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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次結晶讀經，第一篇說到律法是神的見證，將

神啓示給祂的百姓，也是神活的話，將神的本質灌

注到愛祂的尋求者裏面。第二篇陳明律法是神與祂

百姓之間的婚約。當神的百姓領受神的見證，得着

神的啟示，也被神的本質灌注。接受了婚約，成了

神瘋狂的愛人，愛神之尋求者。到了第三篇，在愛

神之尋求者的經歷裏，神的話乃是光的範圍，藉着

享受神的話，得着了光，被光充滿，甚至成了光。

第四篇，愛神的尋求者藉着神話語的功用領受了五

樣的福。

　出埃及記二十一至二十三章論到許多的條例。在

本篇信息中，我們要來看人際關係中的第一個條

例。律法上關乎人際關係的第一個條例是論到主人

和奴僕，這個順序是不平常的。如果我們來寫這一

段聖經，我們也許會把別的條例，把論到兒女和父

母的條例擺在前面。我們會隨從保羅在以弗所書和

歌羅西書的順序，在說到僕人和主人之前，先說妻

子、丈夫、兒女和父母。的確非常希奇，也非常有

意義的，是在這三章所有的條例中，首先題到作奴

僕，知道這事的原因是很重要的。

　明白聖經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在考量中盡量摸

着那一段話中的靈。我們也許會問，二十一章一至

六節中，這項條例的靈是甚麼？說這項條例的靈是

愛和順服沒有錯。然而，這裏的靈還包含別的東西，

就是愛和順服的必要條件－甘願作奴僕。只有甘願

作奴僕的人，纔能履行律法一切的典章。（出埃及

記生命讀經 第六十八篇）

真理要點
　一、出埃及二十一章一至六節裏之典章的靈，乃

是奴僕的靈，就是服事和犧牲的靈。奴僕不要求自

己的權利，總是願意顧到別人，服事別人，爲

別人犧牲自己。而愛是奴僕服事的基礎，也是

奴僕繼續服事的動機和必要條件。

　二、出埃及二十一章一至六節裏的奴僕，乃

是基督作神奴僕的豫表，祂犧牲自己來服事神 

和神的子民。主耶穌雖然與神同等，在宇宙中

有最高的地位，卻成爲社會中最低階層的人；

祂不僅成爲人，更是倒空自己，並且降卑自己，

成爲奴僕，並且順從至死。所以我們裏面要思

念基督耶穌裏面所思念的。

　三、使徒保羅跟隨主耶穌作奴僕，我們要以

基督爲榜樣，並跟隨保羅的榜樣，學習作奴僕，

爲着別人而犧牲一切。並且有開通的耳朵，不

憑自己行事，向主活，不向自己活。

　四、在召會生活中，我們衆人都該是奴僕。

召會生活裏沒有階級，我們都是弟兄，我們不

要在別人之上，反要比別人低微，並作他們的

奴僕。

負擔應用
　一、求主用奴僕的靈，奴僕的愛，奴僕的順

從，普遍、透徹的充滿澆灌祂的召會。

　二、學習向主活，不憑己意生活、事奉，在

主的引導和約束之下，並且符合祂的要求，滿

足祂的願望，完成祂所要的。

　三、我們裏面要思念基督耶穌裏面所思念的，

豫備好在召會中成爲奴僕。當我們藉着主的憐

憫，有主那樣的思念時，我們就可以很自然的

看弟兄們比我強。寶貝每位弟兄那一分的功用，

我們都需要他們那一分。各人不單看重自己的

長處，也看重別人的。如果我們都有這樣奴僕

的思念，奴僕的想法，召會生活將會是何等美

好。（張坤祥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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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入排的負擔交通（一）

　近五年來，台南市召會的眾聖徒同心合意興

旺福音，共帶領了約 3000 位新人受浸得救，但

確定被帶進並穩定在召會生活中的卻是非常少

數。弟兄們經過尋求和交通，將這些名單已分

發至各區，盼望眾聖徒一同配搭，一起來尋找、

挽回久不聚會與久失聯絡的弟兄姊妹，使這些

受浸名單中的聖徒能彀『人人入排』並且『排

排入人』，就是實際的將他們帶進小排生活中

同過召會生活。接下來的幾週，在禱告聚會中

我們要一同來追求，李常受弟兄於一九八五一

月在台北市召會召開特別聚會，總題為『召會

的擴增與開展』其中的第十一篇『尋找、挽回

久不聚會與久失聯絡的弟兄姊妹』，正符合今

天在台南市召會目前行動的負擔，盼望當日所

禱告、交通的靈和負擔加倍激勵我們。

為久不聚會者的禱告
　『主阿，我們都在你面前，但願你向我們打

空氣，叫我們都接受一個負擔，以你的心腸為

心腸，以你的愛為愛，也願意和聖靈同工。主

阿，我們在你的寶座前，求你特別記念那五萬

多位弟兄姊妹。我們為他們禱告，為他們仰望。

主阿，求你復興他們。當我們在這裏禱告的時

候，你就在他們裏面運行。在以後的日子中，

我們實在願意聽見，他們中間有諸多的見證。

主，求你的聖靈在他們裏面，使他們有感覺；

在他們裏面點起燈，打掃他們，細細的尋找。

主阿，聽我們的禱告，給我們這個負擔，也使

我們確實領受這個負擔。我們屈膝在你面前，

常常為他們禱告。但願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接受

十張、二十張、或三十張的情況表，一一的去

尋找並探訪他們，直到把他們找着，並且扛在

肩上，帶回到召會中。

　哦，主耶穌！求你作這個工，不僅是在少數

人心裏作，更在那些經常聚會的弟兄姊妹裏面，

作同樣的工，叫他們個個都感覺有責任，有負

擔，看見我們都是同作肢體的人，但那些人卻

流落在外，好像失喪了一樣。主阿，他們大部

分還在這個島上，所以我們呼籲你，求你憐憫、

施恩，求你顯出作為，用外面的環境，用裏頭

的感覺，把那些久不聚會的或是失去聯絡的，

一個個都打動起來。不僅你在我們裏面打這空

氣，也在他們裏面打這空氣，像當日你在彼得

身上作工，也在哥尼流身上作工，兩面都有響

應。主，一家一家，一個一個，你都得尋回來。

主阿，願榮耀歸給你，羞辱歸給你的仇敵，願

祝福、恩典歸給這些久不聚會，及久失聯絡的

弟兄姊妹。我們為他們求恩典、求祝福。你祝

福他們，祝福他們的家庭、他們的身體、他們

的兒女，也祝福他們的學業、職業、事業，你

多多的祝福他們的各方面。願你也祝福這個國

家、這個社會，特別祝福台灣。（摘自「召會

的擴增與開展」，第十一篇）

具體的實行
　首先將每位久未聚會聖徒安排在合適的小排，

並由排裏聖徒領受負擔：

　一、人人入排：為其禱告，打電話或看望確

　　　認其是否在台南或外地。

　二、排排入人：確認人在台南，能以活力排

　　　的方式去看望、餧養，建立晨晚興生活，

　　　並帶進小排生活中。

　三、月月團圓日：九月～十二月各小排每月

　　　有一次小排團圓日，專門為調入久未聚

　　　會的聖徒。

　願主在這半年藉着聖徒們同心合意的禱告，

並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復興每個久未謀

面在主裏的親人，並帶進召會生活的復興。

關於召會人數點名系統「家聚會」與「福音出訪」的勾點
　馬太二五章說到我們都是主的奴僕，主把祂的家業交給我們經營，當祂回來時，我們都得

向祂交帳。召會生活人數的點名，讓我們可以瞭解聖徒召會生活的概況，是我們照顧聖徒的

重要依據。但如果我們點名不準確，那顯示出來的數據，就沒有參考價值了。因此，盼各小

區負責點名的聖徒，務必在這小事上忠信，準確勾點各項目，不要遺漏。以下說明點名系統

『家聚會』與『福音出訪』的勾點標準：

△家聚會：是指我們到福音朋友、新人、輭弱的、久未聚會的聖徒家中，與他們在家中聚會

餧養他們。是勾點那些被餧養的聖徒，而不是勾送會的人。電話晨興、電話餧養，不算在這

裏的家聚會，要到對方家裏去的纔算。若對方家裏不方便去，約到外面聚會也可算是家聚會。

△福音出訪：小區定時出訪，與同伴約定時間出訪，或個人每週至少發出七張福音單張者，

都可勾點。福音出訪是指為着福音的行動，凡不是為着福音的出訪，都不算在此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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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生命讀經－律法上關乎人際關係的第一個條例 (一 )

　律法上關乎人際關係的第一個條例是論到主人和奴僕，這個順序是不平常的。明白聖經最好的

方法之一，就是在考量中盡量摸着那一段話中的靈。說這項條例的靈是愛和順服沒有錯。然而，

這裏的靈還包含別的東西，就是愛和順服的必要條件。

　我們怎樣纔能愛人、順服人呢？腓立比二章七節、八節能幫助我們答覆這個問題。根據保羅在

這裏的話說，主耶穌『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僕的形狀，成為人的樣式；既顯為人的樣子，就降

卑自己，順從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二章把基督擺在我們面前作我們的榜樣；祂是信

徒的榜樣，也是正當為人生活的模範。這不是在社會中居高位之人的榜樣；反而是為奴之人的榜

樣。雖然基督與神同等，在宇宙中有最高的地位，祂卻成為社會中地位最卑微的人。

　主耶穌和使徒保羅都強調一件事實，就是遵守律法乃是一件愛的事。當人問主那一條誡命是最

大的，祂回答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可十二 30。）保羅在羅馬

書十三章八節、十節說：『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我們若要維持自己的地位，為我們的權利和

利益而爭，怎能愛別人呢？我們要遵守這些條例，就必須虛己、自己卑微、取最低的地位，並看

自己為無有。我們必須甘願犧牲我們的地位、權利和利益。這就是作奴僕，奴僕除了服事別人，

並為別人犧牲自己以外，別的甚麼都不知道。（選自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六十八篇 ）

顧惜餧養得新人　愛中牧養留住人

　主耶穌在約翰十五章十六節囑咐門徒們，說，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乃是我揀選了你們，並

且立了你們，要你們前去，並要你們結果子，

且要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們在我的名裏，無

論向父求甚麼，祂就賜給你們。』這裏有三件

事與結果子有密切關聯：前去，結果子，果子

常存。神命定之路的實行第一步就是前去，前

去到人那裏，傳揚神恩典的福音，帶領人得救；

這就是結果子。然後，當我們出去結果子在主

裏產生了信徒，要接着照顧他們。最好的辦法，

就是在他們家裏設立聚會，作他們的遮護，使

他們得到養與教的照顧，成為常存的果子，住

在真葡萄樹的枝子，就是在基督的身體中，作

基督的擴增。（約十五 16 註 3。）

　因此我們要作的，第一步就是前去，前去到

人那裏。已過在 405 區，姊妹們藉着兒童排與

幼幼排認識了許多福音朋友與他們的孩子。我

們也在禱告聚會中，為着區裏的繁增，一一的

為這些福音朋友禱告、祈求與交通。禱告中弟

兄姊妹們也對這些家產生負擔，分組的配搭與

這些家建立家聚會，更常常在 Line 群組中，為

了這些家的狀況有交通，讓弟兄姊妹瞭解他們

的情況，並能合式的餧養他們。

　而已過的幾個月，藉着小排的愛筵，持續的

家聚會，將這些家持續的與我們有交通。如今

已經有五個家與我們建立家聚會，更有一位孩

子的家長因着弟兄姊妹的顧惜與餧養，於七月

中受浸歸入主的名下。

　召會要有果子，除了持續地傳福音，帶人得

救之外，要使新人常存，祕訣乃在於我們對新

人的顧惜和餧養。傳福音帶人得救是一時的，

要使我們的果子常存，卻需要許多的勞苦和犧

牲。保羅說，『…如同乳母顧惜自己的孩子。…

不但樂意將神的福音分給你們，連自己的性命

也願意分給你們，因你們是我們所愛的。』（帖

前二 7 ～ 8）
　愛是有效能的。對人的牧養和教導都需要愛，

但這不是我們天然的愛，乃是神聖的愛。我們

需要在愛中為這些家持續的代求，並在盼望和

忍耐中在家聚會裏持續地餧養他們。李弟兄自

己見證：『我永遠不能忘記一位牧師。我的姊

姊把我託給這位牧師。他受了請託，就每週來

找我，一連三、四個月之久，但他沒有說太多

話。…但希奇的是，天梯來了。…』（《對同

工長老們以及愛主尋求主者愛心的話》25 頁）

願主把生產和乳養的福賜給我們，藉着堅定持

續的家聚會，使召會得着繁增之福。（405 區鄭

介豪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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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次的青少年服事者相調中，享受各地服

事者牧養青少年的經歷和見證，很珍賞他們裏

面熱愛青少年，

願意為青少年花

費自己的心，這

樣的熱愛來自我

們對主的愛，因

着愛主，當主吩

咐我們牧養祂的

小羊時，我們纔

能打從心裏為青

少年花上自己，並且不放棄任何一個青少年。

　在實行方面，弟兄們着重的題到要對青少年

送會到家，所謂『到家』不是真的進到青少年

的家裏，重點是把顧惜和供應送到青少年的心

裏去，這個纔是作家聚會真正的目的！弟兄們

題醒，作服事者常犯的一個錯誤，就是一見到

青少年就講很多大道理。其實要服事青少年很

簡單，只需要愛筵他們喜歡喫的食物，他們的

心就會敞開；當他們把心事告訴我們的時候，

我們不要作審判官或教師教訓人，只需要聽他

們說，陪他們並為他們禱告，這就是對他們最

好的牧養！ （611區曾駿為弟兄、曾林襄姊妹）

　感謝主！使我有

分於這次青少年服

事者相調，弟兄一

開頭就說到：我們

的福音工作，該特

別注意中學生和大

學 生， 且 我 們 該

花上一切，倒上一

切， 來 拯 救、 栽

培、造就，並帶領他們。因為青年人很容易將

他們的同學成羣的帶來歸主。但不要單獨作，

乃要在身體的原則裏作。召會還要配上去，每

週為青年福音禱告，全召會同心向主呼主。同

時也建立送會到家的習慣，不放棄、不審判、

不定罪我們所帶得救的青少年。願我有神憐憫

人的心腸，成為乳養的母，勸勉的父，將他們

放在我的心上，為他們代求，直到主來，因他

們是我的榮耀、喜樂和冠冕。（1011 區　蔡鄧

鳳萍姊妹）

憐憫的心腸－乳養的母，勸勉的父
南區眾召會青少年服事者相調

抓住機會與祂交通　將家打開作兒童排
暑假親子健康生活園

家長篇
　孩子一生的成就其實主都已經安排好了，弟

兄教我們要這樣禱告，『主阿！請你把你的眼

光放在我的心裏，好叫我如何揀選，如何培育

孩子。』

　此外，弟兄在一開頭說到『時時在靈裏禱告』

（弗六 18），裏面有個『機會』的涵義。甚麼

是神給我們的機會？通常就是被聖靈感動的時

候，無論是一段經節或詩歌。但是，面對機會，

我們惟一要作的就是抓住機會。『每早晨都是

新的。』也就是雖然我們常常在環境中，忙碌

又疲累，常常失敗輭弱，但是神總是給我們一

　  －蒙恩見證－

個復興的機會，就是每早晨與祂的交通。每個

人都有，二十四小時一次的機會，要抓住贏得

基督的時機。

　孩子的一生不能重來，他們的童年只有一次，

我們作父母的在養育孩子的事上要有屬天眼光，

如何抓住機會，使孩子喜歡到主這裏來，信主、

愛主、親近主。

　在聖經中，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

其實，就是向着主有個宣告，來我家的孩子，

一個個都要到主那裏去。願主興起更多的家打

開作兒童排。　　　（603 區　蕭林佳靜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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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行動　新人顯出

　在台南市召會親愛的聖徒們：主裏平安喜樂！

今天我們何等有福，能活在身體的時代，也能

看見主在全地的行動。我們的神，就是樂意將

祂自己分賜到我們裏面，最終將我們調和在一

起（林前十二 24）。二○○五年我得救之後，

就聽到了主在法國波爾多福音開展的喜訊，藉

着那對可愛的姊弟來波爾多讀書，他們家打開、

傳福音，得着了一批又一批的華語學生們。二

○一一年畢業後，我本打算赴美國繼續工作，

但怎麼也沒有想到，神藉着一些的環境，就把

我帶到波爾多工作。現今我回頭再看，我是何

等的敬拜主！像我這樣『不堪的罪人』能因着

祂的憐憫到歐洲，使我能有機會見證主在歐洲

『人類的歷史』裏書寫祂的『神聖歷史』。這

幾年波爾多的召會生活主體一直由華語的學生

組成；一年又一年，聖徒們都是藉着邀請同學、

朋友來愛筵，以詩歌和讀經或參加特會的方式

來得着華語留學生。另外還有聖徒們以『候鳥

的方式』， 他們一對對從美國或臺灣來，居留

在波爾多一～三個月服事。感謝主！因着他們

來了，短住期間就是燒飯、探望和牧養聖徒，

給聖徒們留下美好屬靈的榜樣。

　二○一三年，波爾多召會的主日聚會基本上

維持在二十位聖徒左右，其中有五對夫婦四個

孩子，和一戶姊妹之家。主一面穩固這些『家』

使他們在召會生活中得着堅固，另一面也把生

產的福賜給召會，孩子們出生的『人數』甚至

大過『常存果子的數目』。 
　今年，我們主日人數維持在約二十五～三十

位，其中有八對夫婦（五個華語家庭，二個英

語家庭，一個波爾多本地家庭），十三個孩子

（0 ～ 7 歲）和一戶姊妹之家。我們還照顧到南

面圖盧茲市一個本地白人家庭，以及北面普瓦

捷一個華人家庭。所以我實在不得不承認，看

見主祝福的手！在這之前，波爾多弟兄姊妹曾

受浸過幾位本地人，但因着聚會中的語言和後

續的牧養跟不上，就一直沒有留下『常存的本

地人』。甚至有一位來過聚會的法國人，還戲

稱我們是在波爾多的『亞洲人教會』。但年初

藉着弟兄姊妹們和各地來訪聖徒的迫切代求，

主開了門。首先是兩對白人聖徒的家（一對年

長的夫婦是美國人，一對年輕的夫婦，弟兄是

英國人，姊妹是巴西人）從巴黎移民到波爾多

來定居。他們來波爾多的前一週，又逢從台灣

台南市召會一對夫婦的適時來訪，他們帶我們

於主日會後，去公園接觸人傳福音。

　奇妙的經歷就在此：大家法語都不好，我們

進了公園就發福音單張，迎人就擺上笑臉，結

束前纔遇到一個家是一位華裔的媽媽帶着法國

丈夫和女兒經過。接觸後得知，原來，這位媽

媽跟着丈夫從加拿大移民回到家鄉波爾多。她

是一個尋求的基督徒，她在波爾多每天就是禱

告要找到一班愛主尋求主的人一起聚會，主實

在聽了她的禱告！

　這位姊妹她很快進到週三的真理讀經小排裏，

因着她會講中英法三種語言，又加上她家就在

姊妹之家附近。這三個月以來，她幾乎每個主

日都帶着法國丈夫和女兒來聚會。藉着相調和

探訪，丈夫和女兒也向弟兄姊妹很敞開。在最

近一次的申言聚會中姊妹站起來說：『弟兄姊

妹，來到你們中間，我好像回到了家一樣。你

們是神給我的，謝謝你們！』

　因着這個家和新來的英語聖徒們的家，我們

求主把更多尋求的本地人顯明出來給我們。現

在我們向主讚美和感恩，在六～八月期間，我

們已經接觸了五～六個本地人的家庭。其中有

兩個家敞開能談論到福音的內容，求主加強我

們後續每個月一～二次的家中愛筵並牧養。現

在主日聚會中，聖徒們照着自己的度量使用中

英法三種語言讚美和申言！會後大家把各式各

樣的食物帶來同享，這種光景真是叫人喜樂！

孩子們滿地跑，這裏是白的，那裏是黃的，一

夥這個蹦出法文，一夥那個蹦出中文、英文。

主阿！願你把基督身體的實際和新人相調的喜

樂，賜給你在波爾多的見證！

　最後，感謝你們在主裏的扶持和代禱！懇請

你們繼續為波爾多，法國以及歐洲眾召會代禱，

求主在這些年間復興祂的作為，羞辱祂的對頭，

得着一班愛慕祂顯現的人！

代禱事項
一、繼續加強這些家，一同背負教會的見證。

二、興起法文的兒童排服事，得着孩子們的同

　　學和朋友們。

三、再得着更多的本地家庭，加強祂在波爾多

　　的見證。

四、興起更多學生住進弟兄姊妹之家，加強團

　　體的神人生活和建造。　   
                                                       在波爾多的聖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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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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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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課上半「舊約首批歷史人物（七）」。
　　（4）書報追求 「神救恩的中心與神的活出」第 3 ～ 4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69 ～ 70篇。

　（5）背經進度「腓立比書」，腓 1:22 ～ 1:24。

     腓     1:22   但我在肉身活着，若使我的工作有果子，我就不知道該挑選甚麼。
  Phil   1:22   But if I am to live in the flesh, if this to me is fruit for my work, then I do not know what I
                     will choose. 
  腓     1:23   我正困迫於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那是好得無比的；

    Phil   1:23   But I am constrained between the two, having the desire to depart and be with Christ, for
                        this is far better;   
    腓      1:24   然而留在肉身，為你們更是需要的。
  Phil    1:24   But to remain in the flesh is more necessary for  your s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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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3( 主日 ) 口耶 37:1-21 口彼前 4:7-16  口彼前 4:10
8/24( 週一 ) 口耶 38:1-28 口彼前 4:17-19  口彼前 4:19
8/25( 週二 ) 口耶 39:1-40:16 口彼前 5:1-4  口彼前 5:2
8/26( 週三 ) 口耶 41:1-42:22 口彼前 5:5-9  口彼前 5:5
8/27( 週四 ) 口耶 43:1-44:30 口彼前 5:10-14  口彼前 5:10
8/28( 週五 ) 口耶 45:1-46:28 口彼後 1:1-2  口彼後 1:2
8/29( 週六 ) 口耶 47:1-48:10 口彼後 1:3-4  口彼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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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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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4( 週一 )
 8/25( 週二 )
 8/26( 週三 )
 8/27( 週四 )
 8/28( 週五 )
 8/29( 週六 )

  －報告事項－
　長青
　長青聖徒事奉交通　時間：8/25（二）9:30，地點：裕忠路會所長老室。

　長青聖徒集中聚會　時間：8/26（三）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型會場，備有愛筵。

    青職
 雲嘉南眾召會青職特會

時間：9/5~6（六～主日），地點：裕忠路會所。台南至 8/19 共報名 265 人，我們目標至少 300 人，

請繼續鼓勵報名，按制式 Excel 表格寄至 tnnchyw@gmail.com。通啟及報名表，請上召會網站

下載，或詢問青職服事者。  

  　－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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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067 0 890,124 0 0 215,057 
本月收入 1,960,908 628,950 176,250 340,450 112,600 3,219,158 
本月支出 1,204,516 866,547 585,845 340,450 112,600 3,109,958 
本月結存 81,325 -237,597 480,529 0 0 324,257 

1. 本月個人奉獻包計 139 包。      
2. 海外開展奉獻累計 2,245,920 元，目標達成率 81.06%。      
3. 上半年全時間支出款項不足計 1,822,976 元，由經常費結餘款支應。     

2015 年 7 月份財務奉獻收支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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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周永分弟兄夫婦－興起大批用法語餧養法國小羊的聖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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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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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主在德國

　　　各地（柏林、法蘭克福、慕尼黑）的見證，剛強明亮。

　台南市召會
    禱告聚會：各小區參加禱告聚會的人數增加，使召會成為禱告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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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全訓練：8/25~28全台同工成全訓練（中調），8/28~29全台長老聚會（中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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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300位參加。

   大專：8/31～9/1期初特會，報名的大專生異象得更新被加強，新學期更新的往前。

   青少年：藉同伴禱告，生發出對人有負擔，要來學期新增六所國中的校園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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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為止，全召會小排聚會人數為905位，受浸人數為385位。

  青少年期初特會
　時間：8/30（主日）9:2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型會場，午餐：需每人自備餐費 60 元，各區

　 由服事者統一收齊，投入奉獻箱。

 國小五六年級期中特會
 時間：10/3 （六）7:55 ～ 10/4（主日）18:00。地點：台中（接待在聖徒家）。費用：每人 700

元（含車費、餐費、手冊、保險），請於 9/13（主日）前向黃雅欣姊妹（0933-071217，E-mail：
shinerdaisy@gmail.com）報名並繳費。

 安息聚會
　（303 區）陳王金蓮姊妹（江陳姱蓁姊妹的母親）

　時間：8/23（主日）12:30，地點：台南市立殯儀館懷澤廳。

 腓立比書背經會考
　第一梯次會考日期為 9/20（主日）於各小區主日會後進行，範圍為腓立比書主題及第一章經文，

A 卷為全文默寫，B 卷為 50 格填充題，請各小區於 9/13（主日）前向執事室報名或寄至召會

信箱。獎勵辦法詳見通啟。

 冬季結晶讀經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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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繳交給賴錦富弟兄。報名截止日期為 8/31。

 書報　
　 一、2016 年信徒日誌共有六款，精美封面，每本定價 80 元，特價 65 元。數量有限，欲購從速，

　  各區請於 9/21（一）前統計，並向書報室購買。

　 二、配合全台青職特會，特會期間（9/5，9:00 起至 9/6，13:00 止）書報室書報全面 75 折供應，

            部分書報另有優惠，請聖徒抓住機會，前往購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