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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一篇信息立約的血將神的子民帶到神面前，
使我們能享受神，接受祂的注入，成為祂所是與身
位活的描繪與返照。靠着基督的血，我們不再是遠
離的人，乃是得與神親近，與祂交通。本篇信息我
們要來看出埃及記裏，神所設立一個非常重要的律
例，就是守節。出五 1 下，『讓我的百姓去，他們
好在曠野向我守節。』中心基要的思想就是神渴望
祂的子民向祂守節享受祂。

真理要點
　神子民所有的節期，都有以下共同的要點：
　一、節期不只是讓人有一段美好的時光，乃是向
神守節，使神喜樂。
　二、節期是特定的會集，為着特定的目的。
　三、節期是神所立定的，我們沒有權力和選擇的
餘地，我們必須尊重神的命定與祂同聚。
　四、節期就是沒有勞苦，沒有工作，無論何工都
不可作，也就是安息日的原則貫注在每個節期裏，
好顧到神的渴望。
　五、節期滿了獻給神的祭物，這些向着神所獻的
祭物，就是基督自己。祭物也包括神子民嘴唇的果
子，口中的讚美和心中的感恩。
　六、節期常是為着記念。節期叫我們記念神要我
們記念的事，題醒我們關於神在我們裏面，並為着
我們所作的事。
　出二三 14 ～ 17 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節。這三次
是除酵節、收割節以及收藏節。神的子民一年三次
向神守這些節，豫表在基督裏完滿的享受三一神。
　首先守除酵節，豫表藉着享受基督作無罪的生命
供應，潔除一切有罪的事物。以色列人中不可見有
酵的物。說出我們必須對付所覺得的罪和顯明的
罪，我們若容忍就會失去神子民之交通的享受。基
督是我們的無酵餅，祂是純誠真實，無罪的生命供
應。為此我們需要天天喫無酵餅所表徵的基督，使
我們過純淨的召會生活。
　接着是收割節，即七七節或五旬節，豫表享受復
活基督之靈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表徵復活的基
督。在祂復活那日獻給神。五旬節那天降下來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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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就是那作為初熟的果子獻給神的基督。這
指明復活的基督成了那靈，澆灌在祂的信徒身
上，作他們完滿的享受。那靈就是經過過程的
三一神那包羅萬有的靈，作為福音的福，賜給
祂的選民，作他們的美地，作神在新約經綸裏
所賜完滿的分。
　末了，收藏節，即住棚節，乃是收割的完成。
住棚節首先豫表要來的千年國，作為時代的喜
樂與祝福，給神的贖民，包括得勝者和得救的
以色列人在得恢復的地上與神一同享受。住棚
節是享受和滿足的節期，表徵神在生機一面完
全救恩的完成。新耶路撒冷稱為帳幕，指明有
分於新耶路撒冷的人都是真正守住棚節的人，
有完滿的享受和滿足，直到永遠。

　　負擔應用
　一、我們都是愛主的尋求者，是敬拜祂的人，
生命和性情與祂是一，也更要與祂的渴望是一。
從我們接受基督而得救，並且人生有了新的起
頭，就必須喫羊羔的肉和無酵餅，開始過無罪
的生活。
　二、我們需要有個人親近主的生活，更需要
有團體的禱告，如行傳一百二十人在樓房上的
禱告，澆灌下來的那靈，就是復活的基督完滿
的流出，人人都能豪邁的向主說，我在這裏請
差遣我。週週至少分別二小時以上，尋回五年
來得救的聖徒（他們都是主重價買回的產業，
名字都在生命冊上。）人人進入排生活，得着
牧養和成全。排排都有新人注入，達到建造。
　三、人常是乾渴的，所以主在節期的末日高
聲說，凡是乾渴不滿足的都當到祂那裏來喝，
好得着真正的滿足。使我們不僅得着滿足也滿
溢出活水的江河來，成為祂的擴大和擴展，也
就是擴大的帳幕。這帳幕在永世裏就是聖城新
耶路撒冷，是神與人永遠終極的調和，也是相
互的居所和住處。這就是住棚節所指向的，但
願我們的召會生活都有本篇信息所描述神子民
之節期的實際。（徐茂竹弟兄）

　
　　　　　　　　　　　　　　



             2015.09.20 2 　　    　　  －禱告聚會信息－

排排入人的實行（二）

　在本篇信息中，我們要交通到我們應該如何

向主學習，照着主的心牧養人。

愛能遮掩一切過錯
　箴言十章十二節說，『恨，能挑啟爭端；愛，

能遮掩一切過錯。』我們若彼此相恨，就會有

無止境的爭端；但是愛能遮掩，不僅遮掩一個

罪，一些罪，乃是遮掩一切的罪。雅各在他的

著作末了說，『我的弟兄們，你們中間若有人

受迷惑離開真理，有人使他回轉，這人該知道，

那叫一個罪人從他錯謬的路上轉回的，必救他

的魂脫離死亡，也必遮蓋眾多的罪。』若有人

達不到標準，受迷惑離開真理，我們該恨他，

還是愛他？我們可能不愛那些無法過團體生活

的人，而只愛在我們的弟兄姊妹之家過正確生

活的特別一班人。這完全不是照着聖經中所啟

示主的靈。…若是有一位弟兄受迷惑離開真理，

到公會聚會，或是去看電影，我們的小排可能

覺得我們不需要他，並且不接納他，因為他不

合格。這不是愛，乃是恨。愛能遮蓋眾多的罪。

即使我們知道他去看電影，也不該告訴別人；

這就是遮蓋他。我們不喜歡揭露他或暴露他。

揭露不是愛。恨能挑啟爭端；愛能遮蓋眾多的

罪。

神愛世人，叫罪人得永遠的生命，
就是成為新耶路撒冷

　約翰三章十六節說，『神愛世人，甚至將祂

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入祂的，不至滅

亡，反得永遠的生命。』我們神的心不是僅僅

愛義人，更是愛罪人，甚至愛世人；世人比僅

僅罪人更惡劣。『世人』指罪惡墮落的人。整

個人類都變成世界，就如整個神聖的族類，新

的族類，要成為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永

遠生命的總和、集大成，正如世界是墮落族類

的總和、集大成。神愛人類，甚至愛最惡劣的

人，目的是要他們都能有分於新耶路撒冷。這

裏的『永遠的生命』與四章十四節者同，那裏

說，『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面成為泉源，直

湧入永遠的生命。』得着永遠的生命，意思就

是聯於、有分於新耶路撒冷。…這裏『永遠的

生命』乃是神聖生命的總和。…神聖的生命只

有一個總和，就是新耶路撒冷。

主來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
　馬太九章…說，『耶穌在屋裏坐席，看哪，

有好些稅吏和罪人來，與耶穌和祂的門徒一同

坐席。法利賽人看見，就對耶穌的門徒說，你

們的老師為甚麼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喫飯？耶穌

聽見，就說，強健的人用不着醫生，有病的人

纔用得着。你們去研究，「我要的是憐憫，不

是祭祀，」是甚麼意思；我來本不是召義人，

乃是召罪人。』…耶穌雖然是神而人者，卻在

那裏與他們一同坐席喫飯。祂享受那段時光，

而所有的稅吏和罪人，就是古代的『匪徒』，

與祂同聚一堂。那情景得罪了法利賽人。法利

賽人…前來質問耶穌，為甚麼與『匪徒』和『銀

行搶匪』一同坐席。主回答說，強健的人用不

着醫生。一個人若很健康，可以正確的過團體

生活，他就不需要活力排作『診所』。…神的

兒子耶穌不是為着強健的人而來，祂乃是為着

有病的人而來。活力排的建立不是為着強壯健

康、能彀過團體生活的人，乃是為着那些過了

半夜纔回到弟兄之家的人。神要的是憐憫，不

是祭祀。…林前十三章三節說，『我若將我一

切所有的變賣為食物分給人喫，又捨己身叫我

可以誇口，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捨棄

一切給人，卻沒有愛，是毫無意義的。憐憫乃

是將愛引進。我們要愛貧窮的人，需要對他們

有憐憫。主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這

是祂的心。

　真實說來，在同工、長老、活力排中間，我

們已經失去了這個靈。我們沒有這樣一個愛世

人，愛最惡劣之人的靈。我們將人分類，選擇

好人。…最後，這些『好人』很少留在主的恢

復裏，許多不好的人反而留下來了。…若是照

着我們的觀念，神的揀選何在？…聖經說，神

恨惡以掃，愛雅各。我們若在場，絕沒有人會

揀選雅各，因為這個人太壞了。我們會揀選以

掃這個正人君子。…然而，這不是在於我們的

選擇，我們的揀選，乃是基於神永遠的揀選。

不要將人分類。誰能看出他們將來如何？我

十八、九歲打麻將時，誰會想到這個打麻將的

人，多年後會在美國對人傳講主？誰把我帶到

這裏？是基督這天梯。祂把我帶到諸天之上的

神那裏，也把我同祂自己帶到地上。…我下來

先到臺灣，然後到南洋諸島，再後來到美國；

如今我在這裏。

　無論我們是長老、同工或服事者，若失去這

樣的靈，我們就完了。這是我們多年來不結果

子的主要原因。最近有一位弟兄去照顧一對夫

婦，但他沒有這樣的靈。他去看望不超過十次，

就失望了。這對夫婦對這位弟兄無心，這位弟

兄就報告說，繼續看望他們是沒有用的。當於

牧師來看望我時，我對他毫不在意，但他一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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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耶和華的使者引領祂的百姓得着應許之地為業 (一 )

　我們若要得着應許之地為業，就必須學習聽從耶和華的使者，就是聽從神那裏差來的那位。這

位使者，這位奉差遣的，就是耶穌基督。神差遣基督到我們這裏來包含了許多步驟：道成肉身、

為人生活、釘十字架、埋葬、復活、升天、得榮、登寶座。藉着這種種步驟，神就差遣了基督，

祂的使者，到我們這裏來。現在祂既與我們同在，我們就必須聽從祂。

　我們若要賺得基督，就必須曉得祂乃是一個活的人位與我們同在，甚至在我們裏面。這活的人

位現今在我們裏面。（西一 27。）（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七十四篇 ）

三、四個月之久，週週不斷前來。我們需要有

這樣的靈。我們都必須改變我們的觀念。因此，

我們需要受門徒的訓練。我們有太多天然的想

法。我們需要被構成門徒，好有神聖的觀念，

就是父的心的觀念，以及那來拯救罪人之主耶

穌的心的觀念。

　久不聚會的人以為召會定罪他們。我們需要

有這種愛，去告訴所有久不聚會的人，召會並

不定罪任何人；反之，召會願意看見所有久不

聚會的人回來。如果他們都願意回來，我會流

淚向主感恩。…我們沒有資格定罪任何人。若

沒有主的憐憫，我們會和久不聚會的人一樣。

因此，我們必須愛他們。這一切都在於愛，正

如智慧的王所羅門所說的 :『愛，能遮掩一切過

錯。』我們愛人；我們愛反對者，我們愛那些

極力背叛的人。我說的是真心話。我們愛他們，

不恨他們。我是誰？我沒有資格定罪人或恨人。

我是完全的麼？連申言者以賽亞看見主時，也

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脣不潔的人，

又住在嘴脣不潔的民中。』今天有誰是潔淨的？

我們若批評人，說人的壞話，我們就是不潔淨

的。 ( 摘自『對同工長老們以及愛主尋求主者

愛心的話』，第二章 )

　　    　　  －禱告聚會信息－

新營區開展紀實 

　讚美主！這位有經綸的神，在地上藉着一班

人回應祂的呼召，同心合意的禱告並奉獻自己，

使祂的行動沒有任何阻礙，國度福音得開展，

基督身體得建造，好迎接主的回來。 
　自從 2014 年元月底新營區會所啟用後，不

僅是台南市召會全體負責弟兄們，或是外地來

訪的聖徒，都覺得新營區可以更加往前，而本

地聖徒也同有負擔，願主的名被高舉，基督的

身體得繁增。經過多方禱告交通，台南市召會

訂出清楚目標：2015 年底新營區增一個小區

（1405）、主日聚會達到 100 位、受浸 50 位、

得救 6 個完整的家、有 20 個家聚會。況且，不

只得新人，也要尋找並恢復輭弱久不聚會的聖

徒，同過召會生活，建造基督身體，榮耀主名。 
　十四大區全體聖徒都『阿們』響應這交通，

並同魂爲福音的信仰一齊努力，8/23、8/30 及

9/6 三個主日下午 4 點到 6 點，大區自己先『熱

身』，分爲 5 隊挨家挨戶叩訪，並在全聯、超

商門口發福音單張。其中 8/30 下午傾盆大雨，

還來了 36 位聖徒，靈裏高昂，同心配搭。主已

大大祝福，白板上目前有 40 位代禱的名單。 
　9/12 週六下午 4 點開始全召會整體的行動，

這個星期有第八、第十一大區聖徒一起配搭，

何榮耀！在這凱旋的行列中，共有 53 位聖徒參

加，有 8 位福音朋友（其中 5 位是青職）參加

晚上福音聚會，有詩歌、見證、福音短講、分

組談話，雖然沒有受浸，卻個個敞開，呼求主

名，帶着喜樂的心離開，我們深信藉着聖徒們

堅定持續的代求、回訪，並主耶穌基督的憐憫，

他們都必得救。 
　『我深信那在你們裏面開始了善工的，必完

成這工，直到基督耶穌的日子。』（腓一 6）阿

利路亞！（1401 區　馮張明恬姊妹）

新營區福音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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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良機接觸新生　身體配搭擺上禱告

日期 9/20 9/21 9/22 9/23 9/24 9/25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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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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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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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台
18:00 傳新生
福音（6） 

集合 : 南台姊妹之家

18:00 傳新生
福音（7） 

集合 : 南台姊妹之家

18:00 傳新生
福音（8） 

集合 : 南台姊妹之家

18:00 傳新生
福音（9） 

集合 : 南台姊妹之家

六大區

相調

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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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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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嘉藥
姊妹之家 

配搭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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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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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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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 區

 
烤肉
相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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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12:40 傳福音
地點 : 華醫校園

18:00~19:30
華醫福音聚會

12:00~12:40
傳福音

地點 : 華醫校園
敏惠傳福音

12:00~12:40 傳福音
地點 : 華醫校園

18:00~19:30
華醫福音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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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新市會所

首府
真理
南藝 

（十三大區）

17:00~18:00
首府接觸人

18:00~19:30 
首府福音聚會

敏惠
南榮 

（十四大區）

17:30~19:30  
敏惠福音（一） 

歐師母家

18:00~19:30  
敏惠接觸人 
柳營夜市

大專福音節期行程規畫

　九月份是一段特別的時間，因為許許多多的大專院校相繼開學，湧入從各地來的新鮮人。這時

我們就需要把握新生入學的良機，大量接觸他們，並帶他們得救。在《召會分項事奉的建立》第

二篇中題到，『我們從許多經歷得知，大學生最容易接受福音的時候，乃是新生入學的第一個學

期。人接受福音最適合的時間，就是在轉換的時候。我們一旦錯過新生從高中轉入大學之際，就

等於錯失了良機，要想在學期中得人就困難多了。所以，在開學的時候，我們要盡全力，傳福音

給新鮮人。

　這就如同北方農家種麥子，到五月間麥子成熟時，人人飯也顧不得喫，覺也顧不得睡。老人家

都喊着說，麥子掉了頭，還在家裏睡覺麼？因為麥子一旦成熟了，就必須快快收割；否則，很快

都落到地裏去了。麥子要掉頭，所以不能睡覺，必須在半天之內，統統收割。這個新生入學，就

是麥子掉頭，甚麼都不能顧，不能顧主日聚會，也不能管其他的事，只管去得着新生；即使不能

得着八成，也要得着五成。我們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我們實在需要有這樣的眼光，如同主在

約翰四章三十五節向我們的呼召，『看那，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發白，可以收

割了。』願我們都一同起來，到校園中收割主的莊稼。

　在實際配搭上，弟兄姊妹除了身體的擺上，一起傳福音，或是供應飯食、供應財物外，我們也

需要看重禱告的工作。福音乃是屬靈的爭戰。當許多青年弟兄姊妹在校園中傳揚福音時，仇敵也

在弟兄姊妹和不信的人中作破壞的工作。若不藉着身體中爭戰的禱告，一同穿戴神全副的軍裝，

我們就難以站立得住，不信的人也會被這世代的神弄瞎他們的心眼。所以盼望眾聖徒在各面為青

年人花費的時候，更是能擺上多而又多的禱告。當全召會一同動起來，為着福音效力，『平安的

神快要將撒但踐踏在你們的腳下。』（羅十六 20）阿利路亞！願我們在身體中一同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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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職福音月負擔交通－祭壇的火不可熄滅，青職福音繼續焚燒

　青職是青年工作的成果，他們也是召會事奉需要的柱子。現在全台眾召會平均青職聖徒人數大

約是召會人數的百分之十五，一直以來，我們都以為這好像還可以。但是在三十五年前，台北市

召會青職聖徒人數大約是召會人數的一半，那時召會中的事奉，幾乎都是擔在青職聖徒身上。最

近有一個幾百人的基督教團體，他們聖徒平均年齡大約是 29 歲。所以，我們必須瞭解，我們現在

是處在一個相當老化的情況。因此，我們若要主繼續在我們中間有路，我們必須起來，奮力、拚

命得着青職的果子。在校園我們不只要得着大學生，更要得着碩博生；在各職場，我們也要得着

大量的青年人。已過幾年，台南每年得人目標，青職都訂 120 人，但我們五年來沒有一次達到目標。

現在主給我們看見更大的需要，即使每年得着 120 個青職的新血，也是不彀的。現在我們青職得

人的目標必須往上拉，以主日青職平均人數作為我們得青職的目標。台南主日青職人數大約是 300
人，因此，我們的得青職目標乃是 300 人。

　我們會以為 120 人都達不到，300 人怎麼可能達到？但是，如果我們願意向主降服，尊祂為大，

以祂的需要為我們的負擔，就沒有達不到的。120 人也許是靠人在拚，所以我們達不到，但 300 人

非得靠聖靈來拚不可。聖靈若作工，300 人就一點沒有問題了。今年因着已過了三分之二，所以今

年得青職目標訂為 180 人。

　現在我們的需要，就是人人都得起來，向主許願，每年至少為主結一個常存的青年果子。聖靈
的工作就是要全召會人人都起來，盡福音勤奮的祭司，為主得着青年人。九月大專福音節期，十
月青職、青少年福音月，我們必須起來，有例常之外的勞苦：更多的禱告，更多的悔改，更多的
奉獻，更多的出訪接觸人。相信主要多多的祝福我們。（青職服事）

    青職福音月福音行動規劃（目標：每大區受浸 4位青職） 	 	 	

大區 日期 週 時間 地點 行動簡述 聯絡人 手機
七 9/20 主日 18:00 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福音愛筵 許博舜 0988-010292
七 9/25 五 19:30 張懷德弟兄家 青職福音 許博舜 0988-010292

十六 9/26 六 18:00 台南北門區鄉下 福音相調（烤肉） 余承恩 0988-605711
三 10/3 六 9:30 涼山 福音相調（戶外） 翁宏仁 0912-008557

十二 10/3 六 18:30 佳里區會所 福音愛筵 ( 各家帶菜） 陳韋字 0928-789015
十四 10/3 六 18:30 新營區會所 福音愛筵 張士毓 0932-828189

＊註：因篇幅有限，各大區青職福音行動，將陸續刊登。

　感謝主，這次雲嘉南眾召會青職特會，共 452
位聖徒參加。主題是全體事奉－為着神家的建

造。各篇交通到：聖經的中心異象－建造神的

家；人人參與，個個盡功用的建造；上山取木料，

為建造神家花費一切；愛慕神的話，被靈充滿

並充溢；作柱子－得勝者，為着基督身體實際

的建造。

　在身體的配搭中，無論總管、聚會、住宿、

財務…各事務，以及作見證、帶詩歌、信息等，

多由青職聖徒主體拿起負擔，中壯的弟兄姊妹

配搭扶持。很感謝社區聖徒的事務配搭，如飯

食、報到、車輛等服事，使青職聖徒能專心進

入特會信息！

　在負擔上，一開頭林鴻弟兄很強的交通到傳

福音的負擔，鼓勵眾人建立週週出訪、得青年

果子的負擔，之後交通到鼓勵區區建立青職排。

　題到忠信實行四維空間的召會生活－今天恢

復建造神的家，在於人人盡功用，全體都事奉。

包含：一、實行神命定的路－生養教建（傳揚

福音－人人要去，家排聚會－人人該作，為主

申言－人人都能）。二、帶着人作，成全人作。

三、在靈裏作，被靈充滿（身體獻上、心思更新、

靈裏火熱）。四、堅定持續，直到主來。

　並且論到需要為着神家的建造，『起來，作

柱子』，就是在召會生活中，信的過、靠得住、

叫得動；作奴僕、不抱怨、不爭功。

　感謝主，願這祭壇上的火，不只在青職特會

中焚燒，更繼續焚燒，落實在實際的生活中！

（305 區　翁張蘊慈姊妹）（待續）

青職特會蒙恩報導　全體事奉－為着神家的建造

青職聖徒奉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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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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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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課上半「舊約首批歷史人物（九）」。
　　（4）書報追求 「神救恩的中心與神的活出」第 11~12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77~78 篇。
　（5）背經進度「腓立比書」，腓 2:4~2:6。
			腓    2:4    各人不單看重自己的長處，也看重別人的。
   Phil  2:4    Not regarding each his own virtues, but each the virtues of others also. 
   腓    2:5    你們裏面要思念基督耶穌裏面所思念的：
  Phil  2:5    Let this mind be in you, which was also in Christ Jesus, 
   腓    2:6    祂本有神的形狀，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之珍，緊持不放，   
   Phil  2:6 		Who,existing in the form of God, did not consider being equal with God a treasure to be 
                    gras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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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 主日 ) 口結 12:1-13:23 口約壹 2:12-14  口約壹 2:12
9/21( 週一 ) 口結 14:1-15:8 口約壹 2:15-19  口約壹 2:15
9/22( 週二 ) 口結 16:1-63 口約壹 2:20-23  口約壹 2:20
9/23( 週三 ) 口結 17:1-18:32 口約壹 2:24-27  口約壹 2:27
9/24( 週四 ) 口結 19:1-14 口約壹 2:28-29  口約壹 2:29
9/25( 週五 ) 口結 20:1-49 口約壹 3:1-5  口約壹 3:2
9/26( 週六 ) 口結 21:1-32 口約壹 3:6-10  口約壹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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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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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 週一 )
 9/22( 週二 )
 9/23( 週三 )
 9/24( 週四 )
 9/25( 週五 )
 9/26( 週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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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福音月豫備交通
照顧區 青年照顧區 永康照顧區 裕忠照顧區 北台南照顧區
時間 10/3（六）16:30~18:00 10/17（六）16:00~17:30 10/24（六）16:00~17:30 10/3（六）10:00~11:30
地點 青年路會所一樓 崑山會所　 裕忠路會所 B101 室 麻豆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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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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召會小排聚會人數為1144位（8/31~9/06），受浸人數為432位（截至9/13）。

　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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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
 　長青服事者交通　時間：9/29（二）9:30，地點：裕忠路會所長老室。
   長青聖徒集中聚會　時間：9/30（三）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備有愛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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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書背經會考 
       今日於各區主日會後進行腓立比書第一章會考，由應考聖徒交互批改評分，並於 10/2（週五）
       前回報執事室各區實際應考人數，得獎試卷需繳回執事室，以便核發獎勵書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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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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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文基本訂戶第四十七梯次第二次發書：神內裏的運行與人三部分的救恩、在基督的身體
           與神同工，共兩本書，已發至各區。
    四、2016 福音月曆：每份定價 160 元，10/15 前預約價 100 元（以至書報室繳費為準，無買十

　  送一優惠），逾期恢復特價 120 元供應，請洽各區書報服事者訂購。

 財務交通
 請為各地購置會所，共需 150 萬元代禱並擺上記念：日本 100 萬，法國 20 萬，越南及金門

3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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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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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十二 福音收割聚會
南台南 七 十五 十 六 青年照顧區 裕忠照顧區 永康照顧區

　　 開展時段：15:50~18:30 叩訪，18:30~20:00 福音聚會。
　　 集合地點：新營區會所（新營區東興路 187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