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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國殤節特會信息

  第四篇　基督的擴增，為着召會的擴增與開展，
　乃是藉着同心合意，連同禱告、那靈、話與家

 前言
　上一篇和本篇可算為一組，都是說到基督的擴

增為着召會的擴增。但上一篇比較着重在內在的

元素方面，也就是藉着供應生命給人，這乃是擴

增的律。而本篇比較是提及外在的憑藉、實行方

面，也就是藉着同心合意，連同禱告、那靈、話

與家。因此，本篇不只說到基督的擴增是為着召

會的擴增，也說到為着召會的開展。擴增既是指

明基督在信徒裏面的擴增，也指明信徒數目的增

加；而開展則較重在召會往外的擴展。這些實行

的項目，可分為三方面：一、同心合意，二、禱告、

那靈、與話，三、家。

　真理要點
　本篇共三個大點，分別說到篇題三方面要點：

一、同心合意，二、禱告、那靈、與話，三、家。

　壹、我們要有基督的擴增，而使召會得以擴增

並開展，就必須同心合意；同心合意的原文是由

相同，加上心思、意志、目的（魂、心）所組成，

意即相同的心思、意志和目的。

　同心合意是開啟新約中一切福分的萬能鑰匙；

應用一就是保守一，而保守一就是實行同心合

意。我們要有同心合意，就需要顧到同一件事。

而這同一件事，在聖經中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啟

示：一、在主恢復裏的同一件事，惟一的事，乃

是神永遠的經綸，以基督為中心和普及。二、在

腓立比書中說到『同一件事』，是指對基督主觀

的認識和經歷，就是追求基督以贏得祂、取得祂、

並據有祂。三、以弗所二 15 說到『一個新人』，

羅馬書十五 6 說到『同一的口』，林前一 10『說

一樣的話』。也就是我們必須在一個新人裏，以

基督為獨一的人位，用同一的口，說一樣的話。

　貳、使徒行傳給我們看見，神命定為着執行神

的行動以成就祂新約經綸的路，完全是憑着三個

主要的實質－禱告、那靈與話。我們該禱告，使

我們有那靈作能力來傳播主的話。從行傳中我們

看見早期的門徒執行主在地上的行動時，總不離

開這三個實質，他們總是用同樣的方法作同樣的

事；因此，他們能維持獨一的同心合意。我們不

該想要採取禱告、那靈、與話以外的方式，因為

任何別的方式都會引起異議和分裂。使徒們從來

沒有不禱告而發起任何工作；每當他們想要作一

件事，他們乃是藉着禱告停下自己，給神一條路

進到他們裏面，充滿他們，並浸透他們全人，使

他們一切的活動都是行動之神的活動。

　參、在家裏聚會，乃是基督徒聚集的作法，符

合神新約的經綸。召會在地上產生時，信徒們就

挨家挨戶擘餅禱告、傳福音、教導、勸戒信徒。

在家裏聚會也成了眾召會中持續且普遍的實行。

召會擴增與開展的基礎乃是在家中建立小排、活

力排聚會。

　召會需要集中聚會和職事聚會來教育、教導真

理，也需要小排如家庭培養信徒。家中小排能留

住人，在『守』的一面托住、挽回信徒，在『攻』

的一面傳福音得着人。在家中小排裏每一個信徒

都是主的見證人（殉道者），與人分享並向人作

見證，他們『所看見所聽見的』基督。

 　　　  　  　         負擔應用
　一、實行真實的同心合意，操練在配搭中有相

同的心思、意志、目的，凡事以基督為中心和普

及；思念同一件事，追求主觀的認識並經歷基督；

並在一個新人裏，以基督為獨一人位，用同一的

口，說一樣的話。

　二、操練凡事都要先禱告，使靈活、靈剛強、

靈充滿，靈在裏面來推動、發起行動，並有主的

話，也講說主的話。

　三、家家打開有小排聚集，在小排中彼此教導

主的話；隨時或定期小排福音，操練人人盡功用，

作見證，講說基督。每小排都能具體的托住、牧

養、挽回幾位聖徒、初信者、或福音對象。（林

右庸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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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排的目的（二）

　我們不該帶進任何意見，來暴露我們所代禱之

人墮落的光景。我們必須藉着和諧一致的禱告，

來捆綁那捆綁人的撒但，並釋放那犯罪者，就是

被撒但所捆綁的人。和諧一致，就是如同音樂聲

調和諧一樣。一個人彈鋼琴彈得好，所彈的許多

琴鍵就發出和諧的音樂。當我們和諧一致的為一

些退後、犯罪者禱告時，我們為求恢復他們的禱

告，在天上父的耳中就像音樂一樣。

　主說了這話之後，彼得來到主那裏問祂一個問

題。二十一至二十二節說，『那時，彼得進前

來，對耶穌說，主阿，我的弟兄得罪我，我當赦

免他幾次？到七次麼？耶穌對他說，我不是對你

說到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次。』彼得可能就

是那位被弟兄得罪的人。他不想再赦免這位弟

兄，所以他問主：『我當赦免他幾次？到七次

麼？』主說彼得該赦免那位弟兄到七十個七次，

或者說四百九十次。我們若有赦免一個犯罪者到

四百九十次的靈，那個人必定會被恢復。我們這

些有分於活力排的人，是否有這樣的靈？

　我們的活力排人數可能漸漸減少，而不是增

加。其他的人在那裏？可能有些人墮落、退後了，

還有些人被人得罪了。對於每一個不再和我們聚

在一起的人，我們都找得出理由，但是主會同意

我們的理由麼？主會問說，『你的弟兄在那裏？』

換句話說，主不會讓我們放棄人。我們不該放棄

任何人。我們必須一再的到主面前，藉着和諧一

致的捆綁和釋放，用禱告來摸着天。『天』的意

思就是神。我們摸着神，神就進來作事。這就是

過國度生活的意思。

　如果有人錯待我們，我們不該被觸怒，而該仍

然愛他。我們不該到別人面前，去談他的情形，

乃該單獨的去他那裏。我們該直接的去他那裏，

而遮蓋他的情形。他若不聽我們，我們就必須另

帶一兩個人去見他。最終，我們必須告訴召會。

這就是在馬太十八章裏過國度生活的路；然而我

們並沒有這樣實行。當人犯罪得罪我們時，我們

就對我們的配偶或別的聖徒談論這事。這是不對

的。

　我們這些在活力排裏的人，第一個要學的功課

乃是不揭露人的輭弱。創世記九章裏含的故事，

說明這事。他父親挪亞喝醉酒，在自己的帳棚裏

赤着身子。含看見他父親挪亞赤身，就告訴他兩

個弟兄。但是他的兩個弟兄閃和雅弗，拿了一件

衣服，倒退着進去，遮蓋他們父親的赤身。這事

的結果，含受了咒詛，他的兩個弟兄得了祝福。

（20 ～ 27。）在活力排裏，我們必須避免這種

揭露人的談論。我們揭露人的談論是一種缺點，

會殺死我們的活力排。我們必須學習遮蓋別人。

當我們知道一個人犯了罪，或者有人犯罪得罪我

們，我們不該告訴別人，而該直接去見那人。我

們天然的人總喜歡告訴別人某一個人的罪和錯

誤。這是不對的。

　主在馬太十八章給了我們一步一步的路。這些

步驟乃是先單獨的到那人那裏去，然後另帶一兩

個人同去，最後去告訴召會。他若連召會也不聽，

我們就放棄麼？我們可能停在馬太十八章十七

節，只是把他當作外邦人和稅吏。然而，我們若

停在這裏，我們的活力排人數就會減少，而不增

加。接着十七節，主在十八節說，我們必須學習

捆綁和釋放。我們必須學習和諧一致的為犯罪者

禱告。這樣，在天上的父就會執行我們所求的，

也會在我們中間。我們也必須學習赦免別人，而

不計次數。這乃是活力排的實際。

　保羅在林前五章責備哥林多信徒，囑咐他們要

把那惡人從他們中間挪開。（13。）保羅的囑咐，

多少可以比作舊約的摩西律法。（參申十三 5，

十七7，12，二一21，二二21～22，24，二四7。）

但是在哥林多後書，保羅對這位犯罪的人，是柔

細、謹慎、體貼的。保羅告訴聖徒要把那人挪開

之後，他沒有平安，所以他打發提多去看那個情

形。提多帶回好消息說，這惡人悔改了。（林後

七 6 ～ 13。）於是保羅說，聖徒該饒恕並安慰這

人，免得他們給撒但佔了便宜。（二 6 ～ 11。）

　活力排乃是召會真實的代表。召會應當照着保

羅的榜樣，學習如何對付犯罪的人。當這犯罪的

人被挪開時，保羅並沒有平安，所以他又作了一

些事，來顧到那個情形。最重要的事，乃是顧惜

和饒恕。探訪就是顧惜。保羅打發提多去探訪哥

林多，為要顧惜哥林多人。然後保羅告訴他們要

饒恕。饒恕應當隨着顧惜。這樣，我們纔能恢復

並得着人。（活力排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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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交通　　　　　　

結晶讀經訓練緣由

　我們從一九七四年開始，在二十年又六個月之內，把整本聖經的生命讀經完成了。從一九九四年

秋，我們開始有另一種更深入研讀聖言的方式。我們稱這更深入的讀經為結晶讀經。我們盼望把聖

經每一卷書裏所有的結晶擺在一起。（約翰福音結晶讀經第一篇）

　現在我們從生命讀經再往上去，到了我們所謂的結晶讀經。生命讀經在第一個水平，結晶讀經在

第二個水平。按我們的用辭，『結晶』是基於素質。我們要看見聖經裏生機的『結晶』。結晶讀經

是照着神經綸啟示的中心觀點，將聖經中所有與此真理主題相關的部分如拼圖般地拼出一幅完整的

圖畫來，其特色乃是融會貫通。（雅歌結晶讀經第五篇）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

　今年的夏季訓練是進入出埃及記的結晶讀經，內容非常豐富，主要是講到出埃及記後半（26 ～ 40
章），也就是進入幔內，出到營外，與主有最親密的交通；被金包裹，更多得着神自己，好使我們

脫離罪、肉體與神和好，使我們完全與主是一；成為一個團體的人作祂的居所，在永世裏作祂的彰

顯和代表。
全召會一致的行動

　地方召會是基督身體在當地的具體彰顯。身體在宇宙間的顯出在於那靈的一，而在地方上的彰顯

乃是同心合意。因此，我們要過身體生活，就必須具體投入召會生活，而同心合意的具體表現就是

一致行動。負責弟兄決定在七月中旬至八月上旬全召會花兩週的時間進入錄影訓練（清晨班、日間

班、夜間班及週末班），再花十二週追求並進入結晶讀經晨興聖言，以致我們能得着更多的金，更

多的神，來完成神的經綸，建造基督的身體。

　盼望眾聖徒都靠主的恩典，全體投入，認真訓練；不僅聽信息，也要花時間追求、進入，藉更深

入的消化，使眾人都能被主的話浸透，好絕對的被帶進神裏面，作祂的彰顯和代表。這是我們的負

擔與盼望。

2016 年夏季錄影訓練標語

我們需要進入幔內，就是進入我們的靈裏，並出到拜偶像的營外，
與主有最親、最密的交通，使我們成為與神有共同權益的人，

能為神所用，以完成祂在地上的事業。

『一』是一件深深浸潤在三ㄧ神裏，直到我們完全被金子包裹的事；
我們的問題在於我們缺少神，我們的需要乃是更多得着祂；

主的恢復乃是在於神以自己包裹祂所恢復的人。

簾子和幔子與和好的兩面有關─
使罪人脫離罪與神和好，並使活在天然生命中的信徒脫離肉體與神和好，

將他們絕對的帶進神裏面，並使他們完全與主是ㄧ。

帳幕、雲彩、與榮光乃是三一神完滿的豫表，
描繪神永遠經綸的目標─要得着一個團體的人作祂的居所，

在永世裏作祂的彰顯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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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六年青少年暑假特會
　　經歷神人調和　承接時代託付　

　此次暑假青少年特會有將近一百九十位青少

年、家長、教職員及服事者參與，特會主題為『經

歷神人調和，承接時代託付』。藉着弟兄們信息

傳輸，話語供應，青少年的靈再被主挑旺起來，

靈裏焚燒。他們向着主的認真，見證從禱讀主話

中得着光照，也願操練照着調和的靈過生活，並

在校園中傳福音結果子。願主繼續在青少年身上

動工，使他們心中立大志，設大謀，答應主呼召，

成為得勝者，轉移這個時代，迎接主回來。

　此次特會，特別安排一位在學校輔導室服務的

聖徒，專題分享青少年如何在這個世代中，認識

自己，並從現今所處的環境中被分別，並作相反

的見證。還有在家長座談中，藉由弟兄的見證與

交通，題醒家長，為着兒女聖別自己，在家中需

要有愛的空氣，並牧養家中的兒女。願主繼續祝

福祂自己的說話。以下是青少年的分享：

　感謝主！這次來到特會，是被父母逼來的，剛

開始聽信息的時候很想睡覺，但後來一直受到弟

兄們的扶持，纔開始慢慢聽弟兄交通信息。我

很摸着一句話『轉移時代的人都是自願奉獻的

人』，因為當一個自願奉獻的人，就必須敞開自

己的心，讓主進來並在時代中作相反的見證。

（311區　甘泉恩）

　我很摸着當所有的人在地上活着都是追求世

界，享受世界的時候，但以理卻從這一個情形中

分別出來，這個分別就是自願奉獻。

　我是報完特會，纔知道日期是休業式隔天馬上

就要到相調中心報到，覺得都還沒有準備好，於

是就開始和父母大鬧，可不可以不要來參加特

會，因為別人都在玩樂，我卻要來這裏。但感謝

主！如今我在這裏，主把我分別出來，充滿我。

我願意操練和但以理一樣，從世界分別出來，成

為自願奉獻的人。（711區　史佩恩）

　

　這次特會是最特別的一次，信息講得太精彩

了，雖然身體很疲憊，卻沒有打瞌睡。我最摸着

第一篇信息，告訴我們要成為自願奉獻的人，奉

獻時間，到主面前，挖空自己，把主吸進來，進

而與主調和為一，成為主用來轉移時代的人。

　我們這寢室的服事者告訴我們『準』的重要，

他跟我們說了三十分鐘聚會不遲到的重要，我纔

想起我以前都沒有準時，每次聚會都拖拖拉拉，

都要爸爸三催四請纔能不遲到。我願操練在聚會

前先到，奉獻聚會前的時間，我願擺在主的面前，

豫備好自己的靈，讓自己在聚會中有更深的摸

着。（411區　柯廷昀）

　我最摸着的是與同伴操練禱讀，不僅是要顧到

裏面靈的感覺，也要顧到同伴的靈。本來都不知

道要說甚麼，可是有同伴的堆加和供應，讓我覺

得很喜樂、很豐富，能彀在靈中調和為一。以前

從來沒有覺得禱讀能彀這麼享受。感謝主！使我

能多操練禱讀，享受祂一切的豐富。（1611區　

蔡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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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三天的特會中真是滿了活力！主讓我看見

作得勝者最簡單的路就是禱讀主話。藉着與同伴

的彼此堆加，使我們這組在禱讀時滿有對神新鮮

的經歷，使我們的靈被挑旺起來了，真是歡喜又

跳躍，回過頭來，纔發現自己早已滿身大汗。讚

美主！有這一位包羅萬有的神在我們裏面，使我

們能隨時取用祂，並與祂調和為一，作我們一生

的養分。（1011區　許珮甄）

　很摸着我們乃是要經歷神人調和，而這個調和

是要由我們主動來啟動的。所以我們禱讀主話，

只要敞開我們的心，敞開我們的靈，藉着禱告，

話就轉為靈，而我們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並

貯存這些『婁格斯』的話，主就會在需要時，把

它們轉為『雷瑪』的話來供應我們。詩篇一一九

篇一四七節：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

語。願我們都能持續不斷的操練。（411 區　劉

奕宏）

　信息第二篇所題到的操練靈的三個步驟－釋放

靈、餧養靈、以及隨從靈。而其中我覺得隨從靈

是最困難的。在已過的聚會或特會中，許多時候

即使有摸着、受感動，我仍會照着天然的感覺，

銷滅那靈，等其他人開口。但在這次的特會中，

我盡力在每次有感覺的時候就開口，不讓自己在

錯過時機纔後悔不已，而這讓我愈來愈享受這場

特會，感受到更多的甜美！（411區　林潔玟）

　這次信息我很摸着必須有分於福音的傳揚。已

往我總覺得傳福音只需要有勇氣，還要為福音朋

友代禱。但這次信息中提到我們應該在生活中就

要帶入禱告，有晨興、晚禱的生活，使基督成為

我們行事為人的依據。福音朋友們纔會願意信入

主。這實在很轉我的觀念，也讓我知道不能只在

表面說漂亮話，而是要成為一個活見證，彰顯

主！（411區　楊逸）

　在這次特會中，我最摸着該如何享受基督。信

息說到：『我們享受主不彀多，所以我們在彰顯

主的事上很貧窮，在代表主的事上也很輭弱。』

這讓我發現自己對主的需要，也讓我願意向着主

更專一，好成為神的彰顯，吸引同學，讓他也能

對主有渴慕。（511 區　葉傳宇）

　第七梯次德國的福音行動，這個梯次是聖徒配

搭最多的一次（約有 200 位來自歐洲各地、南非、

美國、加拿大、宏都拉斯、中國、台灣、韓國、

馬來西亞⋯），這個梯次分別到四個主要城市：

柏林、杜塞爾多夫、法蘭克福、斯圖加特。主的

需要是大的，不僅照顧來自中東的難民，還要得

着德國本地人。所以有發送德文聖經小組的，也

有照顧難民的。讚美主！藉着身體的代禱，七倍

加強的靈運行，主真是祝福祂的行動！

　開展隊中有一隊，被分到照顧難民，有三十九

位難民（伊朗人）來到德國聖徒所租的地方，參

加十二週的成全訓練課程，主題是神的話與禱

讀。他們都非常的單純並渴慕，在分組時間，他

們學習如何禱讀主話，非常認真的操練。隔天到

他們住的難民營旁的咖啡店家聚會。還有一天下

午，本來約定八位，結果來了十七位！隔天再去

與他們家聚會，有七位聖徒配搭，原來約七位，

結果來十六位！主奇妙的帶領之下，來自世界

各地的聖徒同心合意，用同一的口見證如何得

救、愛主、過召會生活、如何從公會進到主的恢

復…。　有一位父親帶着二十歲左右的兒子說：

『我現在知道為甚麼弟兄姊妹來德國找我們了，

我想有一天也會跟你們一樣。』另一個幫忙翻譯

的姊妹說，『如果有一天主讓伊朗局勢轉變，她

會不顧一切，第一個回去為祂傳福音！』讚美

主！這是代求的基督與全球眾召會代禱的結果。

請眾聖徒繼續代禱：

　一、求主興起更多的家移民到德國來牧養這些

敞開的器皿。

　二、興起能說波斯語和德語的聖徒來配搭；求

主成全新人成為同工，並得着大量的翻譯人才。

　三、為本地聖徒代禱，因着家打開服事開展隊

的聖徒，還有許多渴慕的新人，極需身體的扶

持、代禱與實際的供應。（摘自召會週訊網頁版）

德國福音行動近況報導

　　          －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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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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週（為配合夏季訓練進度）。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7/10「真理課程」二級卷四第 39 課上半「在三一神的恩典裏經歷並享受基督為子（十）。」

　　4. 書報追求 「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福分與地位」第 23~24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

　　　  第 157~158 篇。

　  5. 背經進度「歌羅西書」主題及西 3:1 ～ 3:3
西 3:1   所以你們若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尋求在上面的事，那裏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   

西 3:2  你們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 

西 3:3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 

Col  3:1 If therefore you were raised together with Christ, seek the things which are above, where
              Christ is, sitting at the right hand of God.
Col  3:2 Set your mind on the things which are above, not on the things which are on the earth.
Col  3:3 For you died, and your life is hidden with Christ in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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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 主日 ) 口申 31:30-32:52 口路 24:36-53  口路 24:45
7/11( 週一 ) 口申 33:1-29 口約 1:1-13  口約 1:12
7/12( 週二 ) 口申 34:1-12 口約 1:14-18  口約 1:14
7/13( 週三 ) 口書 1:1-18 口約 1:19-34  口約 1:29
7/14( 週四 ) 口書 2:1-24 口約 1:35-51  口約 1:51
7/15( 週五 ) 口書 3:1-17 口約  2:1-11  口約 2:3
7/16( 週六 ) 口書 4:1-24 口約 2:12-22  口約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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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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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 週一 )
 7/12( 週二 )
 7/13( 週三 )
 7/14( 週四 )
 7/15( 週五 )
 7/16( 週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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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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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區 十四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7/12（二）20:00，地點：鹽水區會所。 
      十五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7/12（二）20:00，地點：新興路會所，請攜帶週訊。 
 青少年應屆高三畢業生

 時間：7/23（六） 9:30 ～ 7/24（主日） 15:00，7/25（一） 13:30 ～ 7/26（二） 17:00，相調地點：

大學路會所，費用：350 元 / 人，報名方式：掃描 QRcode 或向總管報名

李騏宇弟兄（0934-024132）、吳利亞弟兄（0912-873039）。

台南畢業青少年聖徒相調
相調時間：7/23（六）9:30 ～ 7/24（主日）15: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學路會所，報名對象：

畢業青少年、大專、應屆高三畢業生，費用：500 元 / 人，報名方式：掃描 QRcode
或向總管報名：李騏宇弟兄（0934-024132）、汪予恩弟兄（0910-856730）。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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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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興起更多的家移民到德國來牧養大批敞開的器皿；2.興起能說波斯語和德語的聖徒並得

               着大量的翻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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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影訓練：釋放聖徒時間參加清晨班、日間班、夜間班、週末班，有分主今時代的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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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暑期新人照顧餧養計畫；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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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大專院校傳教職員福音；4.暑期亞洲國際大專訓練。

  青少年：1.暑假生活書報追求；2.全台高中一週全時間訓練等各面服事、豫備、配搭。

 兒童：北台南品格園報名目標200位兒童。撒生命的種子，得着兒童得着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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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結晶讀經訓練
　 壹 訓練班別：
　　一、清晨班（一～六）

　　　　   時間：7/25 ～ 30，第 1 ～ 12 篇，6:30 ～ 9:00。

                   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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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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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夜間班：7/25（一） ～ 8/6（六），收視 DVD 完整錄影信息，日期及時段各大區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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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2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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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台中、南區眾召會青少年服事（家長、服事者暨教職）相調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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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對象：

     南、中區眾召會之青少年服事者、家長、中小學教職員及關心青少年聖徒與負責弟兄。報名

     費用：150 元（尚未含相調行程與車費）。請於 7/24（主日）前向黃彩虹姊妹報名（0982-823818，

     gusani062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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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區於 7/18
    （一） 前回報執事室各區實際應考人數，得獎試卷需繳回執事室，以便核發書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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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區 ) 歐東禎弟兄 時間：7/16（四）11:00，地點：台南市立殯儀館懷悌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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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