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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春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信息要點

第四篇　出於神的事奉

   全召會福音聚會：6/18（六）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前言

　我們藉着認識這宗教的世代，領悟基督完成

神經綸的路，看見世界局勢作神行動的指標，

以及傳佈主恢復的真理是爲着祂的回來。我們

也必須要帶着異象，照着啓示，在身體中來事

奉，目的是爲着建造神的家。上一篇信息交通

到事奉神的範疇，也就是我們要在神兒子的福

音上，並在我們的靈裏來事奉神；現在要進一

步來看我們事奉的源頭－必須是出於神的事奉。

真理要點

　我們應該像亞伯拉罕那樣，相信神是獨一的

源頭，是『稱無為有的神』，祂是創造的神，

祂只要說話，就能從無創造出有；並要認識神

是父，祂是源頭，是惟一的發起者，一切都是

起源於祂，一切都是由祂而出；父神是宇宙惟

一合法的起源者，而聖靈是我們心中惟一合法

的發起者。神必須是所有屬靈工作的起源者，

祂的旨意必須管制我們所有事奉的起點。

　召會中一切的工作和事奉，都必須是神發起

的，也必須是照着祂的旨意；真實的事奉都不

能從我們裏面出來，只能從神出來；只有神發

起的，纔是啓示的事奉。凡是從人發起，是人

開始的，不管是多麼爲着神的，都不過是宗教

活動，在神眼中，這種活動不能算是對神的事

奉，或神的工作。因為神能算作是事奉祂，是

祂工作的，都必須是神自己發起，神自己起頭

的；所以我們在事奉神的事上，要更多學習能

停下自己，等候在神面前，要停下我們所有的

主張、定規、看法，讓神說話，讓祂進來，讓

祂發號施令。

　總而言之，要得着神啟示的惟一條件，就是

藉着十字架的殺死，停下我們的說話、我們的

主張、我們的眼光和我們的己，好讓神有絕對

的機會說話。

　在林後三章五節和六節給我們看出，事奉有

兩種不同的源頭，一個是自己，一個是神；一

種是憑着字句的，是出於自己的，一種是憑着

靈的，是出於神的。出於我們自己的事奉，是

我們在神以外，向神獨立，不用倚靠神，不用

尋求神，不用和神有交通，就能作出來；然而

出於神的事奉，是在神裏面，倚靠神，尋求神，

和神有交通，並絕對以神為源頭。在神之外，

我們的熱誠，我們所有的事奉，都沒有屬靈的

價值。一個出於神，有屬靈價值的事奉，必是

我們和神聯合，住在祂裏面和祂有交通。

負擔應用

　在我們一切的事奉中，我們該想到神、敬畏

神，我們該害怕我們為神所作的，不是神發起，

乃是我們自己發起的；我們也要從深處學得，

神只需要我們與祂配合，因為神不需要我們為

祂作甚麼，祂不要我們發起任何事。

　出於神的事奉是必須和神有交通的，是不能

和神脫節的，每時每刻都需要和神有新的接觸。

每一個出於神，能蒙神悅納的事奉，都是和神

接觸，而摸着神的；都是一面接觸着神，一面

事奉神。

　我們事奉的源頭，該是神，該是靈，該是神

在我們裏面的運行，該是神的靈在我們靈裏的

運行、主張並帶領。因此，我們必須將自己交

給、讓給內住的神，將我們自己的心思、情感

和意志都服在神的管理之下，讓神佔有，讓神

充滿。我們這樣親近神，和神交通，就很容易

得着神的負擔，從這些出來的事奉，纔是出於

神的事奉。（謝錫賢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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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生活的建立 (三 )傳福音的實行與講說 

傳福音的實行
　說到傳福音的實行，首先要把你所有的親人，

朋友，同事，同學，都列出一個名單來。已經

得救的就不要管了。沒有得救的，就以他們為

對象，對他們傳福音。你總要先對自己的親友

傳福音。這就是出埃及記十二章所說，以色列

人過逾越節，一家人羊羔喫不完，要分給鄰舍

同喫的意思。這一件事，認真說各地教會都應

該帶每一個新得救的人好好的作。

　你記得使徒行傳第一章說，傳福音是從耶路

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這是

福音廣傳的原則。這是從中心一直往外開展的。

所以我們也要從至近的親友身上往外擴展。你

把未得救的親友名單列出來之後，就盡力的去

和他們接觸，不是為着交朋友，不是為着來往，

乃是為着傳福音。在接觸的時候，不要和他們

講太多，也不要辯論太多，免得萬一弄不好，

反而會攔阻他們，把他們關在救恩的門外。等

到教會有傳福音聚會的時候，就要盡可能的把

他們帶去參加，叫他們聽福音接受主。

傳福音的講說

　傳福音一定要講要說。這一點非常重要，卻

是一般基督徒所忽略的。很多人有一個觀念，

認為傳福音是在於生活行為上的見證，不在乎

話語。這是撒但的詭計！一個弟兄或姊妹，他

能在人跟前講說福音越多，他的生活行為定規

越有改變。有的人你問他說，弟兄，你為甚麼

不傳福音？他說，你看我這個樣子怎麼傳？沒

有好行為就不應該開口，開口沒有用反而有妨

害。但事實上，他越不開口，就越不像樣。一

個不像樣的弟兄，他若能站起來對人講一次福

音，第二天就像樣多了。弟兄們，傳福音不是

用行為傳，傳福音乃是用話語傳。所以要去講，

要去說，講來講去行為就好了，說來說去生活

就像樣了。你行為所以不好，就是因為你不傳

福音。

　不僅如此，以弗所六章說，福音也是一雙鞋，

穿在我們的腳上，叫我們能彀遠離世上的污穢。

你越對人講福音，他們作那些犯罪的事時就越

不來找你。他們說，不要找他，他那個人昨天

剛剛講福音，去找他有甚麼用？如果你啞口無

言，一點不講說福音，光在那裏說，我要靠行

為，用好行為來作見證，慢慢你就看見，打牌

的同事來了，看電影的同學來了，這個拉你的

手，那個扯你的衣服，就把你拖去了。這種例

子是很多的。有的人在鄰舍跟前沒有見證，就

是因為他從來沒有對鄰舍講過一篇福音。如果

他能對鄰舍講一次福音，這一次講就保守了他，

叫他在鄰舍跟前不容易有錯。所以弟兄姊妹，

千萬不要說，要傳福音就要有好行為。這話對

老信的人說是應該的，但不可對初信的人說。

對初信的人要說，去講，去說。傳福音就要講，

就要說。這個講說就是你的保障。

　我自己年輕的時候也聽見過這樣的教導，傳

福音最好是用行為傳，不要用口傳。後來有一

位神的僕人，來翻這個教導，就質問大家說，

聖經甚麼地方告訴我們說，傳福音是用行為

傳？說話不用口說，卻用行為說，聖經甚麼

地方這樣告訴我們？反而使徒行傳（四 17 ～

18）給我們看見，乃是撒但一直要封閉人的口，

不叫人傳講。要傳講，口就不能閉起來。你不

要以為你輭弱，所以就不講。不，你所以輭弱，

就是因為你不講。你一講就剛強了。你不要以

為你的生活不正常，所以就不說。你這個不正

常，原因就是因為你不說。你說了，就正常了。

弟兄姊妹，我們要反基督教裏一般的觀念，不

要管自己情形如何，總歸要去講。

　我們必須改這個觀念。同時不要以為光是老

練的，長進的，有經驗的，明白道理的，纔能

去講。不，就是昨天纔受浸的也要出去講。我

們的口不要閉起來，基督徒的口是不能閉的，

基督徒的口是要一直說話的。要去講。對也講，

不對也講。總歸耶穌是救主，不會錯。就是這

樣一直講，福音就傳出去了。（摘自初信課程，

第二十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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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福金燈臺照耀　巴黎召會牧養神羣羊

主內親愛的聖徒們，平安喜樂！

　主的恢復真是一條康莊大道，前途如旭日東

昇！

　迫不及待地要和你們交通到已過五月十四～

十六日在德國法蘭克福的榮耀特會。

　經過半年來全球聖徒同心合意出代價到德國

四大城市－柏林、杜塞爾多夫、法蘭克福、斯

圖加特，傳揚福音給近年大量湧入德國的難民，

四處召會都得了復興。許多難民得救，受浸，

並在穩定的餧養中，甚至已調進各地的召會生

活中。適逢這一年一度的德語世界特會，又是

主在法蘭克福的金燈臺見證的恢復（正式開始

恢復擘餅聚會的見證）；因此，萬民流歸錫安。

在豫備過程中，弟兄們豫估將有六百人，接近

特會時，發現有七百，結果到了七百五十五人，

眾聖徒同心合意，歌唱、讚美、歡呼，宣告主

在此地見證的恢復－不僅是信徒人數的恢復，

更是一個宇宙新人之見證的恢復，弟兄們一內

同居之錫安的恢復。

　 在 擘 餅 聚 會 中， 在 法 蘭 克 福 的 聖 徒 中 有

二十七位聖徒上台一一作見證，有的歡呼，有

的流淚，至為感人。看見主在每一位裏面的照

耀，聽見每一位聖徒裏面為着主見證的焚燒，

眾人體會主是何等迫切為着祂見證的擴展，在

歐洲快速行動！榮耀歸於神！

　此次特會的主題，就是『福音』。這些話語

是何等的及時，這也正是主在德國所帶進的祝

福。說到福音，這乃是全本聖經的內容，是神

向我們所湧出的喜樂潮；並且這福音乃是國度

的福音，也是神恩典的福音，這福音的結構是

何等的穩固，使我們能放膽活在神的經綸中；

並且這福音也是保羅的福音，完成的福音，甚

至這福音能達到最高峰就是神成為人，使人在

生命、性情、但不在神格上，成為神，以建造

召會作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

每堂有兩位本地聖徒配搭話語，眾聖徒分享極

其踴躍，尤其在此次參與特會的六十七位得救

難民中，也有不少人一一上前分享，他們的見

證甚是扎實，從他們的見證中，我們能摸着他

們的生命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變。他們對主有

活的經歷，有深刻的珍賞。甚至在一些私下交

通的場合，他們有說不盡的見證，不是福利平

安，而是在艱難中經歷主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

平安，顯明主那述說不盡的恩典。

　此外，參與特會的德國本地聖徒，已達到

三百四十七人，明顯看見主將生產和乳養的福，

賜給德國眾召會。主真是答應了我們的禱告，

就是為着主在德國福音行動的第一個呼籲－主

阿，在這難民潮所帶來的福音行動中，首先求

你復興德國本地聖徒，使他們被你焚燒，起來

傳揚、牧養，在召會中作柱子。

　此次特會中，也有一百八十二位聖徒，從全

球各地來參與第五梯次的福音行動。感謝主，

也見到台南來配搭的聖徒們。台南召會一直投

身在聖靈的水流與身體的行動中，何等蒙福！

　巴黎召會亦在主恩中繼續往前，聖徒越過越

投入基督身體的行動中。單就此次法蘭克福特

會，就約有十五位聖徒前往。此外，有十位聖

徒將參與第六、七梯次福音行動，亦將有二十

位聖徒參加美國安那翰夏季結晶讀經訓練。謝

謝主擴大聖徒們的眼見，看見身體，顧到身體，

作一切事能為着身體的建造。

　在此地，大學聖徒在召會裏的建造與開展仍

持續有恩典，他們週週堅定持續的禱告、交通，

亦持續有二十多位尋求者在他們的照顧下，我

們相信主必祝福。甚至青少年服事團，亦漸漸

往前，他們開始了堅定持續的禱告小組，和穩

固的事奉聚會，逐漸看見更多的服事者，每人

都將一兩位青少年放在他們的心上，在專一的

牧養之中。

　在召會往前的過程中，我們仍然呼籲主，願

主在巴黎召會復興更多的聖徒們起來牧養，擴

大巴黎召會牧養的度量，願主牧養和尋找的靈

普遍的充滿在聖徒們中間。也求主擴大巴黎召

會的晨興網，但願更多的本地聖徒，能被主興

起，有晨晨復興的生活。願主復興祂在巴黎的

見證，為着祂身體的建造。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

與你們眾人同在。

　基督的家奴　　陳洵

　你們的同夥　　陳王靜　　  　　於巴黎寄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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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婦軍隊同主行動　活物配搭同心合意

　能有分於主今天在德國的行動，是我一生中

最有價值的一件事，因為親眼看見主回來的兩

個兆頭，就是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節：『這

國度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

末期纔來到。』以及啟示錄十九章七節：『因

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豫備好

了。』在德國二週的時間，我深深感覺，回教

徒的世界，正是福音傳遍地極的關鍵地帶。主

今日不僅關切祂在德國的見證，更藉此訓練我

們成為祂的新婦軍隊。在德國已持續半年的福

音配搭行動，正是這一支整齊的新婦軍隊，當

相調的同工們一吹號，來自世界各地的聖徒立

刻放下職業和纏累，投入主的行動；雖膚色、

語言、文化不同，但在一個新人裏，順從職事

的帶領，同心合意。

    如同以西結一章二十節所說：『靈往那裏去，

活物就往那裏去；活物上升，輪也在活物旁邊

上升，因為活物的靈在輪中。』在這次的開展

行動中，各地來的聖徒如同四活物往來奔走，

滿有能力和衝擊力。在斯圖加特當地遇見一位

從美國來配搭第一梯的弟兄，開展結束回到美

國，三天之內變賣所有的家產，帶着三個孩子

與妻子移民德國，目前積極為主的恢復，尋找

蓋會所的合適地點，也為他的姊妹和妹婿在斯

圖加特大學附近，尋找合適打開家的地點，為

要接觸青年人。這位弟兄抓住機會，把一切上

好的澆在主身上，真是我們的榜樣。

　這一梯次的開展行動，台灣壯年班在訓學員

與輔訓共有六位投入。報到的頭一天，我們在

法蘭克福集訓，之後被分配到斯圖加特城市，

同隊中有三位從耶路撒冷來的女學生，其中一

位是德國人，剛從公會轉來一年。這次的配搭

開展，她纔真正認識神人生活和身體的配搭，

畢業後願意參加 FTTL 全時間訓練，為着主在德

國的需要。另外有幾位參加過全時間訓練的青

職聖徒，都是受過成全裝備的年輕人，其中有

兩位弟兄更是因着愛主的父母有異象的栽培他

們，豫備他們的語言能力，令我這作母親的有

更深的省思。

　二週的福音開展行動，有兩大目標，首先當

然是接觸難民並找出平安之子。如同約翰福音

四章三十五節所說，『你們豈不是說，到收割

的時候，還有四個月麼？看那，我告訴你們，

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發白，可以收割了。』

每次在難民營接觸他們，就忍不住擁抱他們，

而他們也都主動邀約我們到家中，擺出上好的

茶點款待我們，他們對福音的敞開程度，實在

是空前的，更催促我們把握這上好時機，將福

音傳播出去。因着接觸行動都需透過翻譯，有

些翻譯也因此向福音敞開，請為他們的受浸得

救並成為同工禱告。

　福音行動的另一目標是要得着德國當地居

民。相較於難民，當地居民的心雖看似剛硬，

然而主的行動卻是滿有大能的，每當我們將所

接觸對象的情況交通給代禱的姊妹們，不久就

看見主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目前已

有一些久不聚會的聖徒和福音朋友，在持續接

觸中，相信主必親自成就，得着他們。

　因着開展行動帶來召會人數的增加與擴展，

奉獻財物與購置會所成為當前的急需。有一主

日，我對面坐着二個剛進入召會生活的難民家

庭，他們原本都是穆斯林，如今不僅全家得救，

受浸歸主，還站起來為主申言，熱淚不禁奪眶

而出。這麼大群的羊，實在需要一個合適的會

所，來成全餧養他們，使他們成為建造的材料。

再者，也需要為着與翻譯的配搭溝通禱告，使

他們能合適地翻譯出神新約經綸的正確發表。

　主的需要實在太大了，同工們和當地的聖徒，

真是『將自己的頸項置於度外』，甚至已經超

過他們的負荷。然而神必藉着我們的禱告，成

就祂手中的工作，完成祂的旨意。

　詩歌三五一首第二節『別人苦戰要得榮耀，

血汗滿披沙場；我豈可以安坐花轎，盼望抬到

天上』。願我們人去、財物去、禱告去、一同

看主所看，要主所要，與主同工，作得勝者，

催主回來。（705 區　凌羅傑鴻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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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緊跟隨職事　承接神聖託付

　『在轉移時代的人』這本書報中，說到當神

轉移時代特別使用少年人。在已過 4/23 ～ 4/24
的大專畢輔園，共有 23 位畢業生一同有分此次

的聚集。藉着與同伴的交通與代禱，使我們逃

避青年人的私慾，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

追求公義、信、愛、和平。我們到了嘉義市召會，

與李道君弟兄有甜美的聚集。珍賞李弟兄是緊

緊跟隨職事的好榜樣，叫我們眾人同得激勵。

還有三篇信息，分別是主恢復的意義與召會歷

史總覽，主的恢復在中國－藉倪柝聲弟兄的職

事，主恢復中神聖啟示的傳承－李常受弟兄，

以及我們今日的託付。 願主祝福這班青年人，

無論是在職、升學或是參訓，主恢復的異象定

住他們的方向，緊緊跟隨這份職事，成為這份

職事的推廣者，把主帶回來！　（大專服事者）

　『愛主，並走主恢復的道路』該是我們的標

記。李弟兄是一個直至現在仍舊操練活在主面

前的榜樣。與他的交通，我看見、感覺他那從

裏面彰顯出來的美德，很明亮、很晶瑩。

　這次畢輔園交通召會的歷史，說到啟示錄裏

七個召會的情形。我們有一條屬天通往得勝者

的道路。但狡猾的惡者，不斷打岔，誠如不同

召會所代表的情形。但主一直作恢復的工作，

像是在非拉鐵非的召會，滿了弟兄相愛的光景。

不過我們仍要儆醒，不落到老底嘉不冷不熱的

光景裏。我們該是走在主恢復道路的人，如同

前頭這些榜樣向我們所作美好的見證，從他們

使我們得以窺見愛主並走主恢復道路的人身上

得勝者的標記，與他們如何是基督身體的豐富。

　李弟兄那剛強、堅決的靈，向我們見證他直

到如今仍舊跟隨。我裏面也興起一種渴慕：『主

阿！我要跟隨你，跟隨這份職事，並且在每個

試煉中宣告，我仍舊要跟隨。』（許寧芮姊妹）

　與李弟兄交通，雖然弟兄年事已高且身體受

許多限制，但他依然活出他所操練的。他送給

我們每位畢業生一本『性格的操練』，是按李

常受弟兄關於性格的信息整理而成。這操練至

終構成為弟兄的所是，也成為我們活的榜樣。

　啟示錄開頭題到七個召會，很被題醒要走在

主所命定的道路，就是非拉鐵非召會所豫表的，

不要受打岔往以弗所召會，就是離棄對主起初

的愛；或是老底嘉召會支線，不冷不熱的光景。

求主保守我們往後的道路，不稍偏離神心意！

我們前面有神聖啟示的先見倪柝聲弟兄，還有

神聖啟示的傳承李常受弟兄，為我們留下許多

主恢復中屬靈豐富的產業，如今我們也要承接

主今日的託付，迎接主的回來！（王正宏弟兄）

　第一天晚上我非常摸着一句話，就是：不管

我們有沒有分，神的經綸都要完成。這句話厲

害的抓住我，看見主的旨意是一定會完成，我

們要不要有分是在於我們自己願不願意奉獻自

己與主配合。

　在去畢輔園之前，我有點輭弱，也有些疑惑，

因為從小就被灌輸要去參加全時間訓練。但是

卻覺得一直沒有主的說話，好像是應該去訓練，

好像是理所當然，卻沒有很深刻的摸着主，沒

有主明確的說話。在這樣的感覺中，叫我一直

落在自己的心思裏。藉着畢輔園，與同伴及服

事者有敞開的交通，非常寶貝服事者的題醒，

我需要竭力拚到主面前。當下雖然有點扎心，

但我把這樣的話帶到個人禱告中，聽主說話，

就經歷主的洗滌，也覺得裏面變得很透亮，全

人也得着舒暢。感謝主給我這樣的經歷。

　在第二天聚集，我摸着弟兄們的交通：困境

時，很容易儆醒並轉向主，對主較易有主觀經

歷；但在順境沒有逼迫時，更是我們該儆醒的

時候。求主加強我的信心，也願意再向主有更

新的奉獻，使我能一直操練活在靈裏，並在凡

事上儆醒，把自己聯於神的經綸。(洪明貞姊妹)

　我最摸着的就是看見許多前面的榜樣。不論

是倪、李弟兄，還是與我們一起交通的李弟兄，

都讓我看見神在一個生命成熟之人身上的顯出。

寶貝這些弟兄們都是緊緊的跟隨職事，向主至

死忠誠，不妥協；並且他們都操練過一種嚴格

活在調和的靈裏的生活。李弟兄也和我們交通

到性格的重要。從前我只知道性格使我能托住

基督，現在我看見正確的性格乃是關乎到基督

身體的建造。若是好好操練有正確的性格，神

性必能從我們的人性中彰顯出來，我們的生活

必能彰顯基督，我們與眾聖徒也能有真實的建

造。感謝主使我看見榜樣，也看見實行的路。

這使我更篤信不疑：我所走的是一條榮耀的路！

我巴望也能像他們一樣，一步一步達到生命的

成熟！                                           （宋品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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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晨興聖言「春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建造召會的事奉」第 5 週。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5/22主日聚會「真理課程」二級卷三第36課上半「在三一神的恩典裏經歷基督為子（七）」。

　　4. 書報追求 「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福分與地位」第 9~10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

　　　  第 143~144 篇。

　  5. 背經進度「歌羅西書」主題及西 2:4 ～ 2:6
西 2:4 我說這話，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語欺騙你們。 

西 2:5 我在肉身裏雖然離開，在靈裏卻與你們同在，歡喜看見你們整齊有序，並堅定的信入 

      基督。 

西 2:6 你們既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穌， 

Col  2:4 This I say that no one may delude you with persuasive speech.
Col  2:5 For even though I am absent in the flesh, yet in the spirit I am with you, rejoicing and seeing 
              your order and the solid basis of your faith in Christ.
Col  2:6 As therefore you have received the Christ, Jesus the Lord, walk in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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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讀經新舊約一遍） 禱讀經節

5/22( 主日 ) 口民 14:1-45 口路 9:37-50  口路 9:48
5/23( 週一 ) 口民 15:1-41 口路 9:51-62  口路 9:62
5/24( 週二 ) 口民 16:1-50 口路 10:1-11  口路 10:1
5/25( 週三 ) 口民 17:1-18:7 口路 10:12-24  口路 10:19
5/26( 週四 ) 口民 18:8-32 口路 10:25-37  口路 10:33
5/27( 週五 ) 口民 19:1-22 口路  10:38-42  口路 10:42
5/28( 週六 ) 口民 20:1-29 口路 11:1-13  口路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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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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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週一 )
 5/24( 週二 )
 5/25( 週三 )
 5/26( 週四 )
 5/27( 週五 )
 5/28( 週六 )

2016 年 4 月份財務奉獻收支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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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月結存 730,085 -745,853 118,560 0 0 102,792 
本月收入 1,513,627 655,674 155,800 318,605 41,500 2,685,206 
本月支出 1,283,813 756,854 17,290 318,605 41,500 2,418,062 
本月結存 959,899 -847,033 257,070 0 0 369,936 

1. 本月個人奉獻包計 115 包。      
2. 海外開展奉獻累計 1,907,191 元，目標達成率 68.69%。  	 	 	

    －財務－

全召會福音聚會　時間：6/18（六）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大區　九大區集中主日聚會 　時間：6/5（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十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5/24（二）8:00，地點：崑山會所。

日間追求班及長青聖徒外出相調
時間：6/17（五），地點 : 中部相調中心，費用：600 元，參加壯年班展覽及古坑華山咖啡園

區相調，6/5 前請向賴錦富弟兄報名。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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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戴冠璋弟兄夫婦、周永分弟兄夫婦－1.能用法語牧養小羊的牧者。2.目前

        正在持續牧養之渴慕真理的尋求者得着穩固。

    德國：因移民潮移至德國的福音接觸，家聚會中的餧養，新人得堅固 。

    柬埔寨：吳教安弟兄夫婦－大專工作，學生受成全成為中幹，盼年底能成立學生區。

　土耳其：簡晨光弟兄－聖徒們能恢復一年讀經一遍，以及天天晨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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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排力量傳福音並托住現有聖徒、久不聚會聖徒及新人；人人盡功用、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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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家聚會，並與活力伴禱告，逐漸形成新排。 
    仁德開展：為已過仁德開展得救新人52位，繼續接受餧養，並過正常的召會生活。

    青職：為青職福音月受浸得救的青職，能成為常存的果子。

    大專：全台考上台南大學院校大一新生入住弟兄姊妹之家。

   青少年：青少年操練讀經、禱告、唱詩並傳福音的神人生活。

　兒童：暑期兒童品格園，南台南目標300位兒童，北台南目標200位兒童參加。   

    －代禱事項－	

  －報告事項－

＊2016年全召會主日人數目標：2000人，小排聚會人數目標：1800人，得人目標：受浸700人。

  暑期兒童品格園：鼓勵所有聖徒孩子儘速完成報名後，同時竭力邀請同學
時間：7/6（三）至 7/9（六）。對象：升小一至小六生（限額 300 人）。費用：1000 元。報名窗口：

蔡湫雁姊妹（0955-354-629）。

 兒童教育系列講座：鼓勵聖徒家長及孩子儘速報名參加
   時間：5/28（六）10:00 ～ 11:30（9:30 開始報到）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主題：品格活出來。

  報名窗口：黃雅欣姊妹（0933-071-217，shinerdaisy@gmail.com），請廣邀福音家長及兒童參加。

  因需預備材料，欲參加講座之弟兄姊妹皆需報名。

 青少年暑假特會
日期：7/1 （五）～ 7/3（主日），地點：中部相調中心（南投市學藝路 35 號）。參加對象：國高中生、

家長、服事者、中學教職員、關心青少年工作之聖徒。費用：6/11 前報名，優惠 1500 元
（逾期 1600 元）。報名方式：請於 6/11 前報名（QR code），費用繳給柯李美頻姊妹。 

 大專畢業生愛筵
 　成大         時間：6/5（主日）12:00，地點：大學路會所。

 　長榮、嘉藥   時間：6/5（主日）10: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南台         時間：6/4（六）17:30，地點：中正南路會所。

 　崑山、南應大 時間：6/19（主日）18:00，地點：崑山會所。

 　南大         時間：6/5（主日）11:30，地點：青年路會所二樓。

 長青聖徒
 服事者事奉交通　   時間：5/24（二）9:30，地點：裕忠路會所長老室。

長青聖徒集中聚會   時間：5/25（三）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會後備有愛筵。

 全台國殤節特會暨禱研背講追求
 時間：6/3（五）10:00 ～ 6/4（六）中午。地點：中部相調中心。費用：每人 800 元，車輛自理。

   秋季國際長老暨負責弟兄訓練
時間：10/6~8，地點：澳洲昆士蘭省黃金海岸。本地將組團前往參加，日期為 10/3~10，團費為

現金 49,000 元（刷卡加 1,000 元，不含訓練費 10,000 元），請於 6/15 前洽執事室徐弘昌弟兄報名，

並繳交訓練費 10,000 元及護照影本，逾期報名將加收訓練費美金 50 元。

 書報
第四十八梯次中文基本訂戶，費用續訂戶及新訂戶每戶均豫繳 1500 元。凡加入本梯次基本訂戶

者，將有資格獲贈電子版基本訂戶書刊，請於 6/20 前向各區書報服事者登記並繳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