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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篇　照着神的心和旨意禱告而事奉神

   全召會成全聚會及專項成全：6/12（主日）15:30，地點：裕忠路會所及新營區會所。       
全召會福音聚會：6/18（六）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前言
　前一篇說到事奉的根據—祭壇的火，本篇說

到禱告。真正的事奉是從禱告開始的，事奉神

的禱告乃是照着神的心和旨意禱告，這是一個

兩座壇的生活。基督徒每一天、每一項的事

奉都需要從銅祭壇開始，聖別的火燒盡一切

的凡俗與不潔，並且這個燒成為推動我們的

熱力。接着我們需要有金香壇的禱告，因為

基督代求的生活，禱告的生活，乃是神行政

的中心，也是神在地上執行祂管治的中心。

　
真理要點

　在宇宙中有三個意志：神的意志、撒但的意
志以及人的意志；神要得着人的意志與祂合起

來，與祂是一，好叫人在禱告中彰顯並響應祂的

旨意，爲着祂的喜悅。

　生命樹代表神和神的意志，善惡知識樹代表撒

但和撒但的意志，亞當代表人和人的意志；我們

所以失去許多屬靈福分，就是因爲我們沒有在生

命樹的原則裏，藉着禱告發表神的旨意。

　禱告以及所有屬靈工作包含了四個步驟：神按

着祂的旨意起意；祂把祂的旨意藉着那靈啓示給

我們；我們響應祂的旨意並回頭禱告給祂聽以及

神照着祂的旨意作成那件事。

　哈拿的禱告乃是回應、說出神的心願，是人與

神的行動合作，爲要完成神永遠的經綸。只要神

能得着一個在生命線上與祂是一的人，祂在地上

就有路。

　以利亞是『與我們性情相同的人，他在禱告裏

禱告』。以利亞不是憑自己的感覺、思想、意願、

情緒，或任何來自環境和情況的刺激，爲着達到

自己的目的而禱告。他乃是在主所賜給他的禱告

裏，爲了成就主的旨意而禱告。

　但以理是一個禱告的人，藉着神的話語，聯於

神的心意；只有把自己聯在神話語上，禱告神經

綸之禱告的人，在神的手裏纔有真實的用處。人

與神合作，最高的表現就是禱告；這樣的人是大

蒙眷愛的，是珍貴的。

　亞伯拉罕活在與神親密的交通中，成爲神的朋

友；甚至在成肉體以前，耶和華作爲基督，就在

人的形狀裏，帶着人的身體，向亞伯拉罕顯現，

在人的水平上與他來往。這榮耀的代求是在與神

甜美的交通，在此神便將心頭願望向亞伯拉罕啓

示。

　主在馬太六章給門徒禱告的示範，這樣的禱告

表達神的旨意。禱告的原則是要在隱密中禱告，

給我們在隱密中察看的父看見；我們需要在隱密

中向主禱告、敬拜、接觸並與祂交通。

　馬太六章九至十三節是主對我們的教導，要我

們向『我們在諸天之上的父』『這樣禱告』；這

個禱告的示範可以分成三部分：首先是三個關於

神的基本禱告，與神聖三一有關，其次是三個關

於我們需要的要求是保護的禱告，這個向父的禱

告，結束於三個恭敬的讚美，作爲頌揚的禱告。

　這樣緊要的禱告，使我們更多尋求諸天的國，

就是父的心願，並且供給我們的需要，使我們得

着恩典的神聖供應，以履行諸天之國一切至高且

嚴格的要求，使神得着喜悅。 

負擔應用

　生出基督，毀除『所多瑪』。人的意志在宇宙

三個意志中，居於關鍵地位，神需要人操練靈以

及人復活的意志，照着神的神聖意願禱告－彰顯

並享受基督、實行身體生活，並建造基督的身體。

　在禱告使神工作的四步驟中，關鍵在我們肯否

回應禱告。神在地上的行動需要人的合作，操練

在生命線上與神是一，如同哈拿回應、說出神的

心願的禱告，使神照着祂的旨意完成祂的定旨。

　更多為聖徒的兒女代禱：學習與主有親密的交

通，逗留在神面前，神便將心頭願望向我們揭示，

使我們的負擔爲流蕩到世界中之神的子民代求。

（汪世義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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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小排聚會

　所以，我們纔說小排是召會生活的大部分。

一個地方的召會要強，小排的人數一定要多。

最好是小排聚會的人數多過主日聚會的人數，

那就不是作禮拜，而是實際的召會生活了。小

排聚會除了彼此照顧、餧養、彼此認識、代禱

外，主要的就是作成全，最好有一半的工夫來

作這事。怎麼作成全？我們沒有派來的教師，

也沒有特定的領頭人，每一個人都是學習的，

也都是教導的。誰都可以問問題，誰也都可以

回答問題。有答得淺的，有答得深的；答得不錯，

固然很好；答偏了，也沒有關係，總有人能智

慧的加以改正。結果，加起來就是一篇很好、

很完整的信息。參加的人，無形中就學了真理，

一週過一週，自然就得了栽培，得了造就。

　你們若照着我對你們說的，去作小排，細水

長流，我敢擔保你們人數一年一定翻一倍。你

們一直會有新人加進來，一代又一代，個個都

是得餧養，受成全的。這樣，我們就真正成了

書香人家了。我相信，這樣的光景再過幾年，

在我們中間就會顯出來。

　學習兩個功課
　除此之外，我盼望你們眾人能彀學兩個功課。

一個功課是，凡你所作的，都要從內心的深處

仰望主：『主阿，我不過是一個管道、一個器

皿。我所作的，你若不加進來，都是空；我所

作的，你若不祝福，等於零。』我們一定要有

這樣的靈，常常有這樣的禱告。還有一個功課，

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忘記，無論我們是在那一

個召會、那一個會所、甚至那一個區，我們眾

人乃是一個身體。所以，一定要保守那靈的一，

彼此和諧、相愛，並且彼此學習，互相幫助。

不要以為自己作得好，就輕看別人；也不要因

為別人作得好，就產生嫉妒。這都不應該。若

是可能，你們應該出去觀摩。能學的，儘量學；

能幫助的，儘量教。連世界的人，都常有交流，

我們更當如此。

　你們也要瞭解，無論我們怎樣謹慎，怎樣相

愛，絕不會有兩人所作的是一樣一式的。所以，

要避免意見、批評，也要避免衝突。只要盡力

學，盡力作。不必等三、五年，我相信明年這

個時候，你們就很可觀了。一年之內，你們會

有很多的進步。願主憐憫你們。

加強小排聚會，在於生命豐盛，真理明亮
　今天我們作基督徒，要加強小排聚會，非有

豐盛的生命不可；要有豐盛的生命，就必須操

練照着靈而行。順風來了不能吹動我，逆風來

了也不能阻擋我。我不要忍耐，我也不要控制

自己，克制自己。我只是照着靈而行。我所活

出來的生活是照着靈而行的生活，我所活出來

的不是道德，也不是倫常，乃是那是靈的基督。

你若整天都是照着靈而行，你裏頭必定是喜樂

的、高昂的，你就自然而然滿了讚美，滿了感

謝。你會對主說，『主阿，我實在敬拜你，你

真是每時每刻都作我的生命，作我的一切。主

阿，你實在是我的享受，我的妻子難為我，我

沒有被摸着，我的姊妹稱讚我，我也無動於衷，

主阿，我只願照着靈而生活。』

　我們若有這樣的生活，等到聚會時間到了，

我們大家聚在一起，這個聚會就是為着日常生

活的彰顯，我們來聚會，不是來表演，乃是我

們日常生活的一個見證。我們的生活從早到晚

既是這樣隨從靈，自然就湧出詩歌，湧出讚美，

到了聚會中，我們還是隨從靈而禱告，而獻上

感謝和讚美。

　這是在生命這一面，以後我們還要加上真理

的一面。我們生命要豐盛，真理要明亮，這樣

一個人坐在聚會裏，那個聚會就要受到影響，

得到供應，你就自然成了那個小排聚會的中幹，

也成了那個小排聚會的豐富、剛強、新鮮、活

潑，也是那個小排的吸引力和托住力。小排乃

是這樣纔得以加強的。

　所以我們不贊成每一個聚會，每一週、每一

月、每一年都是一人講，眾人聽。我們盼望大

聚會能給大家一些幫助，使大家能被成全，得

到裝備，而在生命上追求長大，在真理上追求

深入。然後你就是一個被生命浸透，被真理裝

備的人，無論你到那一個小排聚會，你就是那

裏的豐富、剛強、活潑、新鮮，你也就是那個

聚會的吸引力和托住力。這是我所盼望的，而

且這就是聖經所啟示的。（摘自神聖分賜的異

象與新路實行的指引第六篇；建造小排聚會所

需要的生活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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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召會福音聚會負擔交通（三）迫切有分基督的擴增 

　這次國觴節特會的總題『基督的擴增，為着

召會的建造』，一語道出神心頭的喜悅，願我

們這些愛主的人都能殷勤的進入。尤其是面對

六月十八日的福音聚會，我們的負擔更是可以

藉着這次的信息得到加強。 

　首先我們在使徒行傳明顯看見基督的擴增，

從主耶穌一個神人擴增成一百二十個門徒，五

旬節那天再增加三千人，過幾天再加五千人以

上。二章四十七節說：『主將得救的人，天天

和他們加在一起。』以後他們過着喜樂的召會

生活，而忘了主要他們往全地傳福音的使命，

所以主容讓人逼迫他們，叫他們四散到各地去

傳福音（第八章），由此可見主要我們積極傳

福音的迫切。

　另外到第十六章保羅在亞洲傳福音，聖靈卻

不許，而把他帶到歐洲去，由此可見主對擴展

福音的強烈渴望。到了第二十八章路加結束記

載，但從最後一句『全然放膽宣揚神的國，並

教導主耶穌基督的事，毫無阻礙。』這說出聖

靈藉着信徒傳揚基督，使基督得到繁殖、繁增

並開展的工作，還沒有完成，還需要繼續很長

一段時間。因此今天我們都需要有迫切的負擔，

與主是一並靠主作得勝者，一起繼續為着基督

的擴增。 

　要如何有分基督的擴增？在第三篇啟示我們

要藉着按照擴增的律供應生命給人：一、需要

與主有彀多的接觸，使我們都被聖靈充滿並充

溢，而滿了生命。二、在光的底下，在主面前

被祂對付，使我們能除去一切的阻礙，而住在

主裏面，就能多結果子。三、必須拿起負擔去

照顧人。特別我們要看見亞洲百分之九十以上，

台灣還有兩千萬人以上，台南市則有一百七十

萬以上的人還沒信主，我們怎能忍心看着他們

多數下火湖，永遠受痛苦。當然也不能讓他們

在被審判時，指責我們沒傳福音給他們。所以

我們必要快快救靈魂，不要講理由、藉口，要

信『主願意，更是有大能可以藉着我們來救多

數的靈魂。』四、學習對人有興趣。神愛世人，

祂甚至願意來作人，來為罪人死，可見神多看

重人。因此我們需要與主是一，對人也滿了興

趣，一心要愛人、救人。 

　而在第四篇又題到使徒行傳裏的榜樣：使徒

們藉着同心合意，連同禱告、那靈和話，帶進

基督大量的擴增。使徒們像彼得在己裏三次否

認主，都是輭弱無有的人，但藉着同心合意的

禱告，那靈澆灌下來，祂們就滿有能力擴增基

督。當然我們也是輭弱的，但我們也有和彼得、

保羅同樣的恩典，願我們立刻加強的行動，先

在區裏、小排裏和家裏都有同心合意的禱告，

然後每週都規律的結伴去傳福音、探訪人。如

此，信實的大能者必定會將得救的人更多加給

我們。（福音組）

　約壹一 3『我們將所看見並聽見的，也傳與你

們，使你們也可以與我們有交通；而且我們的

交通，又是與父並與祂兒子耶穌基督所有的。』

聖靈的交通，乃是信徒永遠生命的交通，藉着

聖靈的交通，享受父的愛和子的恩。

　已過我行事為人總是照着自己的感覺，『好

就作，對就說。』總是不交通，也不注意他人

的感覺，常得罪人也沒發覺。

　在壯年班訓練課程及各項規定，我是滿了意

見和主張，完全暴露出我的不合羣。有一次我

與配搭姊妹交通，卻不在靈裏，彼此之間就有

了怨言，又不順服神在我裏面的說話，心裏真

是輭、黑、空、悶、苦，藉着不住的禱告，轉

回靈裏認罪、悔改，取用主的寶血潔淨，使我

鼓起勇氣向配搭的姊妹道歉，也恢復與姊妹的

交通，更使自己內心得到平安、喜樂。

　感謝主，使我有分於壯年班的學習，我願意

一直活在與神的交通裏，好將祂的生命供應給

人，也叫人得着祂這永遠的生命，使自己向神、

向人是完全敞開的。（謝麗華姊妹）

　　        －壯年班－

活在生命的光中　與肢體聯結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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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傳揚　見證立擴展 

　全時間訓練中心於五月九日，在三會所有

春 季 鄉 鎮 暨 海 外 開 展 蒙 恩 見 證 聚 會， 約 有

二百五十位聖徒與會，一同見證主在各地榮耀

的行動。

　自去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今年一月二十五日以

及今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一日，學員們分兩

梯次前往台島的台北市大安區和信義區、桃園

市青埔特區和中路重劃區、台中市潭子區、雲

林縣林內鄉、台南市仁德區及高雄市大樹區等

七處地方開展；海外則是前往柬埔寨的拜林和

金邊，印度的新德里、法里達巴德、德瓦爾卡、

孟買，尼泊爾的加德滿都和拉利特普爾，以及

日本北海道、東北、關東、關西、九州等地區。

在為期十週的開展期間，因着各地眾聖徒在身

體裏竭力扶持學員們，總共帶了九百三十八位

新人受浸得救，並成立台北市召會六十二會所、

林內鄉召會，以及柬埔寨拜林召會和印度法里

達巴德召會。

　學員們見證藉着看見基督身體的異象，經歷

與聖徒彼此幫補、配搭傳福音的甜美，以及同

心合意迫切為人禱告並為主的權益爭戰，而在

身體中結果子。關於鄉鎮的開展，學員們主要

有幾項蒙恩：第一，藉着禱讀主話，挑旺彼此

的靈，鮮活的供應基督，應付人的各種需要。

第二，在爭戰禱告中，經歷基督得勝，使萬口

都公開承認耶穌基督的名。第三，藉着透徹的

交通，放下自己的意見和作法，能與聖徒同心

配搭。第四，按着福、家、排、區的架構實行生、

養、教、建，見證家聚會是神命定之路的命脈，

是召會擴展與繁增的關鍵。

　關於海外的開展，學員們雖經歷語言、文化

的限制，過程中也有攔阻，但卻越發加深他們

裏面生命的湧流，並經歷因真正同心合意而帶

下神的祝福。學員們分享他們藉着多而又多的

禱告，使神的靈能在眾人中間自由運行，以突

破語言的限制；而能在喜樂的靈裏，放膽講說

主的話。學員們也經歷只憑信心，不憑眼見，

在禱告中讚美召會是榮耀且得勝的，只要與主

同在升天的地位必能剛強且得勝。此外，藉着

相調，調去語言、文化等各樣的區別，學員經

歷一個新人的實際，用同一的口，說一樣的話；

並且學習顧到身體的感覺，信託身體的帶領，

不越過自己的等次，也不埋藏自己的一份。

　學員們見證福音的開展不是僅僅重在外面的

工作，更重在基督在每一位身上的擴展。當每

一位都將自己擺在燔祭壇上，願意被削減成灰

時，神就降下火來，作人事奉真實的動力和衝

擊力。在開展中，學員更主觀經歷福音就是包

羅萬有的基督自己，看見當人因接受並經歷主

而有生命變化，更認定傳揚福音、牧養人的價

值，願意一生過福音的生活，為要得着更多建

造的材料。更因着在各地看見清心愛主的聖徒

們，如何為主在全地的需要擺上自己的所有，

加強了學員們一生事奉主的心志，願意豫備自

己，當主有呼召的時候，願意跟隨羔羊往全地

去。

　末了教師題醒我們，這一切的經歷之所以如

此豐富，乃是因着我們是在基督的身體裏，並

為着基督身體的建造。然而，為着建造基督身

體之福音的開展並沒有停止，教師勉勵我們要

成為一個開展的人，到窮鄉僻壤，天涯海角傳

揚福音。最後教師也鼓勵在場所有的眾聖徒，

無論我們處於何種的年齡，都要作主少年英雄，

要叩門直到迎接主來。（轉載自台北市召會週

訊第 927 期）

訓練學員開展蒙恩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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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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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浸新人－

受浸新人

101 許雅芳 102 林脩甯 107 蔡珮容、107 張圓德

202 賴佑佐 204 姜以恩、林詠恩、孟德為、張閎

茹、黃偉修 302 寗津霏 402 曾于衿 602 曾美玲、

伍民坤、劉霽葦 603 陳柏宇 705 黃靜怡 802 劉

建榮 902 李陳金雪 903 江凱倫 911 黃柏勳、戴

佑庭 1102 陳冠霖 1202 邱秀絨 1401 余萬生、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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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0 26 11 4 27 15 4 65 17 5 5 17 21 3 9 274

至 2016.6.5 召會受浸人數累計

阿利路亞！我得救了！

文花、楊雅雯、余素真、吳兆起、 王煥憫 1403
謝郭秀蘭 1404 鄺再興 1602 吳明展、郭秝妤（共

34 位）

心得分享

感謝神讓我成為祂的兒女。（101 許雅芳）很奇

妙的感覺，希望能實現家人平安。（107 蔡珮容）

很開心，溫暖。（202 賴佑佐） 

　　       －大專畢業生－

　感謝主！這四年來的眷顧。還記得剛來台南

的時候，很害怕也很緊張，因為要適應新的環

境，唯一讓我安慰的就是住在姊妹之家。

　在我一二年級的時候，自己還是一個不太敞

開的人，也不敢開口禱告，但是看見其他姊妹

們簡單的敞開及開口禱告，我也開始向主禱告

說，『主阿！我也想要跟他們一樣開口禱告，

求你使我敢開口禱告。』我就這樣一直的向主

禱告、不斷的更新奉獻。雖然情形還是差不多，

但開始漸漸的開口禱告。

　大三的時候，去韓國交換一年，在去之前，

向主禱告能有一個穩定的召會生活。然後家人

也先聯絡好當地的聖徒，所以一去韓國，就開

始過正常的召會生活。在韓國的生活，經歷了

很多事情，無論是在課業方面，還是人際關係

上，都主觀的經歷基督在我身上的作為。有一

個經歷令我印象深刻，就是我與一位室友的關

係有一陣子不太好，當我禱告了三個月之後就

與那位室友恢復已往的交通。這件事情結束後，

我纔發現雖然我都有正常的聚會，但就是缺少

了個人與主親近的時間，所以主就用這件事再

次引領我到祂面前，接觸祂，親近祂並吸取祂。

　到了大四時，因着去年暑假有一個更新奉獻

的禱告，主就帶我在禱告上突破。一開口禱告

之後，就很自然的會開口了，真的很感謝主聽

我的禱告，雖然為這件事禱告很久，但主是信

實的，祂必垂聽我們的禱告。

　在四上的時候，我看見了許多榜樣，就跟主

說，我要向他們學習，謝謝主把這些榜樣擺在

我身邊，使我們一同愛主，追求主。

　我想要感謝七大區及九大區的聖徒們，不斷

的在背後為我們代禱。還有每一次準備的豐盛

愛筵，感謝聖徒們在愛裏的服事，他們是我學

習的榜樣，每次看到他們，就是常常喜樂的臉，

也會前來關心問候我，真的謝謝他們。

　最後，與眾人分享我最喜歡的經節，腓立比

書三 13~14『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取得

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的，向着標竿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

召我向上去得的獎賞。』（陳彥清姊妹）

主垂聽禱告　聖徒榜樣圍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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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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週。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6/12 主日聚會「真理課程」二級卷四第 37 課下半「在三一神的恩典裏經歷並享受基督為

           子（八）」。

　　4. 書報追求 「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福分與地位」第 15~16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

　　　  第 149~150 篇。

　  5. 背經進度「歌羅西書」主題及西 2:13 ～ 2:15
西 2:13 你們從前在過犯，和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了，神赦免了你們一切的過犯，叫你們一

       同與基督活過來； 

西 2:14 塗抹了規條上所寫，攻擊我們，反對我們的字據，並且把牠撤去，釘在十字架上。 

西 2:15 既將執政的和掌權的脫下，神就把他們公然示眾，仗着十字架在凱旋中向他們誇勝。

Col  2:13 And you, though dead in your offenses and in the uncircumcision of your flesh, He made
                alive together with Him, having forgiven us all our offenses;
Col  2:14 Wiping out the handwriting in ordinances, which was against us, which was contrary to us; 
                and He has taken it out of the way, nailing it to the cross.
Col  2:15 Stripping off the rulers and the authorities, He made a display of them openly, triumphing
                over them i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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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主日 ) 口民 35:1-34 口路 14:25-35  口路 14:27
6/13( 週一 ) 口民 36:1-13 口路 15:1-10  口路 15:7
6/14( 週二 ) 口申 1:1-46 口路 15:11-21  口路 15:20
6/15( 週三 ) 口申 2:1-37 口路 15:22-32  口路 15:32
6/16( 週四 ) 口申 3:1-29 口路 16:1-13  口路 16:10
6/17( 週五 ) 口申 4:1-49 口路  16:14-22  口路 16:16
6/18( 週六 ) 口申 5:1-33 口路 16:23-31  口路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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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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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週一 )
 6/14( 週二 )
 6/15( 週三 )
 6/16( 週四 )
 6/17( 週五 )
 6/18( 週六 )

  －報告事項－

大區 日期 地點 大區 日期 地點
一 6/26 青年路會所二樓 九 6/26 仁德區會所
二 6/26 北門路會所 十 6/19 崑山會所
三 6/19 大學路會所 十一 6/26 善化區會所
四 6/19 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十二 6/26 佳里區會所
五 6/26 各小區 十三 6/19 下營區會所
六 6/26 各小區 十五 6/26 新興路會所
七 6/19 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十六 6/19 鹽行會所
八 6/26 仁安路會所

　 各大區主日集中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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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召會成全聚會暨專項成全
1. 時間：6/12（主日）15:30 ～ 16:50 成全聚會，17:00 ～ 17:50 專項成全。

2. 地點：裕忠路會所及新營區會所。

　註：真理班聖徒請帶舊約聖經，並豫讀出埃及記三十 11 ～ 16 及生命讀經第 153 ～ 169 篇。

區／項目 場地 真理班 生命班 事奉班 兒童 青少年 大專 青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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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台南聚會場地及事務服事　 總管：林益生 0970-406-330、連志宏 0910-285-764

　 電器：二大組，交管：二、六大區，兒童：一、九大區。

　北台南事務服事
整潔 會前電器、場地佈置 會後一樓厠所 會後一樓會場、會客室 會後二樓餐廳、厠所
大區 十四大區 十一大區 十二大區 十三大區

兒童服事 15：20 ～ 16：00 16：00 ～ 16：40 16：40 ～ 17：20 17：20 ～ 17：50
大區 十一大區（操練靈） 十四大區（故事） 十三大區（美勞） 十二大區（遊戲）

夏季結晶讀經訓練
　壹 訓練班別：
　　一、假日班（六～主日）：收視 DVD 錄影、信息傳輸、禱研背講。

                   時間：7/23 ～ 24，第 1 ～ 6 篇；7/30 ～ 31，第 7 ～ 12 篇，14:55 ～ 20:30。
                   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二、日間班（一～六）：收視 DVD 完整錄影信息、禱研背講。

                   時間：7/25 ～ 30，第 1 ～ 6 篇；8/1 ～ 6，第 7 ～ 12 篇，9:00 ～ 11:00。 
                   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三、夜間班：7/25（一） ～ 8/6（六），收視 DVD 完整錄影信息，日期及時段參照下表：

大區 地點 時間 總管 日期
一 青年路會所 20:00~21:30 吳智遠 7/25~29, 8/1~6, 8/8
二 北門路會所 19:30~21:30 林益生 7/25~29, 8/1~6

三、四、七、九 裕忠路會所 19:30~21:30 徐弘昌 7/25~30, 8/1~6
八 仁安路會所 19:30~21:30 黃博文 7/25~30, 8/1~6
十 崑山會所 19:30~21:30 廖顯宗 7/25~30, 8/1~6 

十二 佳里區會所 19:30~21:30 繆興亞、林秉斌 7/25~30, 8/1~8/6
十四 新營區會所 19:30~21:10 林進貴、陳以諾 7/25~30, 8/1~8/6
十六 鹽行會所 19:30~21:30 王治平 7/25~29,8/1~6, 8/8

貳  報名截止：6/30（四）前請將 excel 格式報名表電子檔寄至 ksuee13@gmail.com（楊朝欽）。

　　　　　　  報名表已電郵至各區，請勿修改表格

參  奉獻款項：凡報名者應為訓練擺上個人奉獻新臺幣 600 元，即日起請投入奉獻箱內，並註

                             明為『結晶讀經訓練』用。

肆　訓練教材：請向各小區書報服事者繳費訂購。（請按教材訂購單登記繳回書報室）　
伍　其他事項：假日班如需訂購便當（每份 60 元），由各大區自行收款，將各餐數量、費用

　　　　　　　繳交總管代訂，現場無法臨時訂購。

陸　訓練總管：翁宏仁 0922-153-133、楊朝欽 0921-244-063 

  －報告事項－

全召會福音聚會　
  時間：6/18（六）1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主題：從聖經來看人生的奧祕。

 服事總管：林益生 0970-406-330、連志宏 0910-285-764
項目 電器 場地佈置 招待 / 簽到 受浸 交管 兒童 整潔

大區 二大組 八、十五 七、十二 三、四 二、六 一、九、十三 二、五、十、十一、十四、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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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6/14（二）20:00，地點：北門路會所。

                 四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6/14（二）20:00，地點：裕忠路會所 A102 室。

                 十五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6/14（二）20:00，地點：新興路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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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
　法國：陳洵弟兄夫婦、周永分弟兄夫婦－1.莊稼固多，工人卻少，興起更多的牧者來牧養祂的小

        羊。2.普徧建立晨興生活；並且勿忘德國開展的負擔。

    德國：因移民潮移至德國的福音接觸，家聚會餧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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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學員至金邊、大金歐、以及桔井三地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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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召會福音聚會及6/25台語福音聚會，聖徒邀約親朋好友、職場同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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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語特會：全臺手語與聽損聖徒相調特會於6/10~12，在花蓮市召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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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專院校傳教職員福音。

   青少年：青少年暑假特會，青少年、家長報名及各面服事豫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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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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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截止日：

6/12（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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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元。報名方式：

請上 QRCODE 報名，並將費用繳給蔡濱如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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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 裕忠路會所，8:00
仁德區公所（仁德區中正路三段 5 號）。費用 500 元（午、晚餐於休息站自理），請向劉維仁弟

兄報名（0971-031-362）。

  全台路加集調
　時間：8/20（六）13:00 報到，14:00 第一場聚會～ 8/21（主日）12:00。地點：宜蘭縣香格里拉冬

　山河渡假飯店。報名費：不住宿者 1200 元；住宿香格里拉飯店每人 3700 元 / 二人房，2800 元 /
　四人房，2500 元 / 六人房，兒童 110 公分以下未佔床位免費。學生價 2200 元（安排至附近民宿）。

　請於 6/25（六）前向執事室賴錦富弟兄報名並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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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四十八梯次中文基本訂戶，費用：每戶豫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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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智慧手機搭載書房軟體特惠方案：ZenFone 2 Laser 五吋螢幕，每台特惠價 9,600 元。

三、第四十七梯次最後一次發書及晨興聖言將於 6/19 隨週訊發至各區。

財務
為美國紐約購置會所，台東池上鄉召會購置會所，共需新台幣 75 萬元，請聖徒記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