  二、為着有分這份時代職事的推廣，凡參加訓練者應擺上 600 元奉獻款，盼於 8/9（主日）前

              投入各區奉獻箱，奉獻袋註明『為結晶讀經訓練用』。

　冬季結晶讀經訓練
有意願報名參加 2015 年冬季訓練者（豫計 12/18 出發，12/29 抵台，未安排訓練之外行程），

請將護照影本及訂金 5000 元繳給賴錦富弟兄。報名截止日期為 8/31。

　全召會姊妹聚會
項目 排椅子、招待 整潔（會場） 整潔（廁所） 飯前 飯後

照顧區 永康 裕忠 青年 十三、十四大區 十一、十二大區

　全召會弟兄事奉成全聚會
　  總管：翁宏仁弟兄 0922-153-133、楊慶隆弟兄 0987-953-534

項目 電器 場地 招待 車輛 整潔

大區 四大組 六、十五 十、十六 四、九 五、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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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上召會網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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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息聚會　（503 區）吳明興弟兄　時間：8/8（六）9:30，地點：台南市立殯儀館崇德廳。

 書報文字網頁交通 時間：8/8（六）16:00~18: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型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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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