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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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篇　事奉主者的人格

   全召會福音聚會：6/18（六）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前言
　這次訓練的總題及每篇篇題都有『事奉』這

詞，顯示訓練的重點在『事奉神』。啟二二 3『一

切咒詛必不再有。在城裏有神和羔羊的寶座；

祂的奴僕都要事奉祂，』註解說『這樣事奉神

和羔羊，也是神所救贖的人在永世裏所得的福

分。』感謝主，『事奉神』是祂給我們的福分。

前四篇是事奉的各面認識，本篇是事奉器皿的

豫備，後三篇則是具體實行。

　真理要點
　人格就是指一個人的所是，成了一個規格而

顯在人前的。人格，重在外面的表顯；個格，

重在內在的性質。然而，通常人的內在是甚麼，

外表就會顯出一種格局，一種規格。所以這二

者是很相近的，一裏一表，就內裏說是個格，

就外表說是人格。

　人道，也就是為人之道，人倫的道德。事奉

主的人格：第一，必須神出來；第二，必須滿

有人道，也可說是滿有人的味道。人若沒有人

的味道，好一點的像天使，壞一點的就像魔鬼。

我們事奉主，不要像天使，也不要像魔鬼，要

有人道，要像個人。

　事奉主要有高超的美德。最高的道德乃是人

道加上神性；這就是神的神聖屬性彰顯在人被

造的美德裏；這些高超的美德有七個主要項目：

有超凡的愛，有極廣的寬恕，有無上的信實，

有盡致的卑微，有絕頂的純潔，是至聖至義的，

是光明正大的。這七項加起來，就是一個事奉

主之人所該有的人格。總括起來，基督徒的人

格就是神性裏的屬性，和人受造時的道德相調

和而活出來的一種生活。

　基督徒的人格不是指我們天然的美德，乃是

活在我們裏面，並且從我們裏面活出來的基督；

我們必須給人看出是在基督裏，並且該在我們

的身體上顯大基督。

　我們要愛主，我們的人格纔得到保障。我們

要仰望主，保守我們不變，保守我們直到路終；

我們若愛慕主顯現，就會蒙保守在基督作我們

人格的境地中；等祂回來時，我們必定得着獎

賞。

　我們若喫基督作素祭，我們就要成為我們所

喫的，並且因我們所喫的活着；藉着運用我們

的靈接觸具體化於話裏的那靈，我們就喫進耶

穌的人性生命與生活，被耶穌所構成，耶穌的

人性生活也就成了我們的人性生活。

　我們需要喝耶穌的人性。我們需要喝這位復

活、升天的人—耶穌。祂不僅是神的靈，也是

耶穌的靈。全備的供應不是出於神的靈，乃是

出於耶穌基督的靈。

　我們不是要作天然的人，乃要有耶穌那樣的

人性。我們不再需要這個可憐、墮落的人性。

我們基督徒的生活，必須達到耶穌人性的標準。

在耶穌的人性裏，我們有生命、生命的長大以

及生命的流。只有這一種湧流的生命，能使人

滿足。如果我們天天喝耶穌的靈，凡我們所是

的，都要成為生命的流，不僅滿足我們自己，

還能滿足別人。

　負擔應用
　我們要操練這五點：呼求主的名，吸入主的

話，過身體的生活，操練我們的靈，讓主實際

活在我們的靈裏，來享受耶穌的人性。

　我們必須為整個主恢復的情形禱告，使眾弟

兄姊妹在地方召會中豐滿地享受耶穌的人性。

　我們若要有正確的人格，就必須讓珍木─基

督，接枝在我們這賤樹上，好使我們能往上長，

通過接枝的地方，纔能結出好果子來。

　人格有沒有保障，全看我們是否繼續愛主，

繼續奉獻。所以新路帶領我們晨晨復興，日日

得勝，就能保守我們活在這種境域裏；否則我

們無法活出正常、正當的人格。（俞勇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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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生活的建立 (四 )傳福音的人與信心 

傳福音的人 -要閉眼厚面
　傳福音的時候，要閉起眼睛。傳福音的人，

都是要心中火熱，而頭腦不清楚的。心要熱，

頭腦要糊塗，無論碰到甚麼人，就是講耶穌，

告訴人信就得救。人一相信接受，你就要照着

神的話告訴他得救了。你千萬不要說，這個人

是假信罷？這個人恐怕是稗子不是麥子。如果

你這樣分別，你的福音定規傳不好。不要怕把

假的人帶進來，那是治理教會的問題，不是傳

福音的問題。治理教會，每一個人頭腦都要冷

靜，清楚；但傳起福音來，都要糊塗，越糊塗

越好。

　每一個傳福音的人，不只要閉起眼睛，面皮

還要厚。一面要閉眼，一面要厚面。要操練作

一個沒知沒覺的人，人罵你你也不知道，人笑

你你也沒有感覺，你的面皮是厚的，這樣你纔

能傳福音。若是人眼睛稍微看你一下，你臉就

紅了，你的面皮比紙還薄，那你是沒有法子傳

福音的。薄面皮的人，不能傳福音，要傳福音

都得操練厚面。

　大約在一百年前有一個傳道人，他的中文名

字叫郭顯德，當他從美國到中國北方來傳福音

的時候，就是這樣，面皮很厚沒有感覺。他從

一個村莊裏經過，後面跟着一羣人，特別是孩

子們，一面把土揚在他身上，一面罵他，他卻

沒知沒覺，也不慌不忙，一直往前走。等走得

差不多了，就回過頭來，對那些人說，彀了彀

了，還是笑嘻嘻的。他這樣沒知沒覺，結果就

把福音傳出去了。

　傳福音的人必須沒有感覺，所有有感覺的人

都不能傳福音。所有有感覺的人，都得變作沒

有感覺，纔能傳福音。天然的臉皮厚不值錢，

乃是為着主的緣故，變作厚臉皮，變作沒有感

覺，這纔有用。我們在任何事上，都該知道羞

恥，有羞恥的感覺，這是作人的一個保障。特

別是姊妹，知羞乃是一個保障。但是在傳福音

的事上要相反，要為主丟棄這個羞覺，完全不

知羞，沒有羞恥的感覺，這樣纔能傳福音。

傳福音的果效
　說到果效，一面應該盼望有果效，一面卻不

要相信果效。所有傳福音的人，都得盼望有果

效，也都不要太信果效。要一直盼望有果效，

盼望大量的人得救，盼望有份量的人得救，盼

望人得救得透徹。但是另一面，不要相信果效，

不要以為說，哦，這一次有六百多人受浸真是

太好了。我願意告訴弟兄姊妹們，可能還有一

些更好的，最好的，是沒受浸的，而你所看見

這些受浸的可能末了反而不好。你說這次受浸

的人當中有某幾位弟兄光景真好，得救真透徹，

但很可惜還有一些不行的。我願意告訴你，很

可能再過五年，今天你所看為不行的，那時候

真行，甚至能在地方教會中作長老，而那些你

今天所看為很好的反倒都不行了，落下去了。

所以福音的果效，是沒有人能估量的。你不要

太相信這個果效。但是也不要自己安慰自己說，

哦，不要相信果效，人得救不得救全不管罷。

不，是兩面的，一直要盼望人得救，還要盼望

有人厲害的得救，盼望人得救的透徹，但是另

一面不要太信這些果效。

傳福音的信心
　末了，我們來說傳福音的信心。你出去傳福

音的時候，無論對誰傳，無論在甚麼時候傳，

無論在甚麼地方傳，都必須有信心。信福音是

神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不要看環境，

不要看相反的情形，也不要看臨時的光景。若

是稍微有人反對，你就氣餒了，你不能傳福音。

就是人反對得再厲害，你還要信，還要傳。不

管情形怎樣相反，你裏頭總是信福音有能力能

救人。同時對任何人傳的時候也都要信說，他

總必得救。這個信的裏面就包括不折服，也包

括勇敢、勇氣。我不管你們是些甚麼人，我也

不管你們怎樣反對，空氣怎樣相反，情形怎樣

為難，全數不管。我只信一件事，我所傳的福

音有大能，所以我傳。傳了三年還沒有人得救，

我還信那些人會得救。我這個親戚，帶他五年

直到現在還不肯悔改，我還是信他總有一天會

悔改。這個信心是一直持久的。這就是傳福音

的信心，是傳福音的時候所不能缺少的。這是

需要操練的。( 摘自初信課程，第二十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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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召會福音聚會負擔交通（一）

前去結果子　為主得着人
　在新約，主對我們的頭一個呼召是『來』。（約

一 39，太四 19。）我們跟從主以後，祂對我

們頭一個吩咐是『去』。（約十五 16，太二八

19。）主吩咐我們『前去結果子』。我們若要

完成這個吩咐，就需要接觸罪人。

　許多基督徒愛約翰十五章，因為這一章教導

我們如何住在葡萄樹上，如何享受基督的豐富。

然而在十六節，主說，『不是你們揀選了我，

乃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派你們前去結果子，

叫你們的果子常存。』主揀選我們不是沒有目

的，祂揀選我們是為着要差派我們。祂為着三

件事差派我們：一、我們應當前去；二、我們

應當結果子；三、我們的果子應當常存。在這

事上我們沒有揀選；主要我們接受這個差派。

　有人說他們很忙，沒有甚麼時間。這並不真

實。如果我們的房子起火，我們不會說，『我

太忙了，沒有時間去救火。』我們的時間花在

甚麼上面，在於我們看那一件事較為重要。但

無論我們有沒有時間，無論得時不得時，我們

都沒有選擇，完全不在於我們。祂是主人，祂

已經吩咐，並且還在吩咐我們，要我們前去結

果子。祂不會放我們過去。這是非常嚴肅的事。

我們如果不結果子，就會從對葡萄樹之豐富的

享受中剪除。（約十五 2 上，6。）

　我們必須看見，主人既已吩咐我們，我們就

必須認真而迫切的前去結果子，並使我們的果

子存留。這在於主在約翰十五章十六節的差派。

這個差派指明，祂已經豫備好一個環境，適應

我們一切的需要，使我們能結常存的果子。主

已經豫備並安排了我們一切的情況，使我們能

完成我們的使命。十六節就像母親對孩子們說，

『我已經煮好了，你們該來喫。』如果他們不喫，

他們會失去機會。今天，許多基督徒失去了機

會。主已經差派，已經安排好一切。我們得了

何等好的差派！我們沒有被差派到高山上去獨

居。這裏到處都是人。不僅如此，主也給我們

工作，每天只要八小時，每週只要五天。每天

晚上我們都有三、四小時，每個週末有兩天。

這是照着主的安排和差派。

　此外，主給了我們許多親友。我們的環境和

情況正好適合我們得着人。當我們與主相見時，

我們沒有推託之辭，因為祂既差派，就豫備好

環境，連同我們所需的一切情況，使我們結果

子。惟一的問題是我們不肯前去。我們對這事

必須是認真的。這不僅是盡責的問題而已，乃

是生死的問題。我們必須認真、熱切、並迫切

的前去為主得人。

　 迫切禱告在主前　帶同救恩臨及人　
　因此，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工作職場上，我

們需要為人的得救禱告。我們必須是隨時禱告

的人。（帖前五 17，路十八 1。）我們工作的

時候，可以為一、兩位與我們一同工作的人禱

告。我們應當禱告：『主阿，記念這些我對他

們有負擔的人。你願意萬人得救。求你記念他

們，帶同救恩臨到他們。』神願意人得救，但

需要我們為此禱告，使其得以完成。（提前二 1，

4。）

　倪柝聲在學時，曾一次記下一百四十個人的

名字，並為他們的得救禱告。很奇妙的，有的

人上午寫進去，下午就得救。過了十八個月，

只有兩個人沒有得救。這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我們當將家中所有尚未得救的人，以及親戚朋

友，並一切認識的人，都一一記入禱告簿內，

天天、好好的為他們禱告。我們應當相信，這

是蒙祝福的事。

　六月十八日傳福音聚會之前，我們必須想辦

法接觸我們一直代禱的人，或是用電話邀約，

或是親自邀約，也可運用現代科技的便捷，在

FB 社群或者 Line 群組上邀約；更重要的是，

在傳福音前一天，我們該確定他要來。

　親愛的聖徒，這是一場屬靈的爭戰，不僅我

們在主面前迫切的禱告，我們也求主將平安之

子，尋求真理的人賜給祂的召會。願我們眾人

都起來，為福音前去結果子，為主得着人。（文

字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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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喜樂我們現在在柬埔寨開展，有分主

在那地的行動。我能見證，我們去了三年，但

不是我們能彀作甚麼，乃是主在那裏行動。主

在那裏有膏油的塗抹，我們只是與祂配合，成

為祂的管道，成為祂流通的憑藉。

　很寶貝在去年年初的時候，我們就有了青年

人的訓練。這個訓練的方式很像全時間訓練，

一個月在金邊訓練，另外一個月就到鄉鎮開展。

所以我就覺得要有分於主的開展，就需要青年

人受訓練。到現在有將近快二十位的青年人在

那裏受成全。受成全了之後作甚麼呢？出去開

展！從去年一月開始到現在已經建立了三處召

會，都不是好像很厲害的人作了甚麼事，乃是

一個個的人把他自己擺出來，奉獻給召會，奉

獻給訓練，主就在那裏有行動了。一方面有學

員配搭開展；另一面當地的聖徒也非常的火熱，

在那裏也輪流地配搭開展，這都是身體的配搭。

甚至，我們這三處的召會，其中有兩處的召會

是藉着海外的學員一起配搭開展的。有一個召

會是香港的學員去那裏開展，兩個月後召會得

着建立。有一個召會是台灣的訓練學員去開展，

在已過的三月十三日召會也成立了。

　一方面我們與主配合，一方面也藉着身體的

配搭相調在一起，而有分於把主的見證擴展出

去。在我這面，我深覺得，很寶貝我能彀在柬

埔寨這地有分於主的行動，我也把自己奉獻給

主，在那裏學習語言，用當地的語言來傳揚福

音，用當地的語言教導真理。我見證這不是我

能彀作的。記得大學的時候，我的英文是破爛

到不行，但是到那裏我居然能用英文來申言。

　記得去年四月時，陳致均弟兄帶了一隊弟兄

姊妹來訪，那時候我纔在柬埔寨一年半的時間，

我就為他們翻譯，把他們的豐富翻譯出來。這

是我作夢都不敢想到，從中文翻譯成柬埔寨文。

身體的交通是豐富的，他們藉着一場聚會見

證、分享台南的召會生活，使聖徒們都得着激

勵，原來不是只有在書報上纔可以看到這些的

實行，乃是真的有人在那裏打開家、接待聖徒、

接待學員、接待學生，『冰箱打開、家打開、

聖經打開』，一起進入神的話。他們聽見聖徒

們實行神命定之路真是得着激勵。那次也剛好

遇到了負責弟兄的訓練，所以大概有四十位的

弟兄們從各地來，他們聽完見證後都受激勵，

願意回去實行打開家，一起來接待新人、接待

福音朋友。

　去年七月，黃文昌弟兄和羅廣勇弟兄，他們

帶了一隊大專生來訪，雖說是訪問相調，但是

他們要求要和當地聖徒一起配搭開展。很寶貝，

青年人真是滿有活力。他們開展四個時段，也

就是四個兩個小時，就帶了四十人得救。神的

行動是快的。他們本地人都說很難傳福音，很

難向鄰居傳福音，結果他們一去，只有一個早

上就帶十八個人得救。神在身體中行動，聖膏

油在身體中有塗抹，在這裏真是有從神來的說

話，讓主能彀有一個出口見證祂的自己。所以

那一次的開展他們非常的喜樂，都說還要再來

一次。雖然每個人都見證，他們的語言真是不

行，我們也只是幫他們翻譯，結果人就得救了。

真的不是我們能作甚麼，乃是聖靈在身體中有

了出路。

　還有一團台南的聖徒來，就是今年的一月。

是戴冠璋弟兄帶了八位聖徒，一同參加了國際

相調特會。我們每一年在年初的時候，都會有

一次的國際相調特會，把東南亞的眾召會調在

一起。 這些聖徒們的前來，一面我們不僅進入

冬季訓練的信息，一面我們也很寶貝，在這過

程中主真的是在那裏作工。願主繼續祂在柬埔

寨的工作。（吳教安弟兄交通於日間追求班）

跟隨聖靈的工作　在身體裏同配搭

柬埔寨大專青年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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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已過台灣南區眾召會書報博覽會暨

召會生活展覽，吸引了超過一千位弟兄姊妹及

福音朋友與會。此次有五個書報攤位，分別是

聖經詩歌，經典套書、暢銷書籍，電子產品、

影音產品，兒童青少年書籍及福音用品。眾聖

徒對書報的渴慕及出代價買真理，實在使我們

眾人彼此得着激勵。也願追求真理的風氣，充

滿全召會，『對耶和華之榮耀的認識，要充滿

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哈二 14） 以
下主要是服事此次書報展的聖徒之分享：

　『你將這些事題醒弟兄們，便是基督耶穌的

好執事，在信仰的話，並你向來所緊緊跟隨善

美教訓的話上，得了餧養。』（提摩太前書四

6。）　　　　　　　　　　　　（陳良培弟兄）

　看見大家竭力買真理，好喜樂！書報真的要

看過纔能知道它的好，也纔能供應人，回去要

更竭力進入。和書房的弟兄姊妹學習很多，真

的是一羣作事有效率又儆醒的好榜樣。

　　　　　　　　　　　　　　（許寧芮姊妹）

　非常榮幸有分這次的書報服事。我們要繼續

打真理的仗。靈來了，話來了，光暗就分開。

我們需要主今時代的說話。　　（車惠軒姊妹）

　與弟兄姊妹一同配搭很喜樂，藉此使我更寶

貝主恢復中的屬靈資產。我願繼續操練在生活

中分享主話的豐富。　　　　　（王騰毅弟兄）

　很感謝主，能有分這次書報展的服事，當我

越向人講說書報，就越寶貝我們身邊的書報，

使我對讀書報更渴慕。在服事的過程中，看見

有些弟兄姊妹非常渴慕真理，會開書單大量的

買書，很寶貝弟兄姊妹們有這樣一顆愛主，追

求主的心。　　　　　　　　　　（陳心姊妹）

　很喜樂能有份這次的服事，原本一開始有點

慌亂，不知從何準備起，但真是越服事就越喜

樂，越向弟兄姊妹們介紹書報，自己對真理也

就越渴慕。途中遇到了許多外地來的弟兄姊妹，

大家都有不同的需要。寶貝在身體的配搭裏去

供應他們的所需，這樣的服事很有價值。感謝

主！　　　　　　　　　　　　（宋品儒姊妹）

　這次配搭非常喜樂，越向人推薦書報，自己

就越珍賞這些書報，並且藉着講說，這些豐富

就成為我們的；在推廣中也被暴露，很多書報

還沒有追求過，在推薦時就沒辦法說得很有信

心，真的需要下功夫來追求。看到聖徒們對真

理的渴慕，並帶着小羊來買書，覺得很被激勵。

　　　　　　　　　　　　　　（吳利亞弟兄）

　看到這麼多愛主的弟兄姊妹渴慕追求，很得

激勵。願我們都成為神聖啟示的推廣者，傳佈

主恢復的真理。　　　　　　　（顧哲綸弟兄）

　願主記念每一位服事者的勞苦，都是勞而不

苦，累得暢快！即使有不足、不彀的地方，基

督都成了頂替的元素。因為耶穌是主，錯也有

主，對也有主。讚美神！我有基督與你們（召

會）。　　　　　　　　　　　（沈淑雅姊妹）

享受與弟兄們會前服事彼此幫補，及會中配搭

彼此和諧。　　　　　　　　　（張士毓弟兄）

出代價買真理　傳佈主恢復豐富

神聖啟示的推廣者

書報介紹－職事文摘

職事文摘：主要取材自倪柝聲與李常受著作。

內容為五大專欄：真理、生命、事奉、福音、唱詩人。

內容取材：信息、經歷、應用、故事、見證。

專欄內容：配合晨興聖言主題，提供相關職事話語。

　　   　  －書報－

定價：每期 150 元，（第

一期已於第四十八梯次基

本訂戶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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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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週。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5/29主日聚會「真理課程」二級卷三第36課下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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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

　　　  第 145~146 篇。

　  5. 背經進度「歌羅西書」主題及西 2:7 ～ 2:9
西 2:7 在祂裏面已經生根，並正被建造，且照着你們所受的教導，在信心上得以堅固，洋溢

      着感謝，就要在祂裏面行事為人。

西 2:8 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學，和虛空的欺騙，照着人的傳統，照着世上的蒙學，

       不照着基督，把你們擄去；

西 2:9 因為神格一切的豐滿，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

Col  2:7 Having been rooted and being built up in Him, and being established in the faith even as
              you were taught, abounding in thanksgiving.
Col  2:8 Beware that no one carries you off as spoil through his philosophy and empty deceit,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 of men, according to the elements of the world, and not according
              to Christ;
Col  2:9 For in Him dwells all the fullness of the Godhead bod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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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 主日 ) 口民 21:1-35 口路 11:14-26  口路 11:20
5/30( 週一 ) 口民 22:1-41 口路 11:27-36  口路 11:34
5/31( 週二 ) 口民 23:1-30 口路 11:37-54  口路 11:41
6/01( 週三 ) 口民 24:1-25 口路 12:1-12  口路 12:3
6/02( 週四 ) 口民 25:1-18 口路 12:13-21  口路 12:15
6/03( 週五 ) 口民 26:1-65 口路  12:22-34  口路 12:29
6/04( 週六 ) 口民 27:1-23 口路 12:35-48  口路 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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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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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週一 )
 5/31( 週二 )
 6/01( 週三 )
 6/02( 週四 )
 6/03( 週五 )
 6/04( 週六 )

　全召會福音聚會邀請卡

  －報告事項－

　　　　　　　　　　若有需要邀請卡的聖徒，請至執事室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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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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聚會的餧養，新人得堅固 ；當地聖徒同心合意配搭。

    柬埔寨：吳教安弟兄夫婦－訓練學員在金邊開展訓練，被成全，為着六月分至各地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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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聚會：6/18全召會福音聚會聖徒邀約親朋好友，左鄰右舍，職場同事，學校同學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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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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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各校期末福音收割聚會；暑期新人的照顧餧養計畫；有更多高三生考上台南大專院校，

並有心願入住弟兄姊妹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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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召會福音聚會　時間：6/18（六）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全召會台語福音集中聚會　時間：6/25（六）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備有愛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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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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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壯年班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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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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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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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家長及服事者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5/31（二）20:00，地點：裕忠路會所 A102 室。 
 青年班全時間訓練學員畢業聚會

時間：6/25（六）15:00 ～ 17:00，地點：台北信基大樓。發車時間及地點：8:00 在仁德區公所（仁
德區中正路三段 5 號）。費用每人 700 元（含午餐），請向劉維仁弟兄報名（0971-03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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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婚聚會　
 簡求兆弟兄（1103 區）、羅恩慈姊妹（1102 區，羅庚欽弟兄之女）
　時間：6/11（六）15:00，地點：善化區會所。

  高志揚弟兄（602 區）、龔琳雯姊妹（屏東長治鄉召會）
  時間：6/11（六）15: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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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