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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國殤節特會信息

  第三篇　基督的擴增是為着召會的擴增，這乃是藉着按照
擴增的律供應生命給人

    前言
　本次國殤節特會的總題是『基督的擴增，為着

召會的建造』，共有六篇信息，兩兩成為一組，

頭兩篇是基督的擴增與開展在使徒行傳與約翰福

音中所描繪的圖畫；第三、四篇講到擴增的路，

第五和第六篇分別說到基督在個別信徒與在召會

中的擴增。第三篇主題基督的擴增是為着召會的

擴增，擴增的路乃是藉着按照擴增的律供應生命

給人。因為基督與召會乃是一棵宇宙的葡萄樹，

父是栽培的人，子是樹，我們信徒是葡萄樹上的

枝子，靈是生命的汁漿；結果子的律、擴增的律

就是住在主裏面，享受生命的汁漿以供應生命給

人。 
真理要點

　約壹五章十六節上半說，『人若看見他的弟兄

犯了不至於死的罪，就當爲他祈求，將生命賜給

他』。這裏的生命是『奏厄』（zoe），就是屬靈、

永遠、神聖的生命。這乃是說，一個住在主裏面，

與主是一，並在與主是一的靈裏（林前六 17）祈

求的祈求者，成了神賜生命的靈能將生命賜給他

所代求之人的憑藉。

　召會中的每件事都必須有生命的性質，以生命

作內容，並分賜生命（約十 10 下）。因爲召會

乃是三一神的生機體，作基督的身體，並作葡萄

樹連同枝子（約十五 1 ～ 5）；我們的工作、說

話、交通、服事、盡職、傳講信息、研讀聖經和

禱告，都必須是在生命的湧流和生命的分賜中。

當葡萄樹的枝子得着賜生命的靈這基督生命汁液

充足的供應時，就結出果子，這乃是內裏生命供

應的滿溢。主耶穌是最好的榜樣，一面是人子顧

惜我們，也是神子餧養我們；我們需要跟隨祂的

榜樣，經歷並呈現基督作吸引人的因素，好供應

生命給人，並以正常的方式得着他們。

　我們要供應生命給人，並恢復我們中間久不聚

會的聖徒，就必須有我們父神愛和赦免的心，以

及我們救主基督牧養和尋找的靈（路十五 4 ～ 6、

8 ～ 9、20 ～ 23）。我們都要以主的心腸爲心腸，

寶愛失落的羊。也必須信賴聖靈的工作。並且，

我們必須以父的愛來愛人，並帶着喜樂的面容到

人那裏去。

　召會的擴增是按照擴增的律。基督與召會乃是

一棵宇宙的葡萄樹，作三一神的生機體；信徒是

這棵樹上的枝子，與三一神有生機的聯結（約

十五 1 ～ 5）。我們信徒旣是基督的枝子，就住

在祂這位子裏面，與主成爲一靈，有分於祂的地

位和權柄（林前六 17）。我們住在子裏面，就

接受父的培養，因爲父是栽培的人，就是這棵葡

萄樹的培植者（約十五 1）；我們藉着住在子裏

面，就能接受父的培養，享受父神聖性情的豐富

（彼後一 4），就是得享神一切的豐富（西二 9 ～

10）。我們住在子裏面，就經歷生命之靈，就是

在我們裏面子的實化，這生命的靈也成爲我們生

命的素質（約十五 26）。結果子的定律就是我們

要住在主裏面，與三一神有聯結；結果子是出於

生命的定律，而不是出於神蹟；擴增的定律是我

們要住在主裏面，如同枝子住在葡萄樹上，吸取

三一神豐富生命的供應，我們要成爲能將生命分

賜給別人的人。

 　 　　　  　  　     負擔應用

　我們要成為一個住在主裏面，與主是一的祈求

者，且成了神賜生命的靈，能將生命賜給他所代

求之人的憑藉，我們必須作四件事：1. 要與主有

彀多接觸，花時間與祂同在，在主的對付中聽主

說話，使我們能說應時的話。2. 學習在主的光下

對付天然的個性，使在照顧人的事上變得有彈

性。3. 須拿起負擔去照顧人，如乳養的母親和勸

勉的父親照顧他們。4. 學習對人有興趣，將他們

擔在肩上，並在愛裏懷抱在胸間。（許世昌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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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排的目的（一）

　活力排的目的，乃是要過兩種的生活，就是國

度的生活和召會的生活。我們必須悔改並承認，

我們在這兩種生活上有許多缺失。雖然我們在恢

復中多年，但我們卻沒有看見，活力排乃是為着

過國度生活和召會生活。

　新約的啟示乃是論到這兩種的生活。四卷福音

書的中心乃是國度。馬太福音和約翰福音這兩卷

書率先摸到國度的真理。馬太福音主要的點是諸

天的國，而約翰福音所摸着主要的點乃是神的

國。約翰福音當然是一卷生命的福音，但生命

乃是把我們帶進神的國裏。我們得重生進入神的

國。我們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也不能進

神的國。（約三 3，5。）書信（包括使徒行傳）

的中心乃是召會生活。

　一九四九年以前，我們在中國大陸實行召會生

活時，只有家聚會，沒有排聚會。這個實行開始

於上海，帶進了很多的祝福。後來主把我們帶到

臺灣，我們看見只有家聚會是不彀的，所以我

們開始有排聚會。主豐厚洋溢的祝福了我們。

一九五八年，在韓國有人跟隨我們這樣實行，但

他們沒有用『排』這個字，而是用『細胞』這個

辭。我們的身體是由細胞組成的。我們在臺灣實

行小排，是擴增的最大因素。在四年內，我們從

開頭的三、五百人擴增到五萬人。在美國我們採

取排的實行，但是許多排都陷入停頓的光景中。

在研究了我們的光景後，我們就發現我們的排沒

有活力。

　關於活力排實行的教訓，聖經的根據是在馬太

十八章十五至二十二節，和提後二章二十二節。

馬太十八章十五至二十二節教導我們如何在國度

生活中有小排。提後二章二十二節教導我們如何

在召會的墮落中過召會生活。

　
過國度的生活

　我們需要帶着禱告來讀並思考主在馬太十八章

十五至二十二節所說的話；這一段話啟示我們，

如何過國度的生活。十五至十七節說，『再者，

若是你的弟兄犯罪得罪你，你要去，只在你和他

之間指出他的過錯。他若聽你，你就得着了你的

弟兄。他若不聽，你就另帶一兩個人同去，要憑

兩三個見證人的口，句句都可定準。他若不聽他

們，就告訴召會；他若連召會也不聽，就把他當

作外邦人和稅吏。』若是這個犯罪的人連召會也

不聽，我們該怎麼辦？這裏的經文告訴我們，我

們該把他當作外邦人和稅吏，也就是說，把他當

作在召會交通之外未得救的人。

　十八節接着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

地上捆綁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捆綁的；凡你

們在地上釋放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釋放的。』

我們必須看見十七節和十八節之間的關聯。十七

節很低，說到我們該把不聽從召會的人當作外邦

人和稅吏。但十八節說，我們該藉着捆綁和釋放

的禱告，來摸着天。這乃是活力排的禱告。十九

節說，『我又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若有兩個

人在地上，在他們所求的任何事上和諧一致，他

們無論求甚麼，都必從我在諸天之上的父，得着

成全。』這是活力排的實行，其中有兩三個人和

諧一致，摸着在天上的神。這些乃是在十六節裏

所題到的兩三個人：『他若不聽，你就另帶一兩

個人同去…。』他們乃是活力排裏的人。

　若是一個弟兄犯罪得罪我們，我們該先在愛裏

對付他。我們若跟他講不通，就該另帶一兩個人

去接觸他。我們若是還跟他講不通，就該告訴召

會；若是召會也跟他講不通，這位犯罪的弟兄就

失去了召會的交通。但這還沒有完；我們還必須

有捆綁並釋放的禱告，並且必須和諧一致的禱

告。無論我們禱告甚麼，我們在天上的父必要成

就，好得着那人。二十節說，『因為無論在那裏，

有兩三個人被聚集到我的名裏，那裏就有我在他

們中間。』這是活力排的實際。這兩三個人是被

聚集到主的名裏，為着祂的定旨，而不是被聚集

到他們的名裏，為着他們的目的。

　許多時候我們覺得某位聖徒真是無可救藥，而

在我們的小排裏，我們對他就停在這感覺裏。我

們的小排聚會通常結束於十七節。我們沒有像

十八節所說的，以基督為天梯，憑禱告登上諸天，

捆綁撒但，並釋放犯罪的弟兄。我們和召會可能

對這位弟兄沒有辦法，但我們該放棄他麼？主耶

穌說，我們該把他當作外邦人和稅吏。但是主接

下去說，我們必須捆綁撒但。我們必須和諧一致，

在一起禱告，捆綁那捆綁人者，並釋放那被捆綁

的人。（待續）（活力排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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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經滄桑輭弱至極　耶穌拯救得着自由　　

　我出生在台南縣一個非常偏僻的鄉下，因父親

經營牧場，我從小就在牧場長大。那時父親事業

經營不順，家中經濟陷入困境，父親決定將我送

人撫養。當別人來看我時，覺得我長相不佳而不

願收養，父親無奈的說：那就把她當作一頭豬

養吧！父親從來沒有抱過我，也不曾關心我的生

活，我是在極度缺乏父愛的環境中長大。那時候

我經常思考，到底人活在地上有甚麼意義，人是

從那裏來？將來要往何處去？我常怨嘆為甚麼別

的小孩受到那麼多的關注，而我甚麼都沒有？我

被迫在國小畢業後，離家出來工作。

　後來我阿姨帶我信了『一貫道』，在道場裏面，

他們給我許多的關愛，因着我多年認真的努力、

學習，我被栽培成一個正式的講師，所有的敬拜

禮儀，繁文縟節，我都背得滾瓜爛熟。在那時，

我要學習三千三百下的叩首，等我完成跪拜儀式

後，常感到天昏地暗，滿天星星。但他們向我

解釋說就是要藉此讓自己操勞痛苦，纔能彀消業

障。很稀奇的是，雖然我都按照他們的說法，非

常努力的修持，也竭力的渡人帶人去求道；我曾

帶了好幾百人來信，也得到渡人第一名的榮譽。

但我的心中仍是一團迷霧，內心覺得非常愁苦，

仍有許多解不開的謎藏在我心裏。有太多的規

條、束縛、捆綁和轄制，每當我愈追求、愈深入

研究，我就愈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每天回家都覺

得心力交瘁，疲累不堪。我自問：難道這就是我

想追求的人生嗎？

　雖然我意志堅定，離開了原有的宗教，但內心

仍然覺得非常空虛，生活沒有方向，如同行屍走

肉。後來，我考上了研究所，在學校碰到了向我

傳福音的潘教授，他邀請我去聽福音。先前我對

基督教就有不錯的印象，再加上教授在班上發福

音單張，同學都沒有人願意接受，我想給老師面

子捧個場，去聽聽看吧！但那時心裏還是有幾分

擔心，想到前輩所說的話：『凡是背叛師門的，

是會招致報復的，沒有好下場。』我安慰自己說，

我只是去聽聽，我不會信的。因此，第一天去的

時候，我只覺得台上的講師口才都非常得好，並

沒有特別感覺。回家之後，還一直向我家供奉的

偶像道歉：『對不起，我今天去聚會，不是出於

自願的，只是給教授一個面子。』

　第二天，潘老師再度邀約說：今天有一位從前

是出家的師父，叫作鄭麗津姊妹，她要來見證她

如何信主的歷程。於是我去了，當天晚上，前半

段是李光弘弟兄交通，他講到宇宙中有一位真

神，祂要來作我們一生的依靠，要住在我們的心

裏，並且引領我們這一生的道路。我聽了這些話

就覺得很受感動。我心裏想，有一位自稱是天父

的神，祂一直在等我，要關心照顧我，這豈不是

我多年的盼望嗎？但我竟然不認識祂，那豈不是

一件很可惜的事嗎？接着是鄭麗津姊妹述說她得

救的見證，那時我看到她走上講台時的儀態，我

就好像觸電一樣。我告訴自己，這人是與我同國

的人，當她開口說第一句話的時候，我的眼淚就

不禁流下，她說：『我們人都是非常輭弱的』，

我就回想我已過的童年時光，我是如此的輭弱，

生下來也沒有人關愛，自己隻身一人在外闖蕩，

在逆境中成長，孤苦無依，我的人生歷經滄桑，

是何等的輭弱！就在那時，我感受到似乎被主的

愛擁抱的感覺，那種情境真是筆墨難以形容，我

的淚水如同水龍頭打開一般，唏哩嘩啦流個不

停，我再也沒有辦法阻擋那股生命中愛的湧流，

流到我的心坎裏。

   就這樣，經過淚水的宣洩，讓我心中感到無比

的暢快，當晚我就受浸得救，歸入主的名下。得

救後，享受和弟兄姊妹在一起的召會生活，我經

歷基督的信實，藉着讀聖經我明白了真理的話。

從此，我再也不擔心害怕，我不再懼怕遭到來自

宗教的譴責－五雷轟頂，我清除了所有與偶像有

關的事物，我覺得人生有意義，我也從宗教的規

條、轄制中得到釋放，我已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現在開了一家餐廳和服飾店，主賜我豐富有

餘，我也在幾間大學兼課，讓我有機會跟青年學

子傳福音。我在剛受浸得救時，也把我所得到的

主當作福音傳給好幾百人，連我的父母親也得

救。我告訴父親，聖經說：『要孝敬父母，使你

亨通，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弗

六 2）。我現在信主了，我會孝敬、照顧您一輩

子』。那時我父親老淚縱橫，想到從前待我的事，

一再表示虧欠，他說：『我都沒栽培妳，妳今天

能有這樣的成就。』就在那一瞬間，我內心的傷

痕也被撫平，同時我也蒙神的光照，看見我是罪

人，主耶穌已藉着流血赦免了我的罪，使我能赦

免那生我的父母。願榮耀歸給神，平安臨及每一

位。（陳美仁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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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第八篇信息告訴

我們：『無論我們作甚麼，我們都應該清楚，這

是我們的憑藉，為將生命供應給別人。』上週參

加同學婚宴，我跟主禱告讓我有機會，將主耶穌

把水變酒的故事供應給我的同學。一開始有點緊

張，後來遇到了一個：『我告訴妳一個聖經的故

事，好不好？』她即刻說『好阿。』於是我開始

講。想不到她聽得興味盎然，又去拉另一位來聽，

於是我只好把故事再重說一遍。後來，她們又覺

有意思，又去拉另一人來聽，於是我又重複說了

一遍。就這樣，主耶穌把水變酒的故事，我講了

四遍。我自己就活過來了。由於我們都是長榮的

同學，就這樣，大家開始你一言我一語，回憶起

以前在校時聽過的聖經故事。本來一場很世界的

婚禮，霎時充滿了生命的味道。

　不久，婚禮突然出現脫序的狀況，竟然有人表

演不合適的戲碼，現場頓時不法的情慾如沸水奔

騰。大家起哄的起哄，說笑的說笑，唯有我坐如

針氈，非常不舒服。就在我皺着眉深感度秒如年

的時候，我抬起頭來，看到同學們也正在觀察我

的反應。突然有人發聲：『真不知道他為甚麼要

這麼作』。接下來，其他原本叫好的同學也開始

轉變態度，對這種戲碼表示厭惡。

　感謝主！想起主的話說，我們被造是要管理全

地的，神的兒女在那裏，那裏就有主的掌權。雖

然我沒有說甚麼，但他們都在看我的反應。我的

不作聲，我的皺眉都傳達了我對此事的審判。我

經歷到，主的權柄是憑着祂的生命湧流，進而擴

展到他人身上，如此，死亡就被生命吞滅了！

　我們實在『需要經歷並享受我們裏面的生命，

也需要成為永遠生命得以流通的管道，藉此將這

生命供應給人。』阿們。（郭佩甄姊妹）

　在我人生當中經歷有許多波折與低潮，也看盡

了生老病死，好幾次差一點失去寶貴的生命，能

彀死裏逃生真的很感恩；因此又讓我更加珍惜生

命。

　從小父母親時常為了宗教信仰而吵架，我不懂

為甚麼要這樣吵的不得安寧。因父親是基督徒，

而母親是佛教徒，導致我們家小孩遲遲無法受

浸，因尊重長輩，又不希望家裏吵鬧。直到父親

離開了我們，大伯、姑姑、叔叔又把我們叫回去

作禮拜，重新回到主的懷裏。那一陣子是我人生

最低潮的時刻，我不開心，很難過。難過的是我

一下子失去幾位身邊我最愛的親人，於是我開始

恨自己。但不知道為甚麼在我傷心難過，或遇到

困難時，總會有『貴人』出現幫助我，指引我。

我感受主好幾次了，因此我相信祂一直存在，從

來沒有離開我。

　為了想瞭解更多的生命真理，曾經不愛看書的

我居然會想翻閱聖經。讀了讀就覺得這本書很

活，感受到主正對著我說話，所以我更加相信祂

了。（曾美玲姊妹）

　　　　  　供應生命　重回主懷裏　　　　　

2016夏季青年班全時間訓練畢業學員

吳念宇、蔡建文、盧品臻、孟昭恩、鐘思薇

　　          －訓練－

2016夏季壯年班全時間訓練畢業學員

魏李英玲、郭慧慈

 訓練畢業學員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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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名單
101 吳玟冠 102 林憶源、黃國超 107 鄭雅勻 201
邱讌茹 202 吳忠憲 203 巫偉豪、蘇廷育 204 周學

楷 301 李泰原 302 黃厚維、吳宜芳 303 謝維鈞、

葉淑琴 306 黃安琪 403 林家興 405 譚樂年 503 羅

凱倫 601 李豫佳、馮陳來敏 701 劉春曉 702 李明

宏、陳麗珠 802 康淑敏 901 李呂碧麗、何可君

911 陳亭豫 1011 熊曼雯 1103 鄭木森 1203 陳恩生

1303 謝美春 1401 劉鳳婷 1403 賴家葦 1501 潘佐

華（共 33 位新人）。

受浸分享
（102 林憶源）我是個罪人，感謝主救了我。

（302 吳宜芳）很高興終於受洗了。

（701 劉春曉）感謝主耶穌帶領我來神家，在以

　後的時光要與主同在 !
（911 陳亭豫）你愛我竟為我捨性命，主，我愛

　你，該捨何情 ?
（1403 賴家葦）緊張的心情都沒了。

　　          －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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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25 31 13 5 29 18 5 69 18 6 6 18 23 4 9 308

至2016年 6月 30日受浸人數累計

歡喜得救

感謝主！
我得救了！

　　          －壯年班－

全然擺上傳揚福音　操練申言建造召會

　使徒行傳六 4『但我們要堅定持續的禱告，並

盡話語的職事。』禱告不僅是懇求主為着祂的行

動作事，更是使我們盡話語的職事時得着活力並

加強。

　多年的召會生活，總覺得主日的申言應該是領

頭弟兄們的事。我只是在等裏面有感覺纔起來說

話。但一起來說話後，又懊惱該說的沒說，不該

說的說了一大堆。甚至只是個人情緒的發表。所

以，對申言就缺少積極主動的態度。

　訓練中，教師們教導『如何書寫申言稿』，以

及藉着操練禱、研、背、講，使我對申言的豫備，

漸漸能掌握要領。

　首先，藉着禱告尋求主的帶領，書寫當週最享

受、最摸着的經節。然後，禱讀綱要，並藉着信

息選讀，在調和的靈裏書寫申言稿。訓練我的心

思一再的被更新，思路就能更清楚。並把握在有

限的時間裏，用靈將啟示亮光釋放出來。

　現在，主日每當我起來申言時，弟兄姊妹們都

很專注的聆聽，用靈扶持我！讚美主！因着在壯

年班接受訓練，學習申言，我願抓住每次為主說

話的機會，使我靈裏剛強明亮，為主說話，並把

主說到人裏面，作一個盡功用的肢體。（吳洪錦

靜姊妹）

　哥林多後書二 14『感謝神！祂常在基督裏，

在凱旋的行列中率領我們，並藉着我們在各處顯

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我從小蒙恩得救，已經 42 年，一直過着正常

的教會生活。十一年前，我的弟兄被主接去，突

然的打擊讓我措手不及，心情也跌到谷底，這些

年來，主藉着祂的說話，漸漸恢復了我。來到壯

年班參訓後，『召會歷史』的課程深深的摸着我，

讓我看見古今中外無數愛主的先鋒，為福音而奉

獻自己作奠祭。特別是倪柝聲、李常受弟兄的職

事，他們為着建造基督的身體，照着異象過神人

生活，把主的恢復帶到全球各地。他們馨香的見

證成了我的榜樣，復興我並加強了我。

　在訓練裏，我操練全然擺上，傳揚福音並牧養

聖徒。在週末，我和同伴一同配搭、禱告、出外

接觸人，並且餧養新人。另外，在一週福音開展

時，主的靈激動我報名參加澎湖隊，和同伴們遠

征馬公傳揚福音。雖然路途遙遠，奔波勞累，付

出許多代價，但也在身體的配搭中歡呼地收割莊

稼。從參訓至今，我已經和同伴們結了9個果子。

　我願意在訓練生活中更新奉獻自己，跟隨主的

腳蹤往前，成為飛鷹往德國去，作主一生的愛人

和同工，被成全成為這份職事的推廣者，豫備主

的再來。（陳姷庈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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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晨興聖言「國殤節特會－基督的擴增，爲着召會的建造 」第 4 週（為配合夏季訓練進度）。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6/26「真理課程」二級卷四第 38 課下半「在三一神的恩典裏經歷並享受基督為子（九）。」

　　4. 書報追求 「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福分與地位」第 21~22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

　　　  第 155~156 篇。

　  5. 背經進度「歌羅西書」主題及西 2:22 ～ 2:23
西 2:22  這些都是照着人的吩咐和教導，一經使用，就都敗壞了。     

西 2:23  這些事在私意敬拜，自表卑微和苦待己身上，確有智慧之名，但在克制肉體的放縱

        上，卻是毫無價值

Col  2:22  (Regarding things which are all to perish when used) according to the commandments and 
teachings of men?     

Col  2:23  Such things indeed have a reputation of wisdom in self-imposed worship and lowliness 
and severe treatment of the body, but are not of any value against the indulgence of the 
fl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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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 主日 ) 口申 24:1-22 口路 22:21-38  口路 22:32
7/04( 週一 ) 口申 25:1-19 口路 22:39-54  口路 22:40
7/05( 週二 ) 口申 26:1-19 口路 22:55-71  口路 22:69
7/06( 週三 ) 口申 27:1-26 口路 23:1-43  口路 23:34
7/07( 週四 ) 口申 28:1-68 口路 23:44-56  口路 23:46
7/08( 週五 ) 口申 29:1-29 口路 24:1-12  口路 24:6
7/09( 週六 ) 口申 30:1-31:29 口路 24:13-25  口路 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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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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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 週一 )
 7/05( 週二 )
 7/06( 週三 )
 7/07( 週四 )
 7/08( 週五 )
 7/09( 週六 )

　暑假專項行動
　兒童組 
　　南台南暑期兒童品格園 　時間：7/6~9，地點：裕忠路會所。

　　北台南暑期兒童品格園 　時間：8/20~21，地點：北台南。

　青少年組
　　青少年暑假特會　時間：7/1~3，地點：中部相調中心。

　　青少年暑假兒童品格園隊輔  時間：7/6~9，地點：裕忠路會所。

　　國一新生成全　時間：7/4~5，地點：裕忠路會所。

　　全台高中一週全時間訓練　時間：7/17~23，地點：裕忠路會所。

　　歷屆畢業生相調　時間：7/23~24，地點：裕忠路會所。

　　全台青少年服事者相調　時間：8/20，地點：台中科園區會所。

　　青少年週末入住暨期初特會　時間：8/27~28，地點：裕忠路會所。

　大專組
　　夏季訓練　時間：7/4~9，地點：美國安那翰。

　　暑期亞洲國際大專訓練　時間：7/14~20，地點：中部相調中心。

　　大專暑假兩週訓練　時間：8/1~13，地點：裕忠路會所。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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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照顧區主日集中聚會：將交通全召會下半年度負擔與行動
   青年照顧區　   時間：7/10，時間：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會後愛筵，各家帶菜。

   裕忠照顧區　   時間：7/17，時間提早至 9: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會後愛筵，各家帶菜。

                                        （因中午有全台高中一週全時間訓練）

   北台南照顧區   時間：7/17，時間：9:30，地點：麻豆培文國小（興農里和平路 11 號）。

   永康照顧區　   時間：7/24，時間：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會後愛筵，各家帶菜。

 全台大中、南區眾召會青少年服事（家長、服事者暨教職）相調聚會
　 對象：南、中區眾召會（新苗、台中、彰投、雲嘉、台南、高屏澎）之青少年服事者、家長、

　 中小學教職員及關心青少年服事之聖徒與負責弟兄。

　 時間：8/20（六）9:00 ～ 15:45（9:00 ～ 9:30 報到）。

　 地點：台中市召會科園會所。

　 報名費用：150 元（尚未含相調行程與車費）。

　 報名窗口：黃彩虹 0982-823818，gusani0624@gmail.com
 報名截止日：7/24（主日）

 全台高中一週成全訓練整潔配搭需求
整 潔 服 事 時 段：7/10（ 主 日 ）15:00~17:30；19:00~21:00。7/11 ～ 13（ 一 ～ 三 ）9:00~1130；

15:00~17:30，7/14（四） 9:00~11:30，集合地點：裕忠路會所 B201 室，願意配搭的聖徒請與蔡

濱如姊妹（0953-757801）聯絡。

 全召會歌羅西書第二章背經會考
會考時間：7/10（主日），地點：各小區。範圍：歌羅西書主題及第二章經文。請各小區於 7/3（主

日）前與執事室確認考試人數，兒童背經進度和會考時間，與全召會同步實施。

 暑期聖經研讀班
時間：8/7 ～ 8/12，地點：中部相調中心。費用：3500 元。報名以 300 人為限，請儘快向執事

室賴錦富弟兄報名。此次將進入舊約耶利米書至以西結書，並新約之彼得前書至約翰壹書。　

 安息聚會　（701 區）王發業弟兄（羅王海英姊妹之父親）

  時間：7/3（主日）13:00，地點：台南市立殯儀館至德廳。　 
 書報  夏季結晶讀經訓練中英文 MP3 及英文摘要預訂，請洽書報室王王玉蘭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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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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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訓練：赴美參加夏季訓練及訪問召會的大專及青職聖徒，得着主新鮮即時的說話。

    青職：每人每年結一青職果子，今年300個青職果子，9/3~4青職特會280人參加。

    大專：暑期新人照顧餧養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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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新生成全、全台高中一週全時間訓練等各面服事、豫備、配搭。

 兒童：南台南品格園報名的245位兒童（165位福音兒童），人人受主吸引；北台南品格園報名

            200位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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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