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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二篇信息裏，首先我們需要從積極一面認識律

法。律法乃是神的見證，將神啟示給祂的百姓，也

是神活的話，將神的本質灌注到愛祂的尋求者裏

面。從全本聖經來看，律法也是神與祂百姓之間的

婚約；既然律法的頒賜是作為訂婚的約書，我們就

該愛神和祂的話，而與主成為一。本篇說到在愛神

之尋求者的經歷中，神的話乃是光的範圍：神聖的

光是神彰顯的性質，這光凝聚在神的話中；當我們

向主謙卑、敞開，並有一個正確的心，這話就成為

光的範圍，我們也就能藉着神話語的功用領受生命

的福分。

　　真理要點
　當我們說到律法作為神活話的功用，實際上就是

說到神自己的作用或運行。神話語的功用就是神的

運行。愛是神素質的性質，是恩典的源頭；光是神

彰顯的性質，是真理的源頭。神聖的愛向我們顯明，

就成為恩典；神聖的光照耀在我們身上，就成為真

理。在神聖的光中行不是僅僅住在這光中，乃是在

神聖的光中生活、行動、行事、作事並為人；這光

實際上就是神自己。當我們在神裏面居住、生活並

為人時，我們就在神聖的光中行；這光就是神的彰

顯。每逢我們沒有亮光，就當信靠耶和華的名，不

該點火而行在這火焰的光裏（賽五十 10 ～ 11）。

詩篇三十六篇九節說到要在神的光中得見光，我們

在神的光中纔能看見光，並看見事情的真相，這裏

的第一個光是指光照的光，第二個光是指事情的真

相。我們必須活在神的光中，纔能作一個看得見的

人，纔能看見光，並看見事情的真相。

　神是光，這光凝聚在神的話中；因此，神的話乃

是神這神聖之光的具體化。我們若以正確的態度來

到神的話前，我們就會在光中，並在光之下，而不

僅是接受光而已。在愛神之尋求者的經歷裏，神的

話就是光的範圍，帶來九方面的經歷：（1）神的

話一解開，就發出亮光；（2）神的話是我們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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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燈，是我們路上的光；（3）神的話明亮我們

的眼目；（4）申言者的話是照在暗處的燈，直

等到天發亮，晨星在我們心裏出現；（5）我們

被真理這光的照耀所構成；（6）我們在光中行，

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7）我們成為

在主裏面的光；（8）我們行事為人像光的兒女，

並有在善、義和真實中之光的果子；（9）我們

經歷國度作為主耶穌之實際的照耀。

　神的話在我們的經歷中對我們是不是光的範

圍，乃在於我們來到神話語前的態度和光景。

我們必須有七方面的操練：（1）我們需要謙卑

自己，不信靠自己，只仰望主的憐憫；（2）我

們全人的各部分應當敞開，接受主的光照；（3）
我們需要對付我們的心，而向主有一個正確的

心；（4） 我們的眼睛必須單一，使我們的全身

明亮；（5）我們不該製造光，乃該倚靠主光照

我們；（6） 我們需要上到方舟的第三層，在天

窗這惟一的窗之下，藉着這時代的職事，從主

得着光；（7） 我們若清心尋求神，就必看見那

是光的神。

　負擔應用
　一、字句的聖經至多能給我們知識。光惟獨

從神自己而來。我們若要從神的話得着光，讀

神話語的時候就必須接觸神。

　二、倪弟兄說，『得着光照的條件只有一個，

就是必須要有空隙。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條件，

只有這一個條件：我們這個人要有空隙。…神

的光只照那些有空隙的人，就是裏面開起來的

人。』（倪柝聲文集第二輯第二十四冊，一七

○頁）。我們要領受光有一個條件，就是我們

必須敞開。我們要從裏面向主敞開，不叫光受

遮蔽。人得不着光，乃是因為人的關閉。

　三、牧養關心區 ( 排 ) 裏聖徒晨興情形，建立

人人、晨晨復興生活。竭力禱背腓立比書及建

立規律讀經生活（依週訊進度）。（許世昌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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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功用配合聖靈的工作

　沒有確定的帶頭人，使排裏的人個個
都有責任感

　根據觀察，目前小排裏的狀況，若是一排有

十二個人，可能四分之三都是輭弱的，只有兩

三位是比較剛強的。因此很自然的，這兩三位

剛強的，就應當拿起責任。我們不安排誰是負

責，誰是帶頭，而完全把這件事留給聖徒的靈

和神的靈。

　對於在排裏，在主面前比較有操練的人，這

是個試驗。他們既是在主面前有長進的，並且

也是小排中的一分子，就該認識召會既然沒有

安排負責人、帶頭人，個人就該禱告隨從靈。

或許有人會問說，『誰是帶頭人？誰該負責？』

這裏我們要指出，誰是有負擔的，誰就該禱告，

隨從靈，自然的把責任和擔子背起來；如此就

不是安排，不是組織上的一個定規；乃是人人

都有責任感，都可以成為小排的中堅分子。

忠信、殷勤配合主的作為
　現在主在環境中作了工，久不聚會的聖徒回

來了，三十年不聚會的也回來了；雖然這值得

歡喜，但你們更要立刻負起責任，去親近他們、

接觸他們。作母親的都知道，雖然孩子們不懂

事，但他們最懂得誰關心他們。你若天天照顧

他，他就完全倚靠你。人就是人，不是木頭、

石頭，也不是老虎、獅子；最壞、最墮落、最差，

他還是個人，還有人的感覺。只要我們在靈中

照顧他，和他有交通，關心他；自然的，他就

願意圍繞在我們身邊，接受我們的照護。

　尤其是年輕人，我相信你們裏頭都有一點負

擔。你們要把這擔子拿起來，即使你們排裏只

有你一個人有負擔，你也要把它拿起來。你只

要關心聖徒，聖靈的工作會隨着你，主會給你

印證。很快的，你就會產生出第二個『你』，

你就變作提摩太，把保羅的教訓教給他。過兩、

三週你就把他『傳染』了；好像染病的人把細

菌傳給人一樣。我們身上都有一個愛主的『病

菌』，這個屬靈的細菌很厲害，傳染起來很快。

你若作得得體，擔保你這個小排，過兩、三週

通通都被傳染了。再過兩、三個月，你的排就

會帶進一個復興。

　當復興來到時，常常是無往不利的，無論到

甚麼地方作工都一帆風順。好比本來你去看望

一個久不聚會的弟兄，他都不理不睬，但是當

這個復興的風吹到時，你還沒有去，他就動了。

彼此一見面，他就喊：『阿利路亞，弟兄，我

知道你來作甚麼。前天主對我說話了，並且我

連作夢都夢到你。』這是確有其事的。

　多年前在煙台，那裏有一個很大的醫院，裏

面許多醫生、護士都得救了，也都被帶到召會

裏。醫院的院長和藥劑師都是弟兄，非常盼望

有人去帶領他們。那時的煙台召會，每週一早

上都有探望聚會，就是願意出去探望的聖徒，

八點一同到會所；先研究探望名單，就是將需

要探望的人，一個個將名字題出來；然後在主

面前，摸摸裏面的感覺，看看今天誰是可以去

探望的。當時有兩位弟兄的名字，在我們的探

望聚會裏題過幾次；那時，眾人感覺時間還沒

有到，我們也就沒有去探望。過了幾週後，又

到了週一的探望聚會，有人題起他們；這一題，

我們就感覺時間到了，覺得是時候了。於是，

請兩位弟兄去看望。

　這其中真是有主的帶領，因為就在那一天，

這位劉院長和藥劑師，在他們辦公室裏，隔着

玻璃窗往外看，盼望有召會裏的人去看望他們；

因為前一天夜裏，他們夢見兩位弟兄來看他們。

當那天，他們透過玻璃窗往外看見弟兄們來時，

他們真是欣喜若狂，對弟兄們說，『我們昨天

夜裏就夢見你們來了，所以一早我們就在等着

你們。』結果根本不必用力勸他們；他們一和

弟兄們接觸後，立即和召會聯上，並且來到主

日的擘餅聚會。我一生中還沒有參加過一個擘

餅聚會，空氣是那樣的高；還記得那時我們唱

詩歌八十五首，眾人都很被主摸着。這個空氣

就是那位劉院長和藥劑師被恢復所帶進來的，

實在是令人相當受鼓舞。

　我們要相信，聖靈的確是隨時隨處都在作工；

主的工作是很奇妙的，然而，我們這面還得要

忠信、殷勤，配上主的作為。那時，劉院長和

藥劑師是相當渴慕要主的，若是召會這一面不

彀殷勤，沒有週週看望，人還是會留不住的。

所以，召會必須配合主，而小排就是那個配合；

這是切實的，也是中肯的，一點都不渺茫。等

到一分小排，你們聚會的人確定了，該探望的

人也就該是確定的；總要忠信、殷勤的配上主

的作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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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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系列－作一個忠心禱告的人 

　在這裏還有一個功課要學的，就是撒但有許多的詭計，我們真是想也想不起來，沒有法子一件

一件的禱告出來，我們就只能這樣禱告說，『主阿！ 所有從撒但來的一切，都求主用你的寶血回

答牠。』我們要知道，寶血乃是對於撒但一切工作的回答，這樣的禱告是一個最好的對付撒但的

禱告，撒但永遠不能透過這個來攻擊我們。  

　我們每一次題到禱告，都必須看見三方面：第一，我們必須看見是向誰禱告；第二，我們必須

看見是為着誰禱告；第三，我們必須看見是在反對誰禱告。多少時候，我們只記得兩方面，就是

向着神禱告和為着人禱告。這樣，就把撒但那一方面忽略了。我們的禱告是向着神禱告，是為着

人事禱告，又是反對魔鬼而禱告。我們把這三方面都對付好了，神就必定為我們作工。 

 　每一個要真正為主作工的人，必須佈一個禱告的網，使神能通過你作工。神不是不願意作工，

神乃是要等人有了禱告之後纔作工。

　神正在盼望着人有禱告的生活，神的旨意正在等着人的禱告。當聖靈催促你禱告的時候，你就

應該禱告。 神每一次把一個禱告的意思放在我們裏面，都是聖靈先感動我們，叫我們有負擔特別

要為着某件事禱告。當你一有這樣感覺的時候，你立刻就應該好好的禱告，為着那件事出代價來

禱告。你一有聖靈這樣的感動，你靈裏立刻就有負擔，好像有一件事擱在那裏，等到你禱告出來

就輕鬆了，好像一塊石頭給你拿掉了。  

　我們在禱告上如果是忠心的，一有這種負擔，立刻就把它禱告出來，這樣，禱告就不是一個重

擔，乃是一件頂輕鬆、頂爽快的事了。可惜有許多人是在那裏銷滅聖靈的感動，把聖靈催促他禱

告的那個感覺銷滅了，此後也不大有這種感覺臨到他了，這樣，他在主的面前已經不是一個有用

的器皿了。

　哦，弟兄姊妹，如果你在神前落到一個地步，沒有禱告的感覺了，那恐怕你已經陷入最危險的

情況中了，因為你已經與神失去交通，神已經不用你作祂的工了。所以，我們在神面前必須十分

小心的來對待聖靈給我們的感覺。甚麼時候，一有禱告的負擔，立刻就應該問神說，『神，你要

我禱告甚麼？ 你現在要作成甚麼事，要我來禱告？』  

　我們真要求神叫我們作一個忠心禱告的人。一有擔子，立刻就把它卸掉，就是用禱告把牠吐露

出來。禱告所卸不出去的，就需要禁食。禁食能彀很快的卸去那禱告的負擔，禁食能彀幫助你卸

去那頂重的負擔。如果你一直這樣作禱告的工作，你就是一根流通神旨意的管子，神有甚麼事就

可以來找你禱告了。（摘自倪柝聲文集 38 冊）

　書報服事最重要的負擔，不是關心存書的處理，乃是研究怎樣把每本書報推廣到聖徒家裏，進

而儲藏在他們心裏。因此，書報服事是召會中很重要的一項服事。

　而在文字工作上，看見是神自己開始的。神是說話的神，在今天的人類中間，若是沒有這本聖

經，實在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人羣社會中所以還有一點光，就是因為有這本聖經。我們的神

不只在歷代，藉先祖和申言者說話，祂還把祂所說的話，都記在聖經裏。這實在是一件神蹟。不

僅如此，文字工作還具有永存、普及的價值。正如主僕李弟兄在忠信殷勤的傳揚真理－關於文字

服事一書中，題及文字工作的價值－效能廣而久，傳佈神聖的真理並且供應生命的糧食。已過全

召會於週六下午在裕忠路會所中型會場所舉行的『全召會書報文字交通』，眾人都願起來答應主

呼召，配合職事的工作，將自己的那一份擺上，有分於主在祂恢復裏的書報及文字工作。（文字組）

書報文字服事與推廣真理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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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普遍實行相調  賜下開啟新約福分萬能鑰匙

親愛的弟兄姊妹，願你們喜樂 :

　盼望能藉着簡短的書信，和你們交通近來主

在德語區的行動和我們的近況。感謝主是在金

燈台中間行走的人子，祂藉着說話來添油並修

剪我們，使祂的燈台能發光照亮。

　在去年底的全德語區弟兄交通中，弟兄們覺

得為着各地召會屬靈的健康，需要加強身體中

『屬靈的血液循環』，而其絕佳的路乃在於實

行區域性的相調。從今年開始，全德語區的聖

徒分別一年三次的主日聚會，分為北中南三地

來相調。在已過兩次的相調聚會中，聖徒們都

能見證相調帶來的屬靈衝擊力。特別是申言聚

會中，真有一道神聖的水流，從神和羔羊的寶

座流出來，供應滋養我們。一些召會中的新人

和青年人也因着這樣的相調得着很大的鼓勵和

加強。我們禱告主繼續加強相調的負擔，使其

能成為德語區各地召會普遍的實行。

　在法蘭克福當地的召會生活中，我們經歷了

再次更新的奉獻。在年初一個主要配搭的家，

因着弟兄工作上的需要，決定在夏季搬回美國。

初聽到這個消息，我們裏面都覺得是晴天霹靂。

但在禱告中，我們求主照着祂的美意來帶領他

們，也加強我們的心志，使我們能堅定的站住。

在五月底的全德語區特會中，主真是作了奇妙

的新事。特會結束後的晚上，這位弟兄就告知

我們他們決定留下來的消息。感謝主，祂顧念

這地的需要，把這個家繼續留在這裏。藉着這

段經歷，主也光照我們，在已過的日子沒能抓

住機會和他們多有相調建造。雖然我們彼此就

住在附近，但除了聚會之外並沒有彀多的交通。

　謝謝主再給我們一次機會，使我們能操練突

破語言和文化的限制，為着一個新人的配搭。

另外也請為兩個家有代禱，他們正在積極尋求

移民到這裏來的路。一個家從美國來，已向政

府申請成立公司，若是許可，便能取得留下來

的簽證；另一個家從葡萄牙來，姊妹是德國人，

弟兄已經取得中學教師資格，正尋找教職的職

缺。求主記念他們的心願。除此之外，為着主

在法蘭克福見證的往前，我們深覺需要為着聖

徒們中間同心合意的配搭多有代禱。願主藉着

身體的代求，將這把開啟新約一切福分的萬能

鑰匙賜給我們 !   

　而我們這一面主也有新的帶領。因着主主宰

的豫備，要來的十月我們就要搬進一個新的住

處，地點仍鄰近現今的住處，求主也繼續使用

我們的新家，為着祂在這裏更往前的需要。也

求主記念我們在台灣的家人，藉着身體的代禱

和看望能早日得救，同過召會生活，也成為我

們在這裏開展的後盾。

主恩洋溢

　 殷宗義弟兄、 殷徐梓紋姊妹於德國法蘭克福

　 －蒙恩見證－

成為發光之體，顯在召會裏

　當我聽到秋季姊妹被主接去的消息，很不捨，

雖然我對她不是很熟，但總是有耳聞她愛主的

事蹟。直到在日間班與她配搭財務，對她纔有

一點的瞭解。

　當我找她配搭時，姊妹馬上答應，在那時就

有人來告訴我秋季姊妹的身體隨時都會有離世

的情形，我大喫一驚，就叫秋季姊妹不要服事

了。她說，『不要緊，她已找好了幫手，不會

誤事，只要她有一口氣在，她都要用在主身上，

這是主看得起她，給她盡功用的機會。』她的

字字句句都感動着我，激勵着我。雖然她已安

息主懷，但她所留下給我的，是永遠的價值，

將成為弟兄姊妹往後傳福音的好見證。

　感謝主，為祂的召會，豫備這位發光的星，

默默的照耀着主的召會。榮耀歸主！（姊妹）



          2015.08.09 5　　    　　 　　 －書報追求－

　聖經中亞當第一次的墮落，是因着蛇的發問，

而對神的話產生疑惑，對神的信任有所動搖。

關於知識善惡樹的果子，神曾說，你們不可喫，

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但蛇說，你們不一定

死；因為神知道，你們喫的日子眼睛就開了，

你們便如神知道善惡。那惡者所說這毀謗的話，

使夏娃在神命令人不可喫善惡知識樹的果子這

件事上，誤會神的愛，懷疑神的心。這話毒害

了夏娃的情感，使她不喜歡神。

　在召會生活中，我也時常有許多疑惑，但總

想只要禱告神就會帶領，然而很多時候禱告完

了，疑惑還是存在，因着這些的疑惑，愛神的

心就冷淡了，變得不冷不熱。最近我纔知道，

只是禱告還不彀，還需要對真理有認識，明白

神的旨意，再根據這些話語禱告，纔能堵住這

些破口漏洞。許多時候產生疑問時，我總是依

靠自己屬人的觀念，去揣想神的旨意；直到看

了書報中屬神的觀念，纔知道原來我的觀念是

屬人的。屬人的觀念叫我越來越遠離神，誤會

神，懷疑神，最後不喜歡神，害怕見神的面。

屬神的觀念則讓我越來越寶貴這位主，不得不

愛祂。

　本來我讀書報都是照着進度，定規讀完一整

本，有時也會有亮光，但更多的時候覺得累。

今天我可能與姊妹有難處，但我的書報卻在講

福音，我的難處還在那裏，就很難專心進入福

音的說話。明天可能我的負擔是傳福音，這書

報說到的卻是自隱的神，我也很難從中讀出主

的說話。

　一次偶然的交通中，我發現原來我可以每天

照着內裏的感覺，從一本書的綱目中，選一篇

感興趣的文章來讀。這樣實行後，我發現每天

都有新的亮光，有時甚至一天見到主兩三次，

祂的話成為我應時的幫助，我所有的難處祂都

能解答，主的話真是活的。已往我若遇事憂愁，

可能要持續一段時間，但現在我可以在半小時

內讀一篇文章，使我的憂愁變喜樂，經歷祂作

我喜樂的泉源。阿利路亞！（1501 區 陳姊妹）

追求書報堵住破口漏洞

　　   　－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律法條例的暗示、明示和意義（二）

　論到貪心的條例表徵撒但貪慾的性情，成了墮落之人裏面內住的罪，會殺死他的身體。（羅七

8。）在羅馬七章保羅告訴我們，他認為貪心不僅僅是一樣東西或一件事情，貪心乃是一個人位，

甚至是人格化的撒但。因此，每當我們起貪慾或貪婪時，就該曉得這是出於撒但這內住的罪在我

們裏頭發動的。

　論到姦淫的條例，表徵撒但罪惡的性情在人裏面作工，藉着混亂人來敗壞人，違反神所定規人

與神、與人、與其它的事物該有的關係。

　論到寄居的、寡婦、孤兒、窮人的條例，表徵墮落的人在神的祝福上成為外人，成為沒有基督

作丈夫的寡婦，沒有神作父親的孤兒，以及被剝奪了神豐富的窮人。以弗所二章十二節、十九節

指明我們從前是外人和寄居的。然而神是看顧寄居的、寡婦、孤兒、窮人的神。要求順服神和神

的權柄的條例，表徵治服撒但在人裏頭背叛的性情。背叛乃是撒但背叛性情的活動，在我們裏頭

這種背叛的成分必須被治服。

　二十三章四節、五節的條例，表徵基督將失落的有生命之物交給墮落的人，並且幫助他脫離重

擔。這些條例也表徵我們應當藉着基督這樣的生命，與我們的仇敵和那些恨我們的人和好。身為

罪人，我們失去了與生命有關的每一件事。但基督來到，將所有失去的生命之物都歸還給我們了。

祂也來釋放我們脫離重擔。難道基督沒有為你作這些事麼？難道祂沒有將關乎生命的事交還你，

並釋放你脫離重擔麼？讚美祂，祂已為我們作成了這事！這些條例也表徵我們應當藉着基督的生

命，與我們的仇敵和那些恨我們的人和好。（選自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七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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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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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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課上半「舊約首批歷史人物（六）」。
　　（4）書報追求 「召會見證的恢復與實行」第 11 ～ 12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65 ～ 66篇。

　　（5）背經進度「腓立比書」，腓 1:16 ～ 1:18。

　   腓    1:16    這一等是出於愛，知道我是為辯護福音設立的，   
       Phil  1:16   These out of love, knowing that I am set for the defense of the gospel.      
       腓    1:17    那一等宣傳基督，卻是出於私圖好爭，並不純潔，想要加重我捆鎖的苦楚。 
     Phil  1:17     But the others announce Christ out of selfish ambition, not purely, thinking to raise up
                          affliction in my bonds. 
     腓    1:18    這有何妨呢？或假意，或真誠，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宣傳開了，為此我就歡喜，

                         並且還要歡喜；
       Phil  1:18    What then? Only that in every way, whether in pretense or in truthfulness, Christ is
                           announced; and in this I rejoice; yes, and I will rej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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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9( 主日 ) 口耶 19:1-20:18 口彼前 1:1-2  口彼前 1:2
8/10( 週一 ) 口耶 21:1-22:30 口彼前 1:3-4  口彼前 1:4
8/11( 週二 ) 口耶 23:1-40 口彼前 1:5  口彼前 1:5
8/12( 週三 ) 口耶 24:1-25:38 口彼前 1:6-9  口彼前 1:8
8/13( 週四 ) 口耶 26:1-27:22 口彼前 1:10-12  口彼前 1:10
8/14( 週五 ) 口耶 28:1-29:32 口彼前 1:13-17  口彼前 1:13
8/15( 週六 ) 口耶 30:1-24 口彼前 1:18-25  口彼前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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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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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 週一 )
 8/11( 週二 )
 8/12( 週三 )
 8/13( 週四 )
 8/14( 週五 )
8/15( 週六 )

 大區
  －報告事項－

來訪召會 時間 聖徒人數 接待大區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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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禱告聚會 8/11 20:00 佳里區會所

十五
禱告聚會 8/11 20:00 新興路會所

攜帶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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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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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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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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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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請為黃趙珮苓姊妹身體病痛，目前接受治療及未得救的家人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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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為止，全召會小排聚會人數為 830位，受浸人數為381位。

  夏季結晶讀經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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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梯次日間追求班事務配搭及各組組長豫備聚會
　時間：8/13（四） 10:00，地點：裕忠會所中型會場。敬請經聯繫交通之弟兄姊妹按時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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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 區）鄧旭弟兄　時間：8/13（六）8:00，地點：台南市立殯儀館懷澤廳。

 結婚聚會　畢凱崴弟兄（大專服事者）與劉素瑜姊妹（成大畢）　

       時間：8/22（六）15: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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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報　2015 年夏季訓練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二）DVD 中英文，一套原價 6000 元，特價 1200 元，

                欲購從速，請洽書報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