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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夏季訓練結晶讀經信息

前言
　我們已經看見，出埃及記二十一至二十三章這些

典章的暗示、明示，和意義都非常的豐富。這三章

聖經的結語乃是耶和華的使者帶着神的百姓到達應

許之地，這點實在非常有意義。基督既是奉神差遣

的那位，祂就在路上保護我們，帶我們進入作為

包羅萬有之美地的基督自己裏面。此外，二十三

章二十至二十三節不僅詳細的告訴我們如何進入那

地，也告訴我們如何得着這地作我們的享受。　

真理要點
　本篇信息真理要點涵蓋三個重點：第一，耶和華

的使者是誰；第二，耶和華的使者為我們作了甚麼；

第三，耶和華的使者要帶我們到那裏去。

　第一，耶和華的使者就是基督自己；這位基督

乃是三一神自己的彰顯。（出三 2，6，亞二 6 ～

11。）

　第二，本篇信息列舉聖經中有五處說到耶和華的

使者，分別為神的子民作了五件事 — 拯救、帶領、

以勸戒服事、立約並執行這約、完成神的經綸。

　在出埃及三章二節，耶和華的使者受神差遣，拯

救祂的百姓脫離他們受苦的處境。（參士六 12 ～

22，十三 3 ～ 22。）出埃及十四章十九節中，基督

作為神所差遣者在以色列營前行走，指明基督乃是

帶領百姓的那一位。在士師記二章一節裏，神在祂

神聖的三一裏指派並託付祂自己，採取行動照顧祂

的子民。在瑪拉基三章一節，基督這立約的使者必

忽然來到，要在以色列人身上執行祂藉着死所立的

約。（太二六 28。）當祂在被賣的那一夜設立祂的

筵席時，祂立了新約；（路二二 20；）在這約裏，

神有義務赦免我們的罪，將祂自己分賜到我們裏面

作我們的生命、生命的律和一切，好作我們裏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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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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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使我們能活祂。（耶三一 31 ～ 34，來八

8 ～ 12。）在啓示錄裏，祂被稱為『另一位天

使』，照顧神的子民、（七 2 ～ 17、）藉着作

大祭司，帶着祂聖徒的禱告向神供職，執行神

在地上的行政、（八 3 ～ 5、）來據有海與地、

（十 1 ～ 2、）宣告神對大巴比倫的審判，並在

榮耀裏顯現，使全地成為神的國。（十八 1 ～ 2，

十一 15。）

　第三，基督作奉差遣者，將神的子民領進祂

自己這美地裏；神定旨的目標，是要將祂的子

民帶進對基督這包羅萬有之地完滿的享受裏。

（申八 7，西一 12。）為此，我們必須學習順

從祂的話，（出二三 21 ～ 22，）以得着二十五

至二十六節的福，表徵在屬靈方面，神要賜給

我們糧與水以滿足我們，使我們長大且繁衍加

多，並除去我們的疾病，使我們不至未成熟而

死，（參林前十一 30，約壹五 16，）乃要在神

聖的生命裏長大以至於成熟，完全長成，（弗

四 13，西一 28，）好得着包羅萬有的基督作我

們的產業，給我們享受。（腓三 8。）

負擔應用            
　一、每天禱讀主話，享受基督是話又是靈，

（出二三 25，）不僅得着神的引導，（出十四

19，）也得着屬靈的福，以進入對包羅萬有基

督作美地的享受裏。

　二、殷勤追求每日生命的長大，（出二三

26，29 ～ 30，）以至成熟，（弗四 13，西一

28，）好得着包羅萬有的基督作我們的產業。

（腓三 8。）並且主動與神合作，把天然的生命

攆出。（羅八 13，加五 24，西三 5，腓二 12 ～

13，撒上十五 9，15，23。）（於同心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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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排入人的實行（四）

　牧養小羊成為一羣
　約翰十章二十九至三十節說，『那把他們賜

給我的父，比萬有都大，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裏

把他們奪去。我與父原是一。』這裏說到神的

手。二十七至二十八節說，『我的羊聽我的聲

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着我。我又賜給

他們永遠的生命 …。』這裏說到神永遠的生命。

並且在十六節說，『我另外有羊，不是屬於這

圈的；我必須領他們來，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

並且要成為一羣，歸一個牧人了。』這裏說到

合一。[ 我們 ] 原無法調和，卻在父的生命、父

的手裏，成為一群。這個一重在生命；不只是

神的手把我們握在一起、擺在一起，更是我們

裏面神的生命，叫我們成為一。（摘自「召會

的三方面之一－召會的意義」第四篇）

　盼望我們都禱告說，『主，我要得着復興。

從今天起，我要作一個牧人。我要去餧養人，

牧 養 人， 把 人 聚 成 一 羣。』 在 約 翰 十 章 和

二十一章，主用三個辭說到牧養的事：『餧養』、

『牧養』、『成為一羣』。祂說，『餧養我的

小羊，』又說，『牧養我的羊。』（二一 15 ～

16。）祂也說，『我另外有羊，不是屬於這圈的；

我必須領他們來，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

要成為一羣，歸一個牧人了。』（十 16。）另

外的羊就是外邦的信徒，他們要與猶太信徒聯

結在一起，成為一羣。主用『羣』作為名詞，

我也喜歡將這辭用作動詞（意指使羊成為一

羣）。我們該學習餧養人，牧養人，並使人成

為一羣。眾召會都必須學習如何使人成為一羣，

好叫他們能調和在一起。在聚集成羣的氣氛中，

人就被主征服、勸服，得着主的滋養和挑旺。

所有鄰近的召會該成為一羣，使聖徒得着牧養，

並被挑旺。（摘自「約翰福音結晶讀經」第

十三篇）

將人牧養到小排裏
　已往我們就知道，要托住得救的人，一定要

把他帶到小排裏。現在我們走新路，經過三年

多研究的結果，對於這一點看得更清楚。今後

我們所要實行的，從小處說，是家聚會；從大

處說，是區聚會；在家聚會和區聚會之間就是

排聚會。家聚會是個基礎。若是一個弟兄或姊

妹的家中長久沒有聚會，總是個弱點，是個漏

洞；這不只對他個人是個破口，對召會也是個

破口。召會要強，所有的弟兄姊妹最好都能有

家聚會。此外，我們定規區聚會的基本人數是

五十，超過八十就要分為兩區。同時，在區和

家之間一定要有排。沒有排，就沒有聯絡；沒

有排，就失去了托住弟兄姊妹的憑藉。(摘自「關

於生命與實行的信息 ( 下卷 )」第十九篇 )
小排裏教導、成全、調和、建造

　今天若是有五百個人受浸，馬上就需要五百

位弟兄姊妹，一人來領一個孩子去，雖然不是

自己生的，但領去養也算自己生的。餧養了六

個月以後，這個新人就穩定了，你就把他帶到

小排去，他和排裏的人熟悉了，就漸漸懂得怎

麼照顧人，怎麼幫助人。他看見你怎麼為人禱

告，你怎麼關心人，怎麼幫補缺乏的人，他就

學會了。這正像在一個大家庭裏面，大哥、大

姊作甚麼，底下的小弟、小妹跟着作一樣。我

們在排聚會裏立下模範，這會給新浸的人很多

可學的功課，這就是肢體同盡功用。一個肢體

同盡功用的小排，就變作身體了。召會一有行

動，眾肢體就配搭成為一個身體的活動。（摘

自「新約福音的祭司」第二篇）

　把他帶到小排聚會中，和聖徒們有接觸、有

交通，使他能向眾人敞開，得着彼此的照顧和

供應。在這樣的小排聚會中，每一個人都有同

等的機會和權利，都能開口說話，題出問題，

也解答問題；教導人，也受人教導。所題的問

題不外乎兩個重點，一個是關乎聖經中神的真

理，一個是關乎我們基督徒在生命中的追求

和長大。這種小排聚會最好一週一次。一年

五十二週，週週大家在一起交通、供應、發問、

解答、教導、學習，逐漸我們就進入真理的認

識，並生命的長大。結果，就被成全，能作有

恩賜的人所作相同的工作，各盡其職，建造基

督的身體。

　進一步…使他嘗到聖徒彼此交通的滋味，同

時也學習到主的真理。這樣，他在真理上有學

習，在生命上有經歷，也會親近主，與主交通，

從主得着靈感，他到了聚會中就能站起來申言，

為主說話。這件事並不簡單，所以在我的生活

中，我繼續接受負擔，去教導、成全他，也示

範給他看，怎樣纔是申言，為主說話。不是講

一些世俗的事，或僅僅一些病得醫治的事，乃

是根據聖經釋放真理，又根據生命的經歷見證

真理。並且說的時候，是照着靈感，是生機的，

不是機械的。有了聖經的真理，配着生命的經

歷。再加上靈感，那就是生機的。這纔是正確

的申言，真正的為主說話。我每週都拿出一點

時間去幫助人這樣操練，這也是我生活的一部

分。（摘自「主今日恢復中的召會生活 第五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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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負擔使罪人轉變成為基督的肢體，以完成神的經綸

　　    　　  　－生命信息－

　保羅在羅馬十五章十六節說，『使我為外邦人作基督耶穌的僕役，作神福音勤奮的祭司，叫所

獻上的外邦人，在聖靈裏得以聖別，可蒙悅納。』保羅乃是福音的祭司，將一切外邦人獻上給神

作祭物。保羅有負擔完成他的職事，使罪人轉變成為基督的肢體。在舊約裏，祭司獻上作基督之

豫表的牛羊祭物。但保羅說，他將那些藉着他福音的傳揚而得救的罪人，獻上給神作屬靈的祭物，

作基督的肢體。（彼前二 5。）他這樣作，乃是為着基督身體的建造，以完成神的經綸。

　這不僅僅是有神對罪人愛的關切，更是拿起負擔，要完成神的經綸。神有一個經綸，這個經綸

乃是以基督，並祂渴望得着一個身體為中心。今天難得看見很多人對基督的身體有真實的負擔。

今天傳福音的工作僅僅是為着得靈魂，但有誰顧到基督身體的建造？保羅為着基督身體的擴增和

建造而傳福音。他乃是一個祭司，要將得救的人獻給神作基督身體活的肢體。我們需要有這樣的

負擔。

　我們不該僅僅有負擔救靈魂。我們必須有負擔為着基督身體的擴增得着更多肢體，以完成神的

經綸。在哈該書一章八節，耶和華囑咐祂的子民說，『你們要上山取木料，建造這殿。』材料是

為着神殿，就是神家的建造。這是一幅圖畫，說出需要得着神所揀選的人作材料，為要建造祂活

的殿，祂的召會，就是基督的身體。

　我們救來的人乃是神所揀選的人。他們一旦得救了，我們就需要在他們身上作工，好使他們的

所是有新陳代謝的變化。我們需要在主裏勞苦，好叫罪人能得重生，然後被變化並建造起來。我

們需要將我們救來的人帶進召會生活，那是為着基督身體的建造。

　　我們都需要在裏面被主摸着。然後我們裏面就會對神的愛和神的經綸有回應。神的心裏對墮

落的罪人有愛的關切，祂的心渴望祂的經綸得着完成。這對祂是個沉重的負擔。今天誰明白神的

心，並為着神的心呢？今天神的心只是為着兩件事：拯救罪人，並完成基督身體的建造。我們知

道這要在新耶路撒冷得着終極的完成，那是神至終的目標。我們必須為這裏所題的兩個點禱告。

我們若不禱告，也不拿起這負擔，那麼我們參加活力排就沒有意思。

　我們必須在每一方面翻轉過來。活力排裏所有的成員都不該被動，乃該裏外都被那靈充滿，並

操練他們的靈，使靈得釋放。然後我們就要得着裝備，調和一起，豫備好出去得着擴增。

（關於活力排之急切需要的交通，第十六篇。）（待續）

－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

在透亮清明的天裏神的異象以及在神的榮耀之下與神同住(一)

　
在出埃及記十九、二十章裏面，以色列子民與神的交通是昏暗不明的，這是因為幽暗、密雲籠

罩的緣故。但是到了二十四章，立約的血灑在百姓身上以後，天立刻晴朗起來。沒有雷轟，也沒

有驚嚇、緊張或不安的感覺；整個空氣變得寧靜、祥和。在你與主的交通中，難道不曾進入這樣

的空氣中？你與祂接觸的時候，你不曾經歷過這種光景麼？我能作見證說，我多次看見主的異象，

正如出埃及記二十四章所描述的。我頭上的天是清明的，而我前面近乎有美麗、透明的藍寶石，

如同天色明淨。我能作見證說，我多次看見主的異象，正如出埃及記二十四章所描述的。我頭上

的天是清明的，而我前面近乎有美麗、透明的藍寶石，如同天色明淨。在這種屬靈的環境裏，我

看見了神。

　在這種屬靈的環境裏，我看見了神。在這樣清明的空氣裏，我們纔能彀領受建造神居所的屬天

異象。要看見舊約會幕的異象，或是要看見今天教會的異象，這都是不可少的。然而，大多數的

百姓在山腳下看不見這個景象。他們可能稍稍看見了一點點。但不像那些與摩西一同在山上的人

看得那樣的完全。（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八十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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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新約福音的祭司

　整卷羅馬書給我們看見，我們傳福音，乃是使罪人成為神的兒子並構成基督身體上的肢體，我

們也幫助他們長大，使他們能在眾地方召會中身體生活的實行裏，成為活躍的肢體。所以，福音

祭司體系的事奉，乃是『召會』作基督身體的事奉；我們的事奉的中心是救來罪人獻與神，目的

是建造基督的身體。

　列出名單代禱

　關於傳福音的實行上，我們需要在福音上花時間與主同在，並列出接觸對象的名單，包括我們

的親戚、鄰舍、同學、朋友和同事，按照我們與他們的關係加以分類。列成名單之後，必須從頭

到尾看過這份名單，想想每一個接觸對象是否已經得救，若不確定是已經得救的，他就是我們要

代禱的對象，我們必須勞苦為名單上的每一個名字禱告。

前去接觸人探訪人

　我們持續這樣勞苦並禱告，聖靈可能會使我們對兩三位有負擔，去接觸他們，可能是打電話，

或親自探訪邀請他們來到家裏，或是寄送一些福音材料、書報給他們，這樣的接觸是為着傳福音。

藉着用上述的方式勞苦，我們就為福音的傳揚奠定基礎。與同伴配搭，邀約到家裏或小排裏聚集，

使他們能接觸福音。

青少年奉獻自己在校園傳福音

　在已過暑假特會中，青少年聖徒們為着他們自己的校園福音有迫切的禱告，並且同校聖徒一同

為校園排的興起、延續並往前有更新的奉獻；另一面他們也向主許下奉獻心願，要在開學時延續

傳福音的生活，作神福音勤奮的祭司，主真是記念他們向着祂的心願。

　開學後，藉着聖徒與家長的陪伴與開啟：有些學生開始在校園裏一同晨興享受主，並相約一起

為校園福音的傳揚有禱告；還有學生更在校園裏放膽傳揚人生的奧祕！感謝主，藉着更多的聖徒

關注青少年工作，這學期學生們在福音上更加生活化。盼望藉着享受主，在學校的生活中活出主

耶穌正確的人性美德，青少年聖徒成為『大光』，吸引同學們一同來小排聚集，享受救恩的喜樂！

　社區聖徒擺上禱告、食物與實際的陪伴

　親愛的聖徒們，今天福音祭司體系的事奉，乃是『召會』作基督身體的事奉，也許我們只是在

信心裏分別五到十分鐘的時間，堅定持續每週與青少年有點關心、問候或代禱；青少年會因着我

們的陪伴建立起享受主的習慣。又或者有聖徒只是擺上一點飯食的供應，青少年都在心裏滿了感

恩與記念！那怕只是為着社區附近的一所校園能彀在那裏興起主的見證，有個簡單的禱告都好！

　盼望在十月，就是青少年福音月，能彀藉着眾聖徒的禱告、飯食、財物的擺上或實際的陪伴，『台

南市召會』的每一個青少年小排都能在福音生活上有突破，都能結出常存的果子，願主祝福！（青

少年服事者）

青少年在校園傳福音發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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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奔向自己房屋，顧到神家建造，

過四維生養教建的召會生活

  　　－青職－

　高中受浸後就深受主愛吸引，願意全然奉獻。

感謝主給我一段全時間訓練和竭力服事的經歷。

但婚後我的生活開始有了改變。愛主的心敵不

過金融風暴帶來的經濟恐慌，敵不過家人耳提

面命要我們在職存錢，我的燈開始放在斗底下，

心開始奔向自己的房屋，盤算着要積攢多少錢

纔彀家用？二○○八年我去在職，弟兄退了全

時間服事，開二手店，我們蠟燭多頭燒，除了

睡覺，幾乎都在工作，教會生活最後歸零，換

來的卻是汗流滿面、爭吵不斷、痛苦無比的生

活。但因着主的憐憫，最近讓我們能買了個小

窩，開始過有點像『正常人』的生活，但裏面

卻仍是依舊死沉、不滿足。我問主說，我愛你，

也聚會，也奉獻，為何裏面還是這樣死沉？主

光照我：我常為自己的家尋求許多，但卻不先

尋求神的家，所以我裏面祭壇的火燒不起來。

　感謝主！今年六月在一個姊妹羣組裏，因着

陸續有人敞開自己的難處，大家纔開始彼此惺

惺相惜，交通代禱，甚至跨國守望。我看見許

多聖徒冷淡退後，許多聖徒身體備受撒但攻擊，

我心有不甘，為着他們的光景我心裏焦急，如

同火燒，每天早起禱告，就這樣恢復了晨興、

追求、事奉的生活，我的生活開始『立體』起來。

我外面的環境沒有減少，甚至即將面臨失業，

弟兄又要轉換跑道，我的人生還有許多缺乏，

但我不再奔向自己的房屋，為自己的家和未來

擔憂罣慮，相反地，裏面因着主和身旁的同伴

卻滿有安息和把握。

　因為曠費時日甚久，現在每分每秒對我都是

極其寶貴，抓緊時間讀經追求；與主禱告，不

想間斷。有機會就傳福音、供應水深之處文章

或是分享經歷見證。時間到了就拉着孩子、同

伴，一起聚會、看望、接觸人、作兒童排…，

以前看到人避之惟恐不及，現在周遭的人都成

了我要生養教建的對象。我更寶貝能活在一班

愛主的青職同伴中間，成為團體的祭司體系，

全體事奉，為着神家的建造。

　　　　　　　　　（十大區　詹謝淑如姊妹）

　在職生活很忙碌，每週能參加固定的禱告聚

會、青職排及主日聚會，實在需要先有奉獻的

禱告。在我開始進入職場，我就跟主禱告，要

分別時間參加每個主日聚會和小排。主也很信

實的成就了。常下了班，就趕着參加聚會。有

一次，我在電梯遇到新來沒多久的同事，她問

我下班後要去哪裏，她對我說 :『我發現妳花很

多時間在聚會。』當她這樣對我說時，我就開

口邀約她一同來小排。

　我們每週三的青職排，大家都會帶菜，一起

愛筵，喫飯時彼此交通，飯後一同唱詩歌，每

週讀一章聖經，並且分小組研讀，人人分享。

現在的讀經進度到使徒行傳，聚會那週，在 line

的羣組上，就有弟兄姊妹會題醒大家本週讀經

進度。由於我個人覺得使徒行傳不是很容易馬

上讀完就能分享的，所以聚會前我會找時間先

把進度讀過，並把生命讀經內容讀過。因着聚

會前我就先享受和豫備，就不會擔心聚會時沒

有靈感，不知道要分享甚麼。因着事先進入，

能有一些從主來的話和亮光帶到聚會中，我更

享受弟兄姊妹的分享。

　也因着我們的小排人人盡功用，滿了人性的

顧惜和神性的餧養，我在職場上很樂於和同事

分享我的排生活，邀請福音朋友來參加。我們

的青職排也是福音的出口，常有福音朋友來，

我們只管放心的邀人來，人來了，同排的弟兄

姊妹都會熱切的招呼和豫備好傳福音。我有個

同事來參加過後跟我說，這裏很不一樣，非常

有家的感覺。她雖然因距離較遠沒繼續參加，

但福音種子撒下，開始持續參加我們在職場上

的讀經小排，並且都開口禱告。

　感謝主！ 願我們人人都能看重自己的聚集。

平日過一個晨晨復興，日日經歷主的生活，平

時有經營有豫備，在聚會中自然可以有得着的

可獻上，成為活而盡功用的肢體，享受聚會，

得着建造。（六大區　沈士慈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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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人數統計因連續
假期暫停統計一次

　　    　　  　　－受浸－

受浸新人名單

101 王靖茗、楊詠婷、黃雅玲、李苡瑄、翁雅緣

102 張立杰、黃昱穎、鄭光銘、侯青雲、陳聖文、

方乙豪、曾令斌、陳瑞群、洪楷庭 105 顏保旗

107 黃惠鴻、陳怡蒨、歐婕如、顏資媛 202 陳珮

寧、朱佑旻、陳秀慧 203 許智凱、黃柏瑄、宋

育儒、陳德瑋 204 姜涵茵、吳育成、黃楚仁 301
袁倫評、郭子憬、王柏 302 林演恩、張所友、

林裕叡、何立新、王文生、洪振凱、巫光偉、

楊政浩、游皓緯、張博舜、夏安廷、張秀美、

張庭標、盧俊翰、洪偉閔 303 翁峻恩、劉芊妤、

徐意涵 305 黃柏睿、吳峻廷、卓冠伯、Ngtnhat 
Thanh 411 林揚勳、劉宸霖、張原愷、陳志安、

許勝賢 502 劉仟璦 503 沈炯睿、曾蔡進治 601
白淨宏 602 金姿君、李宛真、莊庭瑜、魯庭芸、

戴慧琳、蔡銘徽、王美琇、江泓君 周家豪 603
張紘齊、吳旻格、李宜倫、鄭有玄、楊忠育、

莊順淞 604 朱君涵、翁敏芝、林昱齡、楊邵旂、

王亭尹 605 廖冠傑、胡韋全、黃柏育、李龢峰

701 宋佳奇 702 邱竣宥 704 顏嘉佑、林玉甫、陳

子孟、張肇祐、黃楨閎、蔡岱展 705 陳佳琳、

范庭瑄、洪翊筑、李怡儒、汪陳宜苹、黃雅雯、

李郁慈、李姿瑩、林怡璇 901 王麗君 王信傑

902 許阿速、林宸伃 903 周玳薇、李姿瑩、吳念

潔、黃琇玟、王怡文、熊婉婷、陳盈妤、陳冠

螢、蘇浤森、林原禾、張志淵、蕭偉丞、曾昱

嘉、林沂晁、劉一凡、陳盈妤、蔡依庭、田葳

浩、方紘澤、李冠毅、廖丞鈞 1001 楊濟民、熊

淑蓮 1002 梁晏鈞、陳若寧、鄭宸宇、曾揚智、

全啟祈、全啟文、何冠緯、全柯爾 1103 張鶴鏵、

李佩蓁、吳昀烜、王律綱、高堂恩 1302 洪翠梅

1401 王美香、詹忠原 1403 黃郁婷、許嘉芳、許

惟婷、陳亭安 1501 范雅蕙、鄭華真 1601 邱何

美針 1602 沈愉婷、蔡珮怡、蘇琬婷、李政一、

劉俞伶、黃琪喻、江念韋（共 161 人）。

受浸感言
（黃雅玲）唱詩歌時，覺得很開心。（黃昱穎）

開心。（黃惠鴻）平安喜樂！（顏資媛）迎接

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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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30 66 34 9 47 45 12 45 103 26 18 11 32 7 9 553

　　至 9/30 各大區受浸人數累計

新的生活。（陳珮寧）

主住進我靈裏了，感謝

主！（陳秀慧）感謝神

使我今日得救，主阿！

我將永不遠離你！（宋

育儒）希望耶穌用愛保

護我、包容我。（張所

友 ） 很 親 近！（ 林 裕

叡）很開心可以認識一

位 這 麼 不 得 了 的 主。

（王文生）感動！（洪

振凱）覺得很輕鬆、很

愉 快。（ 張 秀 美 ） 有

主耶穌很滿足。（盧俊

翰）感謝弟兄的禱告，

讓我感受到喜樂。（徐

意涵）我得救了！（胡

韋全）如獲新生！（林

玉 甫 ） 很 高 興！（ 陳

子孟）感謝主讓我重

生。（范庭瑄）新的感

覺！（王麗君）感恩與

感謝。（蘇浤森）覺得

心情放鬆！（陳若寧）

覺得心情很平靜，想起

在桃園的爸媽。（范雅

蕙 ） 很 新 鮮！（ 沈 愉

婷 ） 很 特 別， 也 很 感

動！（蔡珮怡）很謝謝

弟兄姊妹，讓我瞭解基

督的事情！（蘇琬婷）

微妙的感覺，情緒不穩

定的時期，希望能藉此

走出黑暗。（江念韋）

自基督來住在我心

阿利路亞！
　　　　　 我得救了！ 感謝主！

101 156600 801 22500

102 51400 802 37000

105手語 7420 803 0

107 14700 811青少年 2700

111青少年 0 小計 62200

小計 230120 901仁德 39901

201 45610 902歸仁關廟 56500

202 56700 903歸仁大潭 18050

203 20000 911青少年 0

204 50564 小計 114451

211青少年 0 1001永康 49500

小計 172874 1002永康 32000

301 23500 1003永康 12100

302 64700 1011青少年 33000

303 15500 小計 126600

305 19000 1101善化 28400

311青少年 10000 1102新化玉井 25700

小計 132700 1103新市 31000

401 70500 小計 85100

402 135800 1201佳里 11300

403 60000 1202佳里 29300

404 12500 1203七股 35100

405 106200 1204學甲 8600

411青少年 33600 小計 84300

小計 418600 1301麻豆 11600

501 8000 1302官田 15300

502 30600 1303下營 33000

503 22200 小計 59900

505 30500 1401新營 95800

511青少年 60000 1402鹽水 21500

小計 151300 1403柳營 38800

601 22310 1404白河 0

602 37100 小計 156100

603 30000 1501 19000

604 54000 1502 43310

605 30000 小計 62310

611青少年 30000 1601 3000

小計 203410 1602 10100

701 46900 1611青少年 0

702 57900 小計 13100

703 82100 台語 900

704 40000 其  他 58915

705 43500 其  他

711青少年 0

小計 270400
2403280

奉

獻

月

累

計

南市合計

2015.9.21~9.27

區

 

號

奉

獻

月

累

計

區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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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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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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課上半「舊約首批歷史人物（十）」。
　　（4）書報追求 「主的恢復之基本項目與結果」第 3~4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81~82 篇。

　（5）背經進度「腓立比書」，腓 2:10~2:12。
   腓　2:10　 叫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在耶穌的名裏，萬膝都要跪拜， 
   Phil 2:10    That in the name of Jesus every knee should bow, of those who are in heaven and on earth 

　 and under the earth, 
   腓    2:11     萬口都要公開承認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Phil  2:11     And every tongue should openly confess that Jesus Christ is Lord to the glory of God the
                       Father. 
  腓    2:12    這樣，我親愛的，你們既是常順從的，不但我與你們同在的時候，就是我如今不在的
                     時候，更是順從的，就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自己的救恩，
   Phil  2:12    So then, my beloved, even as you have always obeyed, not as in my presence only but now 
                       much rather in my absence, work out your own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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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 主日 ) 口結 31:1-32:32 口約壹 5:14-17  口約壹 5:14
10/05( 週一 ) 口結 33:1-33 口約壹 5:18-21  口約壹 5:20
10/06( 週二 ) 口結 34:1-31 口約貳 1:1-3  口約貳 1:2
10/07( 週三 ) 口結 35:1-36:21 口約貳 1:4-9  口約貳 1:4
10/08( 週四 ) 口結 36:22-38 口約貳 1:10-13  口約貳 1:12
10/09( 週五 ) 口結 37:1-28 口約參 1:1-6  口約參 1:3
10/10( 週六 ) 口結 38:1-39:29 口約參 1:7-14  口約參 1:8

(5) 正常聚會
(6) 接觸人

(7) 受浸人位
(8) 聖別用度

　 開活力家傳福音 家聚會 守望代禱 牧養對象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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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 週一 )
 10/06( 週二 )
 10/07( 週三 )
 10/08( 週四 )
 10/09( 週五 )
 10/10( 週六 )

  －報告事項－

　兒童福音月豫備交通
照顧區 永康照顧區 裕忠照顧區 北台南照顧區
時間 10/17（六）16:00~17:30 10/24（六）16:00~17:30 10/3（六）10:00~11:30
地點 崑山會所　 裕忠路會所 B101 室 麻豆會所

　下半年全召會成全訓練暨專項成全
　一、日期：10/11，11/8，12/13（每月第二個主日）。
　二、時間：改為 15:30 ～ 16:50 成全訓練，17:00 ～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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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豫讀出埃及記廿 1~21 及生命讀經第 51 ～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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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安弟兄 0935-565-982、陳王永江弟兄 0932-872-333

大區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四
事務服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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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前電器、場地佈置

兒童服事時段 15：20 ～ 16：00 16：00 ～ 16：40 16：40 ～ 17：20 17：20 ～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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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交管：三大區；兒童：九、十大區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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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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節期得救新人週週80人參加初信餧養成全；大專校園工作五環相調。

   青少年：為十月青少年福音月各排福音日之規劃代禱。

   兒童：十一月兒童福音月，120家打開，1000個兒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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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7位（9/14~9/20），受浸人數為553位（截至9/30 ）。

　新營區開展各大區配搭開展時段
日期 10/10 10/17 10/24 10/31 11/7 11/14 11/21 11/28 12/5 12/12 12/19

北台南 十二 十三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一 十二 全召會
福音

十三 十一 十二

南台南 五 十六 九 一 七 十五 十 青年照顧區 裕忠照顧區 永康照顧區

 　一、開展時段：15:50~18:30 叩訪，18:30~20:00 福音聚會。

 　二、集合地點：新營區會所（新營區東興路 187 號）。

　 三、請聖徒提供家住新營區親朋好友的名單，可與王呂慈娓姊妹聯絡（0965-812988）。

　書報　
　一、2016 福音月曆：每份定價 160 元，10/15 前預約價 100 元，逾期恢復特價 120 元供應。
   二、秋季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晨興聖言及基本訂戶第 47 梯次第三次發書，將於 10/11（主日）

　  發至各小區，亦可請書報服事者於 10/8（四）起，至書報室領取。

 財務交通
 請為各地購置會所共需 150 萬元代禱並記念：日本 100 萬，法國 20 萬，越南及金門 30 萬元。 

大區 日期 週 時間 地點 行動簡述 聯絡人 手機

二 10/9 六 7:00 嘉義                 青職福音相調 白家禎 0985-616179
三 10/7 三 18:45 翁宏仁弟兄家 小排福音（愛筵） 翁宏仁 0912-008557
五 10/17 六 18:00 郭永益弟兄家 小排福音（愛筵） 郭永益 0932-985357  
六 10/16 五 18:30 張錦淩弟兄家 青職福音（愛筵） 張錦淩 0923-774517
七 10/11 日 19:30 陳致均弟兄家 青職福音 許博舜 0988-010292
七 10/15 四 19:30 徐榮豐弟兄家 青職福音 李文芹 0986-062292
八 10/17 六 18:30 仁安路會所 大區福音 徐祥瑋 0977-209124
九 10/15 四 19:30 王志耀弟兄家 小排福音（愛筵） 劉維仁 0971-031362

十一 10/17 六 18:00 新市區會所 小排福音（愛筵） 王志宗 0958-252985
十二 10/14 三 18:30 佳里區會所 小排福音（愛筵） 陳韋字 0928-789015
十三 10/10 六 12:00 沈先國弟兄家 青職福音（愛筵） 洪琮博 0921-562513
十五 10/17 六 18:30 新興路會所 大區福音（愛筵） 林暉智 0953-810336
十六 10/12 一 18:30 鹽行會所 青職福音（愛筵） 余承恩 0988-605711
十六 10/17 六 19:30 崑山會所 福音聚會 顏俊智 0956-106905

北台南 10/9 五 9:00 中正大學 青職福音相調（自備午餐） 繆碩耘 0919-756464

　青職福音月福音行動規劃（目標：每大區受浸 4位青職）

　集中禱告聚會　六大區　 10/6（二）20:00，地點：中正南路會所。
　　　　　　　　　 九大區　 10/6（二）20:00，地點：歸仁區會所。
                　　　　    十五大區    10/13（二）20:00，地點：新興路會所，請攜帶週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