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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兩篇我們進到出埃及記結晶讀經裏特別的一
段 — 立約的神與祂的諸約。說到神與人所立的五
個約，而這諸約事實上也都是指向新約。新約是用
主的血所立的，是祂在釘十字架之前立的；（可
十四 22~24；）這約是更美的約，是永遠的約。在
聖經裏，神與人所立的約，都是向人揭示祂的渴望。
神是以約的形式向人表達祂的渴望，給人保證，使
人心安，所以祂與人立約。神與人立約，是神對人
最高恩典的啓示。
　本篇信息接着說到『立約的血』。我們到底看見
立約的血這件事有多少？盼望我們能有禱告的靈；
願主捆綁仇敵，賜給我們智慧和啓示的靈，給我們
有內在的看見，認識甚麼是立約的血。

真理要點
　我們若要看見甚麼是立約的血，首先就需要來看
出埃及二十四章關於約的制定。在二十章，神在祂
的山上，頒佈了這個約作爲婚約。到了二十四章四
至八節就有約的制定。
　一、四個重要的事物：在這一段經文裏，有四個
重要的事物：第一是壇；第二是十二根柱子，代表
以色列十二支派，作神的見證；第三是燔祭和平安
祭，獻在祭壇上；第四是立約的血。壇表徵十字架。
我們若要進入律法作爲神與祂子民婚約的內在素
質，就需要十字架；這意思就是，我們需要被基督
救贖、了結並頂替。被祂重新構成，使我們裏面爲
祂所重新組成。再者，是十二根柱子，代表以色列
十二支派，作神的見證，返照神的所是。我們若要
作神的見證和返照，就需要第三樣：燔祭和平安祭。
燔祭表徵基督作我們向着神的絕對。我們若要返照
神的所是，作神所是的見證，就需要基督作我們的
燔祭。除此之外，在祭壇上也要獻平安祭。基督作
平安祭是爲着我們與神的交通，使我們能與神有平
安的光景和氣氛，使我們與神、與人都有平安。然
後我們還需要立約的血。這血所作的，就是將人帶
到神面前，甚至帶進神自己裏面。藉着取用立約的
血，使我們能享受神，瞻仰祂的榮美，接受祂的注
入，而成爲祂的見證。
　二、基督的寶血滿足神，使信徒能進到神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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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勝過仇敵一切的控告；（出十二 13，弗二
13，彼前一 18 ～ 19；）我們需要進一步看見主
的寶血乃是立約的血。我們也必須看見救贖的
血與神的面光（同在）之間的關係。摩西和所
有其餘的以色列人一樣，是墮落、犯罪且敗壞
的；他能在山上四十天之久，停留在神面前並
被神注入而成爲神的返照，是因爲神看見了救
贖的血；這就是摩西下山的時候面皮發光的原
因。（出三四 27 ～ 35。）
　三、唯一彀資格進入至聖所，來到有遮罪蓋
的約櫃那裏的，乃是帶着外院子救贖之血的人；
這血就是立約之血，把百姓帶入至聖所，進到
神面前。遮罪蓋，相當於羅馬三章二十五節和
希伯來九章五節的平息處，乃是約櫃的蓋，表
徵基督作神公義律法的遮蓋，也作神在恩典中
與祂的贖民相會，對他們說話的地方。（出
二五 17、22。）
　四、基督的血，就是新約的血、（太二六
28，路二二 20、）永約的血，（來十三 20，）
把神的子民引進新約更美的事裏，神在這約裏，
將新心、新靈、祂的靈、裏面生命的律（指神
自己及其性情、生命、屬性和美德）、以及認
識神的生命性能賜給祂的子民。（耶三一 33 ～
34，結三六 26 ～ 27，來八 10 ～ 12。）新約的
血把神的子民引進新約更美的事裏，神在這約
裏，賜給我們新心來愛祂。我們愛神，是因着
有立約的血。

　負擔應用
　一、當我們在基督裏，在召會中，立約的血
就發揮功效，使我們能獻歡呼的祭並唱詩歌頌
讚美神。並使我們得以瞻仰神的榮美，求問神，
脫離患難、仇敵，被神高舉而昂首。也願藉着
人人入排、排排入人的實行，眾聖徒一同享受
神所賜給我們一切屬靈的福分。
　二、啟示錄二十二章十七節下說，『口渴的
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藉着有分於大專福音節期的行動，帶領更多罪
人得救。立約的血將所有蒙恩罪人領進對神完
滿的享受裏，從今時直到永遠。（孫志誠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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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排入人的實行（一）

我們需要父神愛和赦免的心，救主基督
牧養和尋找的靈，滿了對人的愛和關切
　不牧養、不尋找的靈，以及沒有愛和赦免的

靈，正在主的恢復裏到處蔓延。我相信，沒有

父神愛和赦免的心，沒有救主牧養和尋找的靈，

乃是我們不結果子的原因。我知道你們都勞苦

作工，但幾乎沒有果子。主說，『樹總是憑果

子認出來的，』（太十二 33，）但我們卻是不

結果子的樹。在我們中間，不結果子的光景極

其普遍。一位良善溫和的牧師可能沒有特別的

恩賜，如講道的恩賜；他可能只是探望人，並

且當人來聚會時歡迎他們；但是照着統計數字，

這樣的牧師一年也會得着百分之十的擴增。反

觀我們，甚至還沒有百分之十的擴增。你能看

見我們是何等的荒涼麼？因着我們缺少父那愛

和赦免的心，以及子那牧養和尋找的靈，我們

就沒有果子。我們定罪人、規範人，卻不牧養

人、尋找人。我們缺少愛和牧養。這些是我們

結果子，得着人的重要因素。我們必須重新省

察自己的行為，如哈該所言。（該一 5。）我們

的行為是不正確的；有些地方出了問題。( 摘自

「對同工長老們以及愛主尋求主者愛心的話」 

第三章 )

愛有效能
　愛是有效能的。無論我們給人多少的牧養和

教導，若沒有愛，一切就都是徒然的。…牧養

和教導都需要愛，但不是我們天然的愛。…神

是愛；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壹四 8，

19。）神不要我們用我們天然的愛來愛人，乃

要我們以祂作我們的愛。…雖然受造的人沒有

愛的實際，但在這受造的人裏面，有一個東西，

叫他願意去愛人。甚至墮落的人裏面，也有愛

的願望。但那只是人的美德，是神愛的屬性的

彰顯。當我們重生時，神就把祂自己這愛灌注

到到我們裏面。我們愛祂，因為祂先愛我們；

是祂引進了這愛。

　神的愛激勵我們這些祂的兒女愛我們的仇敵，

使我們能完全，像祂一樣；祂愛那成了祂仇敵

的墮落人類，叫祂的日頭（表徵基督）上升，

一無分別的照惡人，也照好人，並且同樣的降

雨（表徵那靈）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我們

在愛別人的事上，應當像神一樣。…活力排必

須是有效能的排。我們的活力排是否有效能，

可由我們一無分別的愛人得着證實。

　愛是不嫉妒，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

凡事包容，凡事忍耐，永不敗落，也是最大的。

（林前十三 4 ～ 8，13。）嫉妒是在我們的天性

裏就有的。一個家中有了新生的孩子，另外的

孩子可能會嫉妒。在召會生活中也會有嫉妒。

一位姊妹禱告或申言時得着很多的『阿們』，

另一位姊妹可能會嫉妒。有些弟兄看到另一位

弟兄被設立為長老，可能會嫉妒…，另一位我

們不覺得應該設立的弟兄，可能會因着嫉妒而

被絆跌；但愛是不嫉妒的。

　此外，愛也是不輕易發怒。因着缺少愛，人

很容易發怒。我們若充滿了神聖的愛，無論我

們多麼受到斥責，我們也不會發怒。愛是不計

算人的惡。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常計算別人的

惡。有些妻子有一本記錄，一本賬簿，記下她

們丈夫的失敗和缺點。這個記錄不一定是寫下

來的，卻是在她們的頭腦裏。她們一直在計算

她們丈夫的惡。

　作長老的必須知道，他們在牧養時，必須遮

蓋別人的罪，不可計算別人的惡。愛是凡事包

容，意即遮蓋一切，不僅遮蓋好事，也遮蓋壞

事。…我們若揭露在我們長老職分下，在我們

牧養之下的肢體，這就廢除了我們的資格。愛

也是凡事忍耐，永不敗落。林前十三章總結的

說，『如今常存的，有信、望、愛這三樣，其

中最大的是愛。』 

基督的身體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
　在已過這幾年裏，我們寶貴主給我們看見神

聖啟示的高峰。我所擔心的是，我們可能談論

高峰的真理，但在我們中間卻缺少愛。如果這

是我們的情形，我們就是自高自大，而沒有建

造。基督的身體乃是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

召會既不是逮捕人的警察局，也不是審判人的

法庭，乃是養育信徒的家。作父母的都知道，

他們的孩子越壞，就越需要父母的養育。如果

我們的孩子是天使，就不需要我們作父母養育

他們。召會是愛的家，為着養育兒女。召會也

是醫院，為着醫治並恢復有病的人。最後，召

會也是學校，為着教導並造就尚未學習的人，

就是那些沒有多少認識的人。召會既是家、醫

院和學校，同工和長老就應當與主是一，在愛

裏養育、醫治、恢復並教導人。

　保羅…說，『有誰輭弱，我不輭弱？』（林

後十一 29 上。）當經學家和法利賽人帶着一個

行淫的婦人到主那裏時，祂對他們說，『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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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先拿石頭打她。』（約

八 7。）當眾人都離開後，主問那犯罪的婦人，

說，『婦人，那些人在那裏？沒有人定你的罪

麼？』她說，『主阿，沒有。』然後耶穌說，

『我也不定你的罪。』（10 ～ 11。）誰是沒有

罪的？誰是完全的？保羅說，『向輭弱的人，

我就成為輭弱的，為要得輭弱的人。』（林前

九 22。）這就是愛。我們不該以為別人是輭弱

的，我們不是輭弱的。這不是愛。愛遮蓋人並

建造人，所以為着建造基督的身體，在我們的

所是所作上，愛乃是極超越的路。（摘自「活

力排」 第八篇）（待續）

關於網路點名系統『家聚會』與『福音出訪』的勾點說明

　　    　　  　　－交通－

　經過全台同工訓練及全台長老暨負責弟兄聚會後，關於召會生活人數網路點名系統中，『家聚

會』與『福音出訪』的勾點標準，在此重新作個說明，以後點名請以此說明來執行： 
　一、『家聚會』－凡送會者與被餧養者都要勾點，但這不含電話晨興或晚禱者。必須是面對面，

在家裏，為着餧養福音對象、初信者、或久未聚會聖徒的聚會。 
　二、『福音出訪』－為着傳福音，當週有出訪（與大小區團體出訪，或與同伴出訪）者，纔勾點。

個人生活偶而發單張者暫不勾點。 
　三、目標：在年底前，家聚會與福音出訪之比例分別達到主日聚會人數的 30%。

　　    　　  　－成全訓練－

一、真理班：聖經的研讀 　

　每次的冬夏季訓練幫助我們以一種結晶的眼光來讀聖經，但因着我們對於舊約聖經的認識不足，

因而不容易有扎實的真理構成在我們裏面，成為我們長期的滋養。所以，我們將帶大家一同來研讀

出埃及記。以恢復本綱目再加上生命讀經的內容撰寫課程綱目，幫助眾聖徒裝備主話，並激勵聖徒

們建立讀經的風氣，並讀生命讀經的生活。藉着研讀，幫助我們天天經歷實際的出埃及、經曠野、

得啟示和被建造。

二、生命班：國度子民的生活與法則
　『馬太五、六、七章揭示國度的實際。我們不該以為這三章僅僅是時代的，僅僅與將來有關。

這三章也必須應用在我們現今召會生活的光景裏。正當的召會生活就是國度的實際。國度的實際，

能在正當的召會生活中看到。』（國度下冊，三八九頁。）

　馬太五至七章所啟示之國度的實際，與內裏生命、召會生活極其相關。藉着活在國度的實際中，

我們纔能有正當的召會生活。下半年將繼續交通馬太六至七章，分別說到國度子民的義行、財物、

待人的原則、以及生活工作的根基。內容實際，可直接帶進召會生活中的應用。

三、事奉班：聖經中事奉的榜樣
　上半年是從舊約的聖徒看事奉的榜樣，下半年是從新約的聖徒看事奉的榜樣。下半年四篇信息的

篇題分別為：一、從主耶穌身上看事奉的榜樣；二、從使徒們看事奉的榜樣－彼得與其他使徒們；

三、從使徒們看事奉的榜樣－保羅和其他的同工；四、從新約聖經中的姊妹們看事奉的榜樣。

　每一個得救的人，都是被命定的新約祭司，被命定要來事奉神。但我們該如何事奉呢？除了聖經

中的啟示以外，榜樣更是給我們清楚又生動的圖畫。期盼從這些榜樣身上所看見的，帶給我們甘甜

又有力的事奉。

2015 下半年成全訓練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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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燒、燒校園，價值存到永遠

　九月開學之季是在大學校園裏傳福音的大好機會，學生們經過了大專特會的焚燒，個個靈裏火

熱，甚至有校園還未開始福音節期，就有人陸續得救。現今是全召會弟兄姊妹一同下網捕魚的時

候了。

　『想想看，若是主二十年、三十年遲延回來，而這一代的年輕人，帶着負擔出去到非洲、南美、

澳洲、紐西蘭，帶一羣羣的人得救，這是何等榮耀！他們出去不是賺美金、賺馬克、賺法朗，而

是賺美國人、賺德國人、賺法國人。這是何等有價值、有意義…。所以，我們要用福音的火去燒

校園、燒社區，把人帶到主裏面，這價值存到永遠。』（引自『福樂的人生』）

日期 9/13（主日） 9/14（一） 9/15（二） 9/16（三）　 9/17（四） 9/18（五） 9/19（六）

成大

18:00~19:30 
聖經講座 

19:30 接觸人 
集合 : 大學路
會所地下室 

配搭 : 301 區

18:00~19:30
 聖經講座 

19:30 接觸人 
集合 : 大學路
會所地下室 

配搭 : 302 區

18:00~19:30
 聖經講座 

19:30 接觸人 
集合 : 大學路
會所地下室 

配搭 : 303 區

18:00~19:30 
聖經講座 

19:30 接觸人 
集合 : 大學路
會所地下室 

配搭 : 305 區

18:00~19:30 
聖經講座 

19:30 接觸人 
集合 : 大學路
會所地下室 

配搭 : 七大區

16:00 接觸人 
集合 : 大學路

會所一樓 
配搭 : 三大區

南台 新生福音問卷

18:00 傳新生
福音（1） 
集合 : 南台
姊妹之家

18:00 傳新生
福音（2） 
集合 : 南台
姊妹之家

18:00 傳新生福音
（3） 

集合 : 南台
姊妹之家

18:00 傳新生
福音（4） 
集合 : 南台
姊妹之家

18:00 傳新生
福音（5） 
集合 : 南台
姊妹之家

南大

18:00~19:30 
福音聚會 

地點 : 青年路
會所二樓

18:00~19:30 
福音聚會 

地點 : 青年路
會所二樓

19:30 接觸人 
集合 : 青年路

會所一樓 

  19:30 接觸人 
集合 : 青年路

會所一樓 
                                                                                                        

18:00~19:30 
福音聚會 

地點 : 青年路
會所二樓

崑山
南應大

18:00~20:00
福音講座

地點：鹽行會所 

18:00~20:00
福音講座

地點：崑山會所 

19:30~21:00 
十大區共同出訪 

18:00~20:00  
福音講座

地點：鹽行會所

18:00~20:00
福音講座

地點：崑山會所 

長榮
嘉藥

19:00~21:00
福音開展 

集合 : 長榮
學生中心 

配搭 :902 區 

17:00~19:30
聖經講座 

19:30~21:00
福音開展 

集合 : 長榮學生
中心 

配搭、飯食
901 區

19:00~21:00
福音開展 

集合 : 嘉藥
姊妹之家 

配搭 :701 區 

17:00~19:30
聖經講座 

19:30~21:00
福音開展 

集合 : 嘉藥
姊妹之家 

配搭、飯食
702 區

19:00~21:00
福音開展 

集合 : 長榮
學生中心 

配搭 :901 區

17:00~19:30
聖經講座 

19:30~21:00
福音開展 

集合 : 長榮
學生中心 

配搭、飯食
902 區

19:00~21:00
福音開展 

集合 : 嘉藥
姊妹之家 

配搭 : 七大區 

華醫

12:00~12:40
傳福音

地點 : 華醫校園

12:00~12:40
傳福音

地點 : 華醫校園
18:00~19:30

福音聚會

12:00~12:40
傳福音

地點 : 華醫校園
17:30 南護傳福音

12:00~12:40
傳福音

地點 : 華醫校園
18:00~19:30

福音聚會

12:00~12:40
傳福音

地點 : 華醫校園

16:00~18:00
華醫 + 四大區

青職到校園
傳福音

遠東 
（十一大區）

19:00~21:30 
遠東接觸人 

集合 : 新市會所

19:00~21:30 
遠東接觸人 

集合：新市會所

18:30~20:30  
遠東福音聚會 

集合：新市會所

首府
真理
南藝 

（十三大區）

17:00~19:00  
南藝新人回娘家 

南湖餐廳

20:00~21:30 
首府接觸人 

首府校園集合

18:00~20:00 
南藝期初福音 

嘉南球場

敏惠
南榮 

（十四大區）

19:30~20:30  
敏惠新人回娘家 

柳營會所

17:00~18:00  
敏惠接觸人 
柳營會所

17:00~18:00  
敏惠接觸人 

柳營會所集合

大專福音節期行程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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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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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立約的血 (二 )

　立約的血主要不是為着赦免，它主要乃是為着神要成為我們的分。神已經命定並且豫定我們享

受祂。神已經與我們立約要賜給我們這種享受。根據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八節，主耶穌拿起杯

來說：『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根據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節，主耶穌說：

『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在哥林多前書十章十六節保羅說這杯是『祝福的杯』。這祝福的

杯就是藉血所立的約。新約的血就是立祝福之約的血。這約就是這杯，也是作我們福分的祝福。

這福分就是神自己作我們的享受。

　在啟示錄第七章裏，那些『曾用羔羊的血，洗淨了他們的袍子，並且洗白了。』的人乃是在神

的寶座前，在神的殿中，並被帶到生命水的泉源那裏。此外，啟示錄二十二章十四節說：『那些

洗淨自己袍子的有福了，可得權柄到生命樹那裏，也能從門進城。』在此我們看見，藉着血的洗淨，

我們得着權柄來到生命樹那裏，並進入那城─新耶路撒冷。生命樹和那城乃是作我們福分之神終

極的兩方面。我們若以整體的眼光來看聖經，就會看見立約的血帶我們完滿享受神作我們的福分，

從今時直到永遠。（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七十九篇 ）

　感謝主！藉着召會推行每週背三節『腓立比

書』，我們的召會生活與生態有了明顯的改變。

每週我們聚會三次，聚會前先背誦進度，有同

伴，有目標，就有活力喜樂。經歷『健康話語

的規範』實實在在托住我們對基督耶穌的信與

愛。

　並且，弟兄還給我們模擬考，藉着弟兄拿起

負擔主動幫我們考前抓題，眾人重溫學生時代

拿筆作答那種甜美的簡單。不管是蒙恩三、

四十年的老榦或是得救纔兩年的新枝，個個都

奮力作答。然後，再將考卷交與當老師的姊妹

批改。領回考卷，考前對經文信心滿滿的，嘗

到成績不如預期的羞愧；而不甚被看好的，卻

是幾近滿分。在此我們真是豫嘗了，主對精明

童女與愚拙童女的天壤之別的對待。召會生活

真是成全人的學校！（1501 區　車惠軒姊妹）

健康話語規範　背經考試蒙恩

聖徒背經考試前的模擬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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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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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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下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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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75~76 篇。

　（5）背經進度「腓立比書」，腓 2:1~2:3。
     腓    2:1   所以在基督裏若有甚麼鼓勵，若有甚麼愛的安慰，若有甚麼靈的交通，若有甚麼慈
                    心、憐恤，
   Phil    2:1  If there is therefore any encouragement in Christ, if any consolation of love, if any fellowship
                     of spirit, if any tenderheartedness and compassions,  
    腓     2:2   你們就要使我的喜樂滿足，就是要思念相同的事，有相同的愛，魂裏聯結，思念同
                     一件事，
   Phil   2:2   Make my joy full, that you think the same thing, having the same love, joined in soul,
                     thinking the one thing, 
    腓     2:3   凡事都不私圖好爭，也不貪圖虛榮，只要心思卑微，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Phil   2:3   Doing nothing by way of selfish ambition nor by way of vainglory, but in lowliness of mind
                   considering one another more excellent than your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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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 主日 ) 口結 1:1-14 口約壹 1:3-4  口約壹 1:3
9/14( 週一 ) 口結 1:15-28 口約壹 1:5  口約壹 1:5
9/15( 週二 ) 口結 2:1-3:27 口約壹 1:6  口約壹 1:6
9/16( 週三 ) 口結 4:1-5:17 口約壹 1:7  口約壹 1:7
9/17( 週四 ) 口結 6:1-7:27 口約壹 1:8-10  口約壹 1:9
9/18( 週五 ) 口結 8:1-9:11 口約壹 2:1-2  口約壹 2:2
9/19( 週六 ) 口結 10:1-11:25 口約壹 2:3-11  口約壹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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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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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 週一 )
 9/15( 週二 )
 9/16( 週三 )
 9/17( 週四 )
 9/18( 週五 )
 9/19( 週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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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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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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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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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器：第一組；交管：六大區；兒童：一、五大區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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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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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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革熱疫情：求主管制登革熱疫情擴散，使福音的傳揚及聖徒聚會不受任何的打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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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為止，全召會小排聚會人數為993位，受浸人數為403位。

　大區
　 集中禱告
　　十四大區　時間：9/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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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主日
    　六大區　時間： 9/20（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型會場，各家帶菜備有愛筵。

　外出相調
　　六大區　時間：9/26（六）8:00，集合地點：裕忠路會所，將前往漯底山和彌陀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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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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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於 9/13（主日）前向黃雅欣姊妹（0933-071-217，E-mail：shinerdaisy@gmail.com）報名繳費。

　裕忠照顧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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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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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福音書房推出新款智慧手機特惠方案，內附聖經、詩歌、書報等 28 套 APP，詳情請

　  洽書報室或台灣福音書房網站。

　新營區開展各大區配搭開展時段
日期 9/19 9/26 10/3 10/10 10/17 10/24 10/31

北台南 十二 十三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一 十二
南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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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交通後公佈 福音收割聚會

南台南 七 十五 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