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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接續前一篇說到立約的神與祂的諸約，本篇要專
特的來看新約的內容。一面，立約的神渴望與人立
約，藉着祂的約向人啟示祂的心意與渴望。另一面，
祂要給人保證，使人能安心信靠神，所以祂與人立
約。這一切的諸約都指向新約，總結於新約。這新
約是我們一切屬靈生命和經歷的基礎。事實上，這
新約向我們揭示神心頭的願望，啟示神永遠的定
旨，使我們能彀經歷、享受、有分於神為我們所計
畫的一切。所以，我們需要透徹的認識甚麼是新約。

　真理要點
　一、基於耶利米書，特別在卅一章 31 至 34 節，
明確的豫言到新約的內容，所以這卷舊約的書也可
視為新約的書；並且根據以賽亞書四十二章 6 節和
四十九章 8 節，都豫言『使你作眾民的約…』指明
這新約，不是一份文件，乃是一個活的人位。乃是
基督自己作為神所賜給我們的新約，新遺命；基督
乃是新約、新遺命的實際。
　二、希伯來書八章 8 至 12 節乃是使徒保羅將耶
利米書卅一章 31 至 34 節應用於新約的信徒，題到
新遺命的內容包括以下四項福分，作為神給我們的
遺贈：

　1. 經過過程的三一神將祂自己分賜到我們裏面，
藉着生命之靈的律裝置在我們的靈裏，並且運行、
分賜、寫到我們裏面的各部分，使我們經歷在生命、
性情和彰顯上，但不在神格上，成為神，使我們被
模成神長子的形像；並將我們構成為基督身體上的
肢體，發展出各種恩賜而盡功用；神聖生命的律『子
化』我們，使基督的身體得着建造。

　2. 根據生命之律的運行，我們有特權得着神作我
們的神，我們作祂的子民，意即神是我們的產業，
我們也是神的產業。

　3. 又因生命之律的運行，使我們能以生命內裏的
方式，憑生命的感覺，就是我們裏面神聖生命的感
覺、知覺，而從裏面主觀的認識神。如此，我們就
有性能認識神、活神，甚至在神的生命和性情上與
祂成為一，使我們作祂團體的彰顯。

＊成全訓練暨專項成全：9/13（主日）15:00~17:40，地點：裕忠路會所及新營區會所，
請以活力排方式，彼此邀約參加，班別可同上半年的班別。

＊人人入排，排排入人：請聖徒領受負擔，代禱並看望久未聚會的聖徒及福音朋友。 

　4. 我們能享受上述的三項福分都是因為神寬
恕了我們的不義，絕不再記念（就是忘記，赦
免）我們的罪。因着基督為我們的罪成就了平
息，以平息神的公義，藉着祂那又寶貴又有功
效的血，解決了我們一切的難處，一次永遠的
洗淨了我們，神就赦免我們的罪，就是消除罪
案，免去刑罰，使我們所犯的罪離開我們，結
果使我們恢復與祂的交通，而敬畏祂，並且愛
祂。
　三、我們如此不斷地經歷基督作為新約的內
容，享受上述的四項福分。至終，也要經歷新
約產生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新約的具體化身，
以團體的方式彰顯神到極致，直到永遠。

負擔應用
　一、接受並享受基督作我們這約的路，乃是
藉着呼求我們主基督的名，操練我們的靈，照
着我們的靈而活，住留在我們靈裏。我們應當
看重我們個人、同伴的禱告生活，並且看重召
會的禱告聚會，使我們的靈成為全人最剛強的
部份。
　二、生命之靈的律已經裝置好，且正在運行，
我們必須藉着把這律的『開關打開』，而與這
律合作：(1) 照着靈而行；(2) 思念那靈的事 –
將心思置於靈；(3) 靠着那靈治死身體的行為；(4)
作神的兒子，被神的靈引導；(5) 在兒子名分的
靈裏呼叫父；(6) 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7) 為
着完滿的兒子名分，就是我們的身體得贖而歎
息。過一個『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
的生活。
　三、我們應當時常給這律機會在我們裏面運
行，使我們被構成基督身體上的肢體，並依我
們的度量盡功用：使我們在福音上盡功用，尋
求基督身體的擴展；在餧養上盡功用，使較年
幼的肢體得以在生命上長大；在彼此成全、教
導上盡功用，使我們的小排生活生機又活潑；
在申言上盡功用，使召會得建造！（吳豐吉弟
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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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入排的負擔交通（三）

探望的原則
　探望久不聚會者是一門大學問，這實在需要

研究。我們若作得不好，會把人作得更遠；結

果我們不探望人還好，一探望，人就離我們更

遠了。

存着仰望、學習的靈
　以打拳為例，教師在課堂上教打拳是一種方

式，等到實際去打，或是防禦的時候，教師所

教的那一套都不管用；這的確需要現場隨機應

變。所以，探望上首要的一件事，就是需要一

直存着一個仰望、學習的靈，向主說，『主阿，

只有你能挽回人。』我們要看見，我們都是作

不來的；不要說那些沒有經驗的，就算我們有

經驗，已過的經驗也不管用。人的光景都不相

同，沒有兩個人的面孔會完全一樣，即使是雙

胞胎，彼此還是有差異，沒有兩個是完全相像

的。所以，我們需要有一顆仰望的心，向主禱

告：『主阿，憐憫我，使用我。我不能作甚麼，

你給我智慧，給我當說的話。』

避免說不合式的話
　然而，有幾點你們必須完全避免，避諱不說

的。第一，不要對人說，『你很久沒有聚會了。』

他好一段時間沒有聚會，裏面已經很不好意思，

你們不必再揭他的瘡疤。所以，不要題及人的

弱點，不要說他較差的方面。與人接觸時，要

好像對方沒有甚麼較差、較弱的地方，要完全

避免說到一些不合式的話。

　第二，千萬不要說咄咄逼人的話，也不要讓

人有被強逼的感覺；好比告訴人：『你必須來

聚會，不聚會是不行的，現在召會蒙大福，真

豐富，恩典多多。若是你不聚會，實在太喫虧

了，我真為你感到難過。』這些話都不要說，

都要避免。千萬記得，不要摸人的弱點，也不

要說召會怎麼好，叫人必須來聚會等。甚至你

作見證時，都不要見證說，『我真是蒙恩阿！』

意思是他不蒙恩；也不要題到自己天天都聚會，

好像說他不聚會；這些統統要避免。作見證不

要借題發揮，還間接打人，責怪人沒有心愛主。

因為一個久不聚會的人，是很敏感的，尤其他

裏頭多疑、多心，會有很多感覺。所以，看望

人的確不容易，要非常注意人的情形。

　我們一同聚會並不難，因為我們都有心，說

到彼此如何，也不會覺得為難。然而若是我們

去探望一位弟兄或姊妹，就不能隨意說甚麼。

我們要看見，探望久不聚會的弟兄姊妹，必須

如履薄冰，一不小心，就會叫人受傷。所以千

萬不要輕易發言，只要帶着一副喜樂的面孔，

不讓人覺得受壓，也不帶給人擔憂，更不需要

對人說，『我真關心你阿！』這一類的話。因

為這樣的話，會叫他裏頭起反感，暗想是否自

己太輭弱，纔需要別人關心。這些話都會引起

心理作用，所以要絶對避免。

帶着喜樂的面容
　這裏有一個原則，就是探望人時，一定要露

出笑臉，不要帶任何憂愁。同時要讓人說話，

自己甚麼都不要說，只要跟着人說就可以；他

們說甚麼你們就跟着說甚麼，並且是真心的跟

着說。比方去探望一位弟兄，他說，『真不好

意思，很久沒有聚會了。』若是你們說，『不

聚會不對阿！』這樣跟法就不好。有的人就跟

着說，『神還是一樣愛你。』這樣也不好，暗

藏着要摸他的瘡疤。所以，我們都要在其中多

有學習和揣摩。在探望聖徒時，十個有八個都

會表示，很久沒有聚會不好意思，比較好的跟

法是接着說，『我從前也是這樣。』或者從前

你們有過接觸，就可以接着說，『我很想念你。』

這真是需要多有研究，因為久不聚會的人，都

相當的敏感。千萬不要以為這事無足輕重；事

實上，這乃是非常緊要的事。

　有人題議，可陪同久不聚會的弟兄姊妹一起

禱告，那是作得太快了。好像敬茶的時間還沒

有到，卻要給人一杯茶，使人受驚嚇；這些都

是不合式的。所以，在探望人的事上，一定要

守住一個原則，就是沒有把握的話不要說，只

要好好給人一副笑容，自然就能拉近彼此的感

覺。

　所以，已過的事都不要再題起，也不要去摸

他們的瘡疤，乃要學習忘記過去。即使他們願

意題起，你們也要表示不需要再題，告訴他們

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你們只要把基督供應給

他們。在路加十五章，我們看見外面的袍子是

基督，所喫的牛犢也是基督。所以，當久不聚

會的弟兄姊妹回來時，我們要把我們所認識、

所經歷、所享受的基督，按着他們的需要供應

他們。這樣，必能逐漸使人得着恢復。希望你

們接受負擔，也希望各會所積極推動各小排，

去探訪、尋找、挽回久不聚會的弟兄姊妹。（待

續）（摘自 3081-4 「召會的擴增與開展」，第

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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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立約的血 (一 )

　出埃及記二十四章八節說：『摩西將血灑在百姓身上，說，你看，這是立約的血，是耶和華按

這一切話與你們立約的憑據。』我們來看立約之血的意義以前，我願意再次指出出埃及記二十四

章給我們看見律法的制定。而以色列子民藉着他們的代表摩西領受了律法。摩西沒有囑咐百姓遵

守神的律法，反倒築了一座壇。為甚麼要築一座壇？祭壇指出救贖、了結、取代的需要。因着我

們墮落、犯罪、敗壞了，我們需要蒙救贖並被了結，我們也必須被基督取代。摩西還立了十二根

柱子，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這些柱子指出或表徵神的百姓在祭壇那裏蒙了救贖、被了結、被取

代之後，他們能成為神的見證，返照神的所是。

　出埃及記二十四章六節說：『摩西將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灑在壇上。』我們已經看見，照着

第八節所說，摩西也將血灑在百姓身上，說：『你看，這是立約的血。』血定規是來自獻在壇上

的祭物。不是祭壇，也不是柱子，乃是血使得所制定的律法生效。

　不論以色列子民多愚昧、多無知，摩西仍然照着神的方式制定律法。神的方式是要給百姓看見，

在神的眼中，他們是墮落、犯罪、敗壞的，他們極其需要神的救贖和赦免。當然，神樂意救贖祂

的百姓並赦免他們的罪。他們得了救贖和赦免之後，救贖的血要帶他們進入神的面光中，他們能

彀在那裏接觸神，接受神進到他們裏面，並被組成柱子，作為神活的見證，成為神之所是的返照。

這是一個基本原則，在宇宙間一直運行直到如今。（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七十八篇 ）

 讀聖經的緊要
　聖經中包含了許多屬靈的事實。人裏面眼睛瞎的時候，就讀不出那些事實。如果能在聖經裏讀

出事實來，那就已經得着一半以上的光了。因為神的光照，是光照祂話語裏的事實。發現事實，

是讀經一半的工作。我們讀聖經，一定要把事實搜尋出來。

　一個會讀聖經的人，在神面前總是一個仔細的人，不是粗枝大葉的人，不是攙雜的人。聖經是

一點一畫都不能更改的。神的話這樣說，就是這樣。神的話一說出來，你就該知道神着重的點是

在那裏。有許多馬虎的人，聽人的話聽不準，讀神的話也讀不準；神的話着重在那裏，他們讀不

出來，那一個竅在那裏，讀不出來。所以，你第一要學習找出事實來，然後把它記住，進一步分析、

綜合、比較，你在神面前纔有光。這樣，自己有供應，也能供應別人；自己得餧養，也能餧養別人。

以上是讀聖經的方法，也是讀聖經的路。是先發現事實，然後把事實記牢，然後分析、比較或者

綜合，然後在神面前等候、禱告，主就要光照你，叫你看見。這是讀聖經四個原則，缺一個都不行。

　舉例來說，保羅就是一個會發現事實的人。我們看保羅在加拉太書第三章所說的話。當他看見

創世記裏說到，神要藉着亞伯拉罕的後裔賜福給人的時候，保羅就說這裏的後裔這個詞是單數的，

不是多數的，所以是指着基督說的。事實給他發現了。他看見萬國要因亞伯拉罕的後裔得福，而

這一個後裔是單數的，所以他就看見是指着基督說的。如果是多數的，就是指着亞伯拉罕那麼多

的子孫猶太人說的，意思就大不相同。保羅讀聖經，是讀到發現事實。

　這樣的事實，在聖經裏面有許許多多。一個人在神的話語上能豐富不能豐富，就是看他在神面

前能找出多少事實。事實的發現越多，就越豐富。如果不能發現事實，只是囫圇吞棗的讀，結果

就不知道是甚麼。所以我們一起頭讀聖經，就得要學習發現事實。然後背它，然後分析、比較，

然後跪在神的面前求亮光。（摘自初信造就第九篇）

　　    　　　　 －生命信息－

   －受浸新人－ 

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總計
人數 40 21 41 29 5 22 25 12 23 97 17 18 10 26 5 1 392

至 8/30 受浸人數累計

101 張堃美 204 張博凱 405 王瑋 605 鄭尤美 802 曾于睿 1001 陳麗燕 1402 郭建宏 1404 盧建中、林

家炎、徐余秋月、黎陳占 1602 薛智欽（共 1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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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大區聖徒美地展覽

【暑期兒童品格園與親子健康生活園】
　暑期期間，召會舉辦兒童品格園和親子健康

生活園，雖然孩子和我都是第一次參加，但我

們一同享受恩典。

　在品格園中，我非常珍賞大哥哥大姊姊隊輔

們的愛裏服事，平時總讓我傷腦筋的兒子，隊

輔哥哥姊姊居然寫了十五張讚美卡，每天的評

語都是：『好棒！非常聽話！認真上課！積極

參與！』等正面的評語。對我是一大震撼與光

照，原來我對孩子的鼓勵太少了。品格園結束

後，我也向主悔改，求主使我珍賞兒子的優點，

每天為他寫一張『讚美卡』。起初操練時，有

時被氣得半死，逼得我否認己呼求主名，操練

珍賞孩子的新造。一段日子後，我發現孩子各

面都進步了，尤其是哥哥在照顧妹妹的事上。

　在親子健康生活園中，我對三歲的妹妹感到

驚奇！其實，參加的條件是要升小一、或小一

以上的孩子，但因為三歲的妹妹沒人帶，分班

時她就與哥哥同班，一同接受傳輸。升小一的

哥哥會背的『明、厚、重』性格三字訣和七字

訣等，妹妹也都幾乎聽進去並學起來了，真是

不可小看孩子年輕！父母平時如何撒種，就如

何收割！求主得着我們，能儆醒、殷勤的經營

神所量給我們的產業。（603區 李蕭雅方姊妹）

【錄影訓練】
　夏季錄影訓練裏，我特別摸着第五篇『基督

是神的奴僕』。寶貝信息中題到奴僕不要求自

己的權利，不在意自己的權益，只知道服事和

犧牲，並且作奴僕就是有犧牲的靈，因此奴僕

總是願意顧到別人，為別人犧牲自己。而『愛』

是奴僕服事的基礎。

　從我得救以來，受到不少弟兄姊妹的服事，

看見弟兄姊妹總是願意顧到別人，服事別人，

為別人犧牲自己，使我得着激勵。進入召會生

活後，享受了不少的愛筵，我一直以為這是召

會風氣使然，直到偶然聽到聖徒的談話，纔知

道原來每次主日的愛筵，都是為了我們這羣大

專生特別準備的，心中想到聖徒早起煮愛筵服

事人，實在是深受感動。

　如今我已是青職聖徒，想着聖徒奴僕服事的

榜樣，使我渴慕不再只是受人服事，也能盡上

我的這一份服事弟兄姊妹。（604 區　黃子娟姊

妹）

【壯年班參訓】
　今年三月我進入壯年班成全訓練春季班，在

真理、性格、配搭各方面成全裝備，好使我在

基督裏長大，成為正常、活的、能盡功用之基

督身體上的肢體。這段期間，我很享受訓練生

活，在規律的時間表規範下，操練有秩有序、

時時刻刻活在靈中，彼此供應基督，沒有別的

題目，只有基督。

　最叫我蒙恩是在於看見身體建造的異象，我

需和不同個性的肢體來在一起配搭服事。藉着

共同進入主話、晨興晚禱等調在身體裏，當我

們作整潔配搭時，難免有不同意見、性格，願

意操練先放下自己，轉回靈裏尋求主，彼此幫

助，背後代禱，歡喜接受調整，沒有抱怨而能

同心合意，結果叫基督身體得着建造。讚美主！

這一生只願作主瘋狂愛人，別無所慕。（601 區

　崔王子鳳姊妹）

圖右一

全家一同擘餅宣讀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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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職排】
　從我開始參加青職排以來，看見藉着眾聖徒

各方面的配搭，使許多青職聖徒得着了餧養和

顧惜，讚美感謝主的慈繩愛索。青職排中，我

們共同讀經或書報追求，弟兄姊妹彼此餧養供

應，真是屬地繁忙生活的屬天充電站。時常看

到有青職聖徒聚會到一半，纔匆匆下班趕來，

深深體會到那種渴慕來聚會的心是多麼強烈，

實在是日常生活中的榜樣。

　我們也藉着網路通訊的便利，使得生命的交

流溝通不因着時間地點而受限，各樣的題醒、

供應，加強了聖徒們生活上的聯結，如晨興網

的建立，渴望這樣的實行能帶進繁殖擴增的祝

福，使眾人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

義、信、愛、和平，為着神家的建造。（602 區

　楊翔印弟兄）

【禱讀主話】
　八月九日全召會姊妹聚會，眾童女齊聚一堂，

聆聽主的說話。出埃及記的十誡，如何成為活

的話，祕訣在於『禱讀主話』。『禱讀主話』

是一條舊誡命，因着神聖之光照耀而成為新的

事物。禱讀不只是重覆反覆的讀，而是在於用

靈吸取話中的靈，穿透活話，摸着神的本質、

神的呼出，甚至禱出神來，珍賞基督的寶貴所

是。

　有些話很難禱讀，例如『不可殺人』、『不

可偷盜』。我們需要謙卑自己，弟兄的示範 －
『哦主！我常會偷主的榮耀，我不可能不殺人。

但主，你只知道「給」，只知道「捨命」。』

藉着禱讀，摸着珍賞主的甜美所是。

　末了弟兄歸結，愛神的尋求者需要『花時

間』，在祂的話裏與祂交通，吸取話中的靈、

膏油和光照，帶進對基督的珍賞、膏油塗抹、

光照認罪。基督徒的生活定規不平淡，也知道

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是地上最崇高的職業，

就是花時間讓神注入，祕訣就在於禱讀主話吸

取神。（602 區　郭姊妹）

日期 9/12 9/19 9/26 10/3 10/10 10/17 10/24 10/31
北台南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一 十二

南台南 八 二 三 四 五 六 九 一

日期 11/7 11/14 11/21 11/28 12/5 12/12 12/19
北台南 十三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二 十三

福音收割聚會
南台南 七 十五 十 十六 　一　 三

喜樂的青職排

  －報告事項－

　全台弟兄事奉成全集調

　一、時間：第一梯次：10/15（四）至 10/17（六）中午止。

　　　　　　 第二梯次：10/22（四）至 10/24（六）中午止。

　　　※ 因台南負責第二梯次服事，鼓勵弟兄們優先報名第二梯次。

　二、地點：南投市學藝路 35 號（台灣中部相調中心）

　三、報名：請於 9/27（主日）前，以小區為單位，用 excel 檔按報名表欄位填妥，寄至召會信箱

　　　tnnch@seed.net.tw，報名以繳清費用為準。

　四、費用：每人報名費 1200 元、交通車費 500 元，（逾期報名加收 200 元）。請以小區彙總

　　　繳給賴錦富弟兄或匯至「合作金庫府城分行」，銀行代號：006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南

　　　市教會聚會所，帳號：5229-717-307360
　五、發車時間：12:30 青年路會所，12:50 裕忠路會所，13:10 麻豆交流道，13:30 新營交流道。（請

           提早 5 分鐘候車）

　六、總管：徐弘昌弟兄（0936-948-751）、賴錦富弟兄（0939-247-896）
　新營區開展各大區配搭開展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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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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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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課上半「舊約首批歷史人物（八）」。
　　（4）書報追求 「神救恩的中心與神的活出」第 7~8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73~74 篇。

　（5）背經進度「腓立比書」，腓 1:28~1:30。
     腓      1:28   凡事不為敵人所驚嚇：這是證明他們滅亡，你們得救，而且這樣的證明乃是從神而
                        來的；
    Phil    1:28    And in nothing being frightened by the opposers, which is to them a proof of their  
                          destruction, but of your salvation, and that from God; 
    腓       1:29   因為你們是為了基督的緣故蒙恩，不但得以信入祂，也得以為祂受苦， 

 Phil    1:29   Because to you it has been graciously granted on behalf of Christ not only to believe into 
Him but also to suffer on His behalf,  

 腓       1:30   經歷你們在我身上從前所看見，現在所聽見同樣的爭戰。 
    Phil    1:30    Having the same struggle which you saw in me and now hear to be in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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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6( 主日 ) 口耶 52:1-34 口彼後 3:1-6  口彼後 3:2
9/07( 週一 ) 口哀 1:1-22 口彼後 3:7-9  口彼後 3:9
9/08( 週二 ) 口哀 2:1-22 口彼後 3:10-12  口彼後 3:11
9/09( 週三 ) 口哀 3:1-39 口彼後 3:13-15  口彼後 3:14
9/10( 週四 ) 口哀 3:40-66 口彼後 3:16  口彼後 3:16
9/11( 週五 ) 口哀 4:1-22 口彼後 3:17-18  口彼後 3:18
9/12( 週六 ) 口哀 5:1-22 口約壹 1:1-2  口約壹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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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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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7( 週一 )
 9/08( 週二 )
 9/09( 週三 )
 9/10( 週四 )
 9/11( 週五 )
 9/12( 週六 )

　全召會台語集中福音聚會
　  時間：9/26（六）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備有愛筵。

    青少年
一、週末入住成全
時間：9/11~12（五～六），地點：裕忠路會所。參加對象：青少年聖徒。費用：請自備餐費。
報到時間：週五 18:45，裕忠路會所 B201 室。請攜帶紙本聖經、詩歌本、盥洗用具及棉被。
截止報名：9/8（二）前向各區青少年服事者報名，並回覆在交通園地。

二、升大學初審資料豫備交通
時間：9/12（六）9:30~11:30，地點：裕忠路會所 B201 室，對象：所有高中職聖徒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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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忠與青年照顧區幼幼詩歌園
　  時間：9/19（六）10:00 ～ 11: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舉行。主題 : 殷勤（內容包含詩歌、
      故事與闖關活動），敬請邀約聖徒及福音朋友家中有學齡前的小朋友與家長一同參加。

  腓立比書背經會考 　請於 9/13（主日）前向執事室報名，9/20（主日）各小區主日會後進行。

 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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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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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全召會成全訓練，聖徒彼此邀約踴躍參加，接受成全。　 
　青職：受浸人數達到目標，扎實實行送會到家，區區都有青職排，並成全青職弟兄為區負責。
    大專：九月份大專福音節期，得着敞開的平安之子，受浸目標279人，常存果子149人。
   青少年：與同伴禱告，生發出對人有負擔，邀約同學參加校園排及社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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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語：9/26台語集中福音聚會，今年目標預計300人參加，得着30位常存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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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為止，全召會小排聚會人數為995位，受浸人數為392位。

　下半年全召會成全訓練暨專項成全
　一、日期：9/13，10/11，11/8，12/13（每月第二個主日）
　二、時間：15:00~16:30 成全訓練，16:40~17:40 專項成全。
　三、地點：裕忠路會所及新營區會所。
　註：報名真理班的聖徒，請帶舊約聖經與詩歌，並豫讀出埃及記第十九章及生命讀經第 50 篇。

班別／項目 電器 場地佈置 招待 交管 兒童
真理班 八 十 三

六 一、五生命班 二 七 十五
事奉班 九 四 十六

　聚會場地
區／項目 場地 真理班 生命班 事奉班 兒童 青少年 大專 青職
北台南 新營區會所 一樓會場 二樓餐廳 一樓會客廳 餐廳 青少年室 會客廳 一樓會場
南台南 裕忠路會所 大會場 中型會場 B201 中型會場 A201 B201 大會場

　南台南事務服事 總管：楊清籐弟兄 0917-610-151、鄭介豪弟兄 0963-145-710

大區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事務服事內容 會前電器、場地佈置 會後二樓餐廳、青少年室 會後一樓會場、會客室 會後一、二樓廁所

兒童服事時段 14：50 ～ 15：30 15：30 ～ 16：10 16：10 ～ 16：50 16：50 ～ 17：40
兒童服事內容 操練靈、詩歌 故事、問答 美勞 影片、遊戲

　北台南事務服事 總管：陳俊榮弟兄 0936-115-691、林進貴弟兄 0933-624-264

　大區
　集中主日　
　　三大區　時間：9/13（主日）9:30，地點：大學路會所，各家帶菜，備有愛筵。
　　四大區　時間：9/13（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各家帶菜，備有愛筵。
　集中禱告
　　一大區　時間：9/8（二）20:00，地點：青年路會所一樓。

　　三大區　時間：9/8（二）20:00，地點：大學路會所。

　　四大區　時間：9/8（二）20:00，地點：裕忠路會所 A102 室會所。

　　九大區　時間：9/8（二）20:00，地點：歸仁區會所。
　　十四大區　時間：9/8（二）20:00，地點：鹽水區會所。
　　十五大區　時間：9/15（二）20:00，地點：新興路會所。

　福音聚會
　　大五大區　時間：9/26（六）18:30，地點：新興路會所，各家帶菜，備有愛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