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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國殤節特會信息要點

壹　達到神聖啟示的最高峯：
　一　時代的異象：

　　1　在神的選民中間，一直有渴望要得着復興；（哈三 2 上，何六 2，該二 7，瑪三 1，四 2，   

羅八 20 ～ 22；）我們藉着時代的職事，（參創六 16，王下二 1 ～ 15，）達到神聖啟示

的最高峯，時代的異象，就能進入一個新的復興。

　　2　彼後一章十二節的『現有的真理』，也可譯為『今日的真理』：

　　　ａ　神的真理是積蓄的，而不是推翻已往；我們今天所看見的，都是神累積的啟示。

　　　ｂ　但願神恩待我們，叫我們不作『現有真理』的落伍者。

　　3　神所賜給我們神聖啟示的最高峯，現有的真理，乃是神永遠經綸的啟示：

　　　ａ　解釋神永遠經綸的這整本聖經，乃是三一神的自傳，見於永世的兩個段落之內，以及  

時間的橋梁之上；神中心的啟示和主的恢復，就是神成為肉體，這肉體成了賜生命的

靈，這賜生命的靈又成了七倍加強的靈，為要建造召會，成為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

新耶路撒冷。

　　　ｂ　神成為人，好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為神，這是整本聖經的要素，是聖

經這『盒子』裏的『鑽石』，也就是神永遠的經綸 — 創一 26，約十二 24，羅八 29。

　　4　『我盼望全地眾召會的聖徒，尤其是同工和長老，都看見這啟示，然後起來禱告，求神給

              我們新的復興 — 一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復興』— 歷代志生命讀經，一七頁。

　二　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成為神，以產生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

　　1　神永遠的經綸，乃是要使人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但不在神格上，與祂一模一樣，並使

             祂自己與人成為一，使人與祂成為一，因而使祂在彰顯上得以擴大並擴展，使祂一切神聖

             的屬性得以彰顯在人性美德裏 — 弗三 9，一 10。

　　2　神聖啟示的高峯就是神成為人，為要使人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但不在神格上）成為神，

             以產生並建造基督生機的身體，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為着完成神的經綸，好結束這個

             世代，並把基督帶回來，設立祂的國度 — 約一 12 ～ 14，約壹三 1 ～ 2，羅八 3，十二 4 ～

               5，啟十一 15。

貳　過神人的生活：
　一　為着新的復興，被構成門徒過神人的生活，成為今日的得勝者：

　　1　神需要一班團體的人，藉着神聖啟示的高峯，過一種照着這啟示的生活。

　    2　基督的門徒（太五 1，二八 19）得以被構成為門徒，乃是藉着基督在地上的人性生活，作

            神人的模型，就是祂在人性裏否認自己而活神；（約五 19，30；）這徹底改變了他們對人

             的觀念（腓三 10，一 21 上）：

　　　ａ　我們的生活該是基督這第一個神人之生活模型的翻版、複製 — 彼前二 21。

　　　ｂ　照着主的模型過神人生活惟一的路，乃是把我們全人置於調和的靈，並照着調和的靈

行事、生活並為人 — 羅八 2，4，6，16，林前六 17，羅十 12，弗六 17 ～ 18。

＊日間追求班期末展覽：6/11（四）9:00，裕忠路會所大會場，歡迎聖徒參加。
＊成全訓練暨專項成全：6/14（主日）15:00~17:40，裕忠路會所及新營區會所。
 * 全召會福音收割聚會：6/20（六）19:30，裕忠路會所，敬請聖徒廣邀親朋好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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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3　馬太二十四章四十五至五十一節啟示，我們要過神人的生活，就必須忠信的將神作為糧

食，分給祂的家人，使我們在要來的國度裏贏得基督作為賞賜。

　　4　『我們都該宣告，我們要過神人的生活。至終，神人將是勝利者，得勝者，作耶路撒冷裏

的錫安。這要帶進歷史上前所未見新的復興，也要結束這個世代』— 歷代志生命讀經，

三五頁。

　二　活在神的國這神聖種類的範圍裏：

　　1　神的國是一個範圍，不僅是神聖管理的範圍，也是神聖種類的範圍；要進入這範圍，我們

就必須從神而生，得着神聖的生命和神聖的性情；（約一 12 ～ 13，三 3，5 ～ 6；）領悟

我們是神人，從神而生，並且屬於神的種類，這是神人生活的開端 — 約壹三 1，二 6。

　　2　神在約伯身上的目的，乃是要使好人成為神人 — 伯一 1，8，四二 1 ～ 6。

　　3　神在基督裏，構造到人裏面，人也構造到神裏面；神與人調和在一起，成了一個實體，稱

為神人 — 太一 21，23，路一 35，多二 13，提前二 5：

　　　ａ　基督的人性生活乃是人活神，在由神聖屬性所充滿、調和並浸透的人性美德裏彰顯神

的屬性；（路一 26 ～ 35，七 11 ～ 17，十 25 ～ 37，十九 1 ～ 10；）作為第一個神人

的繁殖與複製，我們該過與祂所過同樣的生活 — 約壹二 6。

　　　ｂ　過神人生活的那一位，如今乃是那靈，在我們裏面並藉着我們活着；我們必須棄絕修

養自己和建立天然的人，單單讓這一位充滿我們並佔有我們，好使我們個人的並團體

的在祂的身體召會中，活祂並彰顯祂 — 弗三 16 ～ 19，一 22 ～ 23。

參　按着神牧養：
　一　照着主耶穌和使徒保羅的榜樣，憑顧惜與餧養而牧養人：

　　1　我們必須照着主耶穌在祂盡職時的榜樣牧養人，以完成神永遠的經綸 — 太九 36，約十

11，來十三 20，彼前五 4：

　　　ａ　在神完整的救恩中，神整個新約經綸的內容，乃是基督作為人子顧惜我們，並作為神

子餧養我們 — 弗五 29。

　　　ｂ　基督不是來作審判官，乃是來作醫生，醫治、恢復、點活並拯救患痲瘋、（太八 2 ～ 4、）

癱瘓、（5 ～ 13，九 2 ～ 8、）發燒、（八 14 ～ 15、）鬼附、（16，28 ～ 32、）患

各樣疾病的、（16、）以及受人藐視的稅吏並罪人，（九 9 ～ 11，）使他們能重新構成，

成為祂屬天國度的子民 —9 ～ 13 節。

　　2　我們必須照着使徒保羅的榜樣牧養人，他是好牧人，照顧神的羣羊 — 提前一 16，徒二十

28：

　　　ａ　保羅牧養聖徒，就像乳養的母親和勸勉的父親一樣；（帖前二 7 ～ 8，11 ～ 12；）他

牧養在以弗所的聖徒，『或在公眾面前，或挨家挨戶』（徒二十 20）教導他們，並且

流淚勸戒每一位聖徒，（31，19，）將神一切的旨意告訴他們。（27。）

　　　ｂ　林後三章二至三節啟示，保羅用賜生命的靈為素質來寫基督的活信；他是那靈的執事，

藉着被那靈充滿，憑靈而行，使神得着榮耀，而尊重神；並藉着將那靈服事給人，作

他們的供應，而尊重人 —6，8 節，加五 16，25，士九 9。

　　3　『我盼望因着我們接受有關牧養的這個負擔，在我們中間會有真正的復興。眾召會若都接

受這教訓，有分於基督奇妙的牧養，在主的恢復裏就會有一次大的復興』— 活力排，四九

頁。

　二　與神成為一，被神構成，活神，彰顯神，代表神並供應神，好按着神牧養：

　　1　主耶穌把使徒的職事與祂天上的職事合併，以牧養神的羣羊，就是召會 — 來八 1，十三

20 ～ 21，約二一 15 ～ 17。

　　2　在彼前五章二節，使徒彼得說到按着神牧養，就是按着神屬性的所是牧養 — 約壹一 5，四

8，路六 36。

　　3　我們要按着神牧養，就需要與神成為一，被神構成，活神，彰顯神，代表神並供應神 ─ 約

十四 20，弗三 17 上，腓一 21 上，林後十一 2，十三 14。

排聚會中的成全
　我們查考整本新約聖經，發現培育召會就像

培育家庭。在培育家庭時，主要的事乃是這個

家庭必須長大。召會是神的家，也就是神的家

人，神的家庭。（弗二 19。）地方召會是神『在

地方上的家』。我們培育這個家，必須用培育

我們肉身的家一樣的方法。首先，我們必須生

孩子。第二，我們必須在這些纔生的嬰孩家中

餧養他們。但是光有一個餧養嬰孩的家，不是

我們的目標，那只是達到目標的方法和程序，

目標乃是要培育這些幼小者。培育兒女的意思

不只是餧養他們，也是成全他們。這個成全清

楚啟示在以弗所四章。這一章說，升天的元首

基督，已經賜下恩賜，為要成全聖徒。（弗四

8 ～ 12。）這些恩賜主要的有四類。祂所賜的，

有些是使徒，有些是申言者，有些是傳福音者，

有些是牧人和教師。（弗四 11。）元首將這四

種恩賜直接賜給祂的身體。

　按照以弗所四章，這四類恩賜都應當作成全

聖徒的工作。父母餧養他們的嬰孩幾年之後，

就必須成全他們，主要是藉着教導並教育他們。

一個人若只是喫而從不受教育，這人在社會上

就是無用的。一個人至少要學習一種行業。在

培育家庭以形成國家社會的事上，需要有出生，

然後需要有餧養和成全，就是教育。

　在成全之後，每一位聖徒都需要操練申言。

按照新約，申言直接建造基督的身體。這完全

啟示在林前十四章。這一章完全的啟示出召會

直接的建造。然而，我們無法很容易的把林前

十四章實行出來。首先我們必須長大並得成全。

一個人要得學士學位，必須先經過幼稚園、小

學、初中、高中，然後四年大學；要得碩士學位，

就必須上研究所；要得博士學位，就需要更多

的學習。這一切的步驟 — 幼稚園、小學、初中、

高中、大學、研究所 — 都是為着使我們得成全。

在排聚會裏彼此成全
　我查考新約聖經，發現在屬靈生命的成熟上，

也有同樣的步驟。首先，我們必須帶罪人重生，

成為在基督裏的嬰孩。然後，這些嬰孩需要餧

養。主耶穌在約翰十五章十六節告訴我們要結

果子，並叫我們的果子常存。在約翰二十一章，

主吩咐我們要餧養祂的小羊。（約二一 15。）

餧養主的小羊是確保我們果子常存之路。彼得

從主學得這事，所以他在寫彼得前書時，吩咐

纔生的嬰孩要切慕那純淨的話奶。（彼前二 2。）

然而，纔生的嬰孩不能自己喫喝，他們需要一

位乳養的母親餧養他們。（帖前二 7。）我們已

過受了許多苦，因為我們傳福音之後，沒有正

確的餧養。纔生的嬰孩若沒有正確的餧養，就

會夭亡。這在已過多年，曾多次發生在我們中

間。

　在得了餧養之後，年幼的信徒需要一些教導，

一些教育。希伯來十章二十四節說，『且當彼

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二十四節用

了兩個積極的辭，『相顧』、『激發』。我們

是彼此相顧，彼此激發愛心，並且彼此勉勵行

善。這意思是我們必須顧到別人，想到別人，

照顧別人。我們也必須激發他們，激勵他們。

他們或許變得冷淡。若是這樣，我們必須把他

們挑旺起來。我們中間需要這個，但這如何得

以實現？二十四節句尾是分號，二十五節接着

說，『不可放棄我們自己的聚集，好像有些人

習慣了一樣。』不可放棄聚集就是要有自己的

聚會。這不是有一般的聚會，乃是有排聚會。

　排聚會是你的聚會。你很難在一般的聚會裏

彼此相顧、互相激發。這只能在小排裏作得到。

聚會的人數若是太多，就很難互相激發、彼此

相顧。我與你們大約二百人聚集一起已有相當

長一段時間了，但我仍然不知道一些人的名字。

然而你若到我家裏，在我家客廳與我一起聚排

聚會，我就會很快認識你們每一位。我們許多

人已經聚在一起十五年了，但我們甚至彼此不

認識。這是個羞恥。我們都需要有我們自己的

排聚會。參加別人的排聚會還不彀，我們每個

人都需要有自己的排聚會。

　當我們在排聚會裏來在一起，你能激發我，

我能激發你。我們能彼此挑旺，去顧到別人，

愛別人，並照顧別人。我們若要彼此相顧、激

發、並勸勉，就需要排聚會。（摘錄自神命定

之路的操練與實行 第二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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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受浸－

101 嚴佩君、柯靜辰、陳家珍、陳瑞明 102 曹世

傑 105 邱壯欽、鍾青蓉、莊怡真、施麗華（台

中 )107 李蓬秋、莊子儀 111 張安然 201 張家華、

黃宗明、方淑庭 203 張鳳梅 301 許睦辰、李準

爀、陳川儒 401 劉富美 504 陳怡靜、陳姿妤 701
蔡啟祥、吳采潔 704  陳昱中、林鶴庭、卓廷儒

801 王添福 903 蘇冠碩 911 呂宜芳 1001 王慶文

1002 徐 唯 翔 1004 陳 均 銘 1005 楊 俊 義 1101 賈

貞珍、王國人、梁黃清玉、吳柔葳 1201 蘇文

煌 1202 何麗娟 1203 鄭竣元、鄭博仁、楊博策

1303 王芳全、陳秀霞 1401 施志陽 1402 蔡升月、

蔡美月 1404 雷張德新、徐邱桂香 1502 王允安

( 共計 51 人 )

大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總計

人數 25 5 30 20 10 17 24 8 22 90 13 14 8 16 3 305

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台南市召會受浸人數累計

　已過五月 31 日主日上午，永康照顧區首次集

聚於裕忠大會場，約莫四百位聖徒擘餅記念主，

無比榮耀喜樂！也使父神得着榮耀顯彰。眾聖

徒在詩歌中彼此調靈，藉着分享國殤節特會信

息 —『需要新的復興』，一同領受異象負擔，

使我們達到神聖啟示的最高峰，而過神人的生

活，並按着神牧養，豫備團體新婦，迎接主的

回來。

宣告十六大區成立！
　讚美主，經過全召會一年左右的同心努力，

十六大區今天終於要從十大區新增出來了。 鹽
行原有十大區的 04 小區，主日一次到會人數大

約 30 人，去年一月開始，十大區在鹽行租了一

個新的會所，上半年由十大區的聖徒每週四晚

上，在鹽行叩門。八月開始由全召會各大區輪

流支援開展。十一月新增了 05 小區。去年十二

月 20 日至今年一月 26 日，有青年班的全時間

開展隊來支援開展。目前 04 區加上 05 區，主

日到會人數已將近 60 人。十六大區就包括 04
和 05 兩個小區，青少年及兒童服事也可能一併

新增出來。若加上青少年，主日人數就將近 70
人。 

　鹽行是一塊美地，位於永康區的西北角，有

永康交流道經過，台南應用科技大學也是在這

區域內。因距南科不遠，加上交通便利，生活

機能完整，有許多青年人居住在這區域。因此，

召會經過交通與尋求，覺得需要在這裏新增一

個大區，積極擴展福音，得着更多的青年人，

加強這裏的見證。如今因着主的祝福與眾聖徒

的同心配搭，主的見證終於在這裏得以加強明

亮。新增十六大區聖徒齊心同魂宣告：

　　十六大區今成立　鹽行作光照美地　
　　靠復活升天能力　作使徒行傳繼續

蒙恩與展望
　除了新增的十六大區，永康照顧區共涵蓋二、

六、十區，各大區弟兄們分享已過半年的蒙恩

要點：同心合意的禱告是開啟一切福分的鑰匙，

家打開牧養兒童、青少年、大專、青職等。願

主持續傾倒祝福，擴展永康照顧區剛強明亮的

見證。

　父老們勉勵眾聖徒需要達到新的復興，並交

通實行的路：

　一、達到神聖啟示的高峰：天天讓話和靈充

滿我們，就是建立晨晨復興的生活，靈來了，

話來了，光就來了，一天的開始就讓主居首位。

　二、過神人生活：鼓勵聖徒參加召會團體性

的禱告生活。

　三、按着神牧養：我們需要打開家牧養，如

同好撒瑪利亞人拿着餅和酒包裹各種受傷的人，

並送到客店（家聚會）中妥善照料，成為神忠

信精明的好管家，供應基督的豐富。（文字組）

永康照顧區集中主日蒙恩記要

　　             －蒙恩－

受浸感言：去年錯過兩次受浸的機會，心裏面

對主一直過意不去。因為去年已經向主宣告過

要受浸，所以這一次，是全召會青年福音，受

到繆爸爸的邀約，父母親也同意讓我參加。當

聽到詩歌，靈裏非常震撼。在唱詩歌的過程，

主都是在向我說話。到最後，弟兄們說，我們

站起來禱告，要受浸的站着，不受浸的請坐下，

主就給我感動，要站着。然後，弟兄說要受浸

的就到受浸池，我就順從了那靈。當要更衣受

浸的那一剎那，我有點猶豫，後來，在房間裏

我就呼求主名三聲，換好衣服，衝向受浸池，

交在主的手中。（楊博策弟兄）

新成立的第十六大區

　正當的基督徒應當是有活力。有活力，意思

是活的，也是活動的。…得勝者乃是有活力的

人。

　我們必須在四件事上有活力。第一，我們必

須在拯救罪人，使他們成為基督肢體的事上有

活力。如果我們不結果子，不生產，我們就是

失敗的，不是得勝的。如果你要得勝，你首先

必須勝過你的不生產。你每年至少應當得着一

兩個新人，作你所結的果子。

　有人告訴我，他們試着出去叩門三個禮拜，

或三個月，他們發現行不通。但我們必須先試

三年，纔能說接觸人傳福音行不通。我們必須

每週出去一次，每次二小時，每年五十二次，

以接觸罪人。有時候你不必直接的出去。你可

以藉着寫信、打電話接觸人。你一年五十二週

一直這樣作，你信你得不着一個人麼？你必定

會得着一個人。

　保羅說，『所以我這樣奔跑，不像無定向的；

我這樣鬪拳，不像打空氣的；我乃是痛擊己身，

叫身為奴，免得我傳給別人，自己反不蒙稱

許。』（林前九 26 ～ 27。）因為保羅使他的身

體為奴，他就可以作任何人的奴僕。他痛擊己

身，制服己身，叫身為奴。有時候我們為自己

找理由不事奉主，說我們太累了。但為着主的

權益，我們必須痛擊己身，叫身為奴，以接觸

別人。

　我們怎能有活力？我們必須奔跑賽程。你開

始跑了麼？…我能同情我們中間許多人。我知

道大家的工作或許很重，工作的時間也很長，

但我們不該太為自己找藉口；我們必須勞苦。

全地上，每一個人都很忙。我們必須像那些參

加奧林匹克競賽的人；我們必須訓練自己，操

練節制，痛擊己身，制服己身，叫身為奴。

　從現在起，我們都必須賽跑，操練接觸人。

這不是容易的事，因為我們沒有這個習慣和實

行。我們必須在我們天然的所是上有改變。我

們不該原諒自己說，我們天生就是某種人。我

們天生可能是某種樣子，但我們已經再生了一

次。我們有了第二次出生，我們已經重生了。…

我們重生之後，就經歷變化。…我們必須禱告

說，『主阿，在接觸人的事上使我有改變。我

不喜歡接觸人。我不喜歡受人邀請去接觸他們，

我也不喜歡邀請人來接觸我。我沒有這種個性。

主阿，你知道我沒有這個性能。所以主阿，你

必須變化我。』我們必須與主合作，好得着變

化。（活力排的訓練與實行 介言、第六篇）

　為了建立接觸人的習慣，我們強烈的建議聖

徒們，隨身攜帶福音單張，每天至少接觸一個

人，向他傳福音。並週週分別一個晚上與活力

排一同出訪。照着主在我們裏面大能的運行，

竭力奮鬪，堅定持續。至終我們必定成為因結

果子而喜樂的人。（福音組）

神家裏的親人

　　   　－生命讀經－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烏陵和土明在舊約裏的應用

　一、亞倫：照舊約的歷史來看，烏陵和土明曾擺在許多不同的人身上。在亞倫作祭司的時候，

神沒有藉着烏陵和土明來對祂的子民說話，因祂得着了摩西這一個人，神與他面對面地說話。二、

以利亞撒為着約書亞：約書亞必須到以利亞撒面前，藉着烏陵和土明來得着神旨意的啟示。三、

利未的祭司為着以色列人：以利亞撒之後，烏陵和土明應用到每一位利未大祭司身上。他們和神

維持一種直接的關係，並且把燔祭和香獻給神，這就使他們能彀使用烏陵和土明。（選自出埃及

記生命讀經第一百廿七篇）

註：關於全台新人得一萬，台南每年得着的青職果子都沒有達到目標。今年希望全召會同心奮鬪，
       達到 120 人的目標。目前青職受浸人數是 37 人，我們盼望六月底能達到 60 人。六月是關鍵月，
       聖徒們，讓我們起來，加強得青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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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1）晨興聖言「為着神的建造之祭司職分的恢復」第 7 週。
　　（2）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3 頁。
        （3）主日聚會「真理課程」二級卷二第 14 課下半。
　　（4）書報追求 「召會的信仰、見證與立場」第1 ～ 2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47 ～ 4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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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 主日 ) 口賽 17:1-18:7 口提前 6:1-10  口提前 6:6
6/08( 週一 ) 口賽 19:1-25 口提前 6:11-21  口提前 6:12
6/09( 週二 ) 口賽 20:1-21:17 口提後 1:1-10  口提後 1:7
6/10( 週三 ) 口賽 22:1-25 口提後 1:11-18  口提後 1:12
6/11( 週四 ) 口賽 23:1-18 口提後 2:1-15  口提後 2:15
6/12( 週五 ) 口賽 24:1-23 口提後 3:1-8  口提後 3:5
6/13( 週六 ) 口賽 25:1-12 口提後 3:9-15  口提後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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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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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 週一 )
 6/09( 週二 )
 6/10( 週三 )
 6/11( 週四 )
 6/12( 週五 )
 6/13( 週六 )

  －報告事項－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周永分弟兄夫婦－興起法國的尋求者，使他們能彀看見異象並投身主的

               恢復。

　越南：黃俊明弟兄夫婦－為胡志明市會所的蓋造代禱，使聖徒能為此奉獻，一同蒙恩。

　柬埔寨：吳教安弟兄夫婦－為着六月份至各地鄉鎮開展。

　土耳其：簡晨光弟兄夫婦－藉雷瑪書報使更多渴慕真理的人可以遇見這時代解開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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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的召會生

               活，並傳福音接觸人，使主的見證剛強又明亮。　

　台南市召會
    禱告聚會：各小區參加禱告聚會的人數增加，至少超過主日聚會人數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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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小區或各大區建立週週走出去傳福音接觸人，得着平安之子，平安的家。

    豐富主日：週中豫備申言稿，主日聚會申言，並邀約新人及久未聚會的聖徒參加主日聚會。

　全召會福音：6/20（六）全召會福音聚會，200位福音朋友與會，40位受浸。

　青職：青職所接觸的福音朋友，得救的新人，能持續被餧養，穩定的活在召會生活中。

    大專：考上台南大專院校的弟兄姊妹有心願入住弟兄姊妹之家；各校教職員聖徒得人得地。

   青少年：青少年福音月後續的福音生活：青少年報名參加暑假特會，渴慕成為祭司盡功用。

　兒童：暑期品格園、親子健康生活園各面的豫備、配搭與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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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為止，全召會小排聚會人數為1223位，受浸人數為305位。

　全召會福音聚會　
  時間：6/20（六）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升國小五六年級家長座談會
　時間：6/27（六）10:00，地點：裕忠路會所 A102 室，備有簡餐。

　雲嘉南眾召會青少年暑假特會
時間：7/10（五）～ 7/12（主日），國中特會地點：嘉義市召會二會所，高中特會地點：民雄

鄉召會二會所。費用：1000 元，參加對象：國高中生、服事者及家長。報名：6/14（主日）前

向簡蔡孟娟姊妹（0982-468023，e-mail：meng-chung@yahoo.com.tw）報名並繳費。詳情請上

召會網站下載通啟。

　暑期聖經研讀班
時間：第一週 7/12（主日）19:00 ～ 7/17（五）12:00 止。第二週 8/9（主日）19:00 ～ 8/14（五）

12:00 止。地點：中部相調中心。報名費用：以週為單位，每週 3500 元，一次報名兩週 6000 元，

額滿為止。請於 6/21（主日）向賴錦富弟兄報名並繳費。

全台路加集調
時間：8/15（六）14:00 開始第一場聚會～ 8/16（主日）12:30。地點：花蓮美侖大飯店。費用：

不住宿者每人 1000 元；住宿美侖大飯店二人房 3000 元 / 人，四人房 2500 元 / 人，不佔床位之

學齡前兒童免費。請於 6/28（主日）前向賴錦富弟兄報名繳費。

結婚聚會　
林立弟兄（303 區）與黃勤惠姊妹（611 區）
時間：6/13（六）10: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郭修嘉弟兄（高雄市召會）與齊萱姊妹（大專服事者）
時間：6/20（六）14:00，地點：高雄市召會九如路會所。

　書報
　中文基本訂戶第四十六梯次發書
  共三本，晨興聖言－需要新的復興，主的恢復之基本項目與結果，召會見證的恢復與實行，已

發至各小區。

　 中文基本訂戶第四十七梯次訂戶
    請於 6/15（一）前自行上網（www.twgbr.org）登錄並填寫資料確認完成，即可在第一次發書時

拿到序號卡，獲贈電子版基本訂戶書報。

　 事務服事表　服事總管：朱正平 0929-870-650、鄭博字 0931-838-111
項目 電器 場地佈置 招待 受浸 交管 兒童 整潔
大區 二大組 七 四、十二 五、十五 八、十 二、三、十一 一、六、九

  －報告事項－

  台語集中福音聚會
  時間：6/27（六）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會後備有愛筵，敬請廣邀福音朋友參加。  

　全召會成全訓練暨專項成全
時間：6/14（主日）15:00~16:30；專項成全 16:40~17:40，地點：裕忠路會所及新營區會所。

南台南事務服事總管：朱正平 0929-870-650、鄭博字 0931-838-111
項目 電器 場地佈置 招待 交管 兒童 整潔
大區 二大組 七 四、十二 八 二、三、十一 一、六

專項成全聚會場地
場地 真理班 生命班 事奉班 兒童 青少年 大專 青職

裕忠路會所 大會場 中型會場 B201 中型會場 A201 B201 大會場
新營區會所 一樓會場 二樓餐廳 二樓青少年室 二樓餐廳 二樓青少年室 會客廳 一樓會場

北台南事務服事總管：陳俊榮弟兄 0936-115691、林進貴弟兄 0933-624-264
大區 十二 十一 十四 十三

服事內容 一樓會場、會客室整潔 一、二樓廁所整潔 電器、會前場地佈置 二樓餐廳、青少年室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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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詩歌 故事、問答 美勞 影片賞欣、遊戲

　大區 
　一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6/9（二）20:00，地點：青年路會所。

　四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6/9（二）20:00，地點：裕忠路會所 A102 室。
　九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6/9（二）19:30，地點：歸仁區會所。      

　十五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6/16（二）20:00，地點：新興路會所，請帶週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