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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訓練週末班：7/31（主日）14:55～20: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全召會成全訓練：8/7（主日）16:00～20: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二○一六年夏季訓練

  第一篇　出到拜偶像的營外，進入幔內

前言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第四部份，乃是說到帳幕的

完整啟示，是最高、最深，也是最摸着神的心的。

但是要達到帳幕完整的認識和經歷，第一件事就

是要到拜偶像的宗教營外，進入幔內。幔內就是

帳幕的最深處。藉着進入幔內，我們纔能合併到

帳幕裏，能彀有分於神的建造。

　　
真理要點

　一、 拜偶像的原則：摩西人還在山上、律法

尚未頒布完畢，山下神的百姓已經因為久久不見

摩西的面而陷入拜偶像（金牛犢）的罪裏。以色

列人離開埃及以前，神把埃及人的金器銀器給了

以色列人，是為了建造帳幕。但這些金子在用來

造神的居所以前，就被撒但篡奪，成了以色列百

姓身上的妝飾。金牛犢造好以後，百姓甚至宣告

說，這就是領他們出埃及的神。在聖經中牛犢都

是表徵享受。照樣今天許多人也是敬拜他們所享

受的。在此我們看見偶像的原則：偶像就是 1. 頂

替神、使人無法遵守神的誡命；2. 敗壞我們、帶

進許多罪惡的事物；3. 凡裏面有偶像的，都不會

找到神。

　二、 宗教和宗教的營：甚麼是宗教和宗教的

營？摩西因為曉得主的同在不再在拜偶像的百姓

中間，所以就把他的帳棚遷移，支搭在離營一段

距離的地方，結果他的帳棚就成了神的帳棚。營

是表徵對主不忠信的一班宗教敬拜和屬宗教的

人，他們按名是屬主的，卻是敬拜主並尋求主以

外的東西，這就是宗教。摩西遷移了他的帳棚，

遠離拜偶像的營之後，他的帳棚成了神的帳棚，

就有了一個結果，就是神與他面對面說話，好像

人與同伴、甚至是同夥說話一般。摩西成了神的

同夥，就是與神在一個偉大事業中有共同權益的

合夥人。

　三、 進入幔內，出到營外：我們可以看見以上

這兩點應驗在希伯來書。出埃及記是說到我們要

出到營外好進入幔內；希伯來書則說到，我們要

進入幔內而出到營外。我們乃是要先進入幔內，

然後纔能出到營外。只有當你一再來到聚會，那

屬天的味道吸引你、抓住你、給你力量，纔能使

你漸漸出到營外。沒有人是先出到營外、再進入

幔內，只有我們的主耶穌，祂是先出到城門外，

以後纔進入幔內，與我們正好相反。新約的進入

幔內就是進入至聖所，這至聖所的實際就是在我

們的靈裏；而新約的出到營外就是出到宗教之外。

保羅把新約真正的職事帶給我們，目的就是把我

們帶進靈裏，就是幔內，對於這位作良人的基督

有享受（林後十一 2 ～ 3），並加強我們跟隨主

耶穌，出到營外，為着祂身體的緣故，交通於祂

的苦難。

　負擔應用

　一、 進入幔內的路與生活就是操練靈，時時操

練：1. 挑旺我們的靈；2. 心思置於靈；3. 辨明我

們的靈；4. 一再直接接觸而觀看在榮耀裏的基督，

以有分基督，帶進神團體的彰顯。

　二、 要渴慕成為與神有共同權益的人，作祂的

同夥。我們需要進入幔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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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要竭力遠避偶像，就是脫離宗教。甚麼是

遠避偶像？就是濫用神給我們的物質或屬靈的恩

賜自我裝飾，而無心為着神的目的，我們不要成

為有摻雜、假裝敬拜神的人。（陳洵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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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排的構成成分（二）

貳　基督的門徒，乃是藉着基督的人性　
　生活、釘十字架與復活，被構成門徒

　在約翰八章，一個犯罪的婦人被帶到主那裏。

最後主對她說，『沒有人定你的罪麼？』（約八

10。）『她說，主阿，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

你的罪；去罷，從今以後不要再犯罪了。』（11。）

這也是一個表號。主耶穌是彰顯出來的神，但祂

不定一個罪人的罪；這豈不是奧祕的事麼？祂是

一個神聖且奧祕的人，生活在神聖奧祕的範圍

中，以神聖奧祕的方式作每一件事。我們應當是

這樣的人。我們若在辦公室上班，那些在我們身

邊的人應當感覺到我們有一樣特別的東西。這個

特別的東西乃是神聖且奧祕的。我們都需要被主

構成門徒，成為神聖且奧祕的人。

　靠主的憐憫，因着主將我構成門徒，我就能寫

出詩歌第一百五十四首。這首詩歌第四節說，『我

們是你的複製品、是你身體並新婦、是你表現、

是你豐滿，永遠讓你來居住。我們是你普及、繼

續、是你生命的開展、是你長成、是你富餘，與

你合一永無間。』我是在經過約四十年被主構成

門徒後，在我六十多歲時寫這首詩歌的。

　門徒跟從主三年半，看見主所作的，看見主如

何行事為人，並如何說話。這將他們構成門徒。

他們看見基督的人性生活，看見祂在十字架上六

個小時受死，也看見祂在復活裏。基督用祂人性

的生活，祂那包羅一切、了結一切、釋放生命、

創造新人的死，以及祂那分賜生命的復活這三個

過程，將跟從祂的人構成門徒。

　祂在復活裏成了賜生命的靈，並進到他們裏

面。祂將自己吹入他們裏面，說，『你們受聖

靈。』（約二十 22。）在創世記二章，神用地上

的塵土造人，然後將生命之氣吹到人裏面。（創

二 7。）這就叫人活了，也就是說，成了一個活

的人。基督在祂復活的當日，將自己吹到祂的門

徒裏面，他們就也成了活的。他們靠神聖的生命

得以活過來。吹入他們裏面的生命與實際之靈，

要引導他們進入他們與主同在三年半之久對主所

觀察之一切的實際。我在主的恢復中觀察倪弟兄

如何行事為人十八年之久。我在他身上所觀察到

的一切，都成了將我構成門徒的事物。

一　基督的人性生活
　跟從基督的人被構成門徒，乃是藉着基督在地

上的人性生活，作神人的模型 — 藉着在人性裏

否認祂自己而活神，（約五 19，30，）徹底改變

了他們對人的觀念。（腓三 10，一 21 上。）門

徒因着看見主耶穌在祂的人性裏，否認祂自己而

活神，他們的觀念就徹底改變了。

二　基督的釘十字架

　他們藉着基督的釘十字架，廢除他們人的生

命，使他們活神聖的生命，（加二 20，）而被構

成門徒。
三　基督的復活

　認識祂是神的長子
　他們也藉着基督的復活，認識祂是神的長子，

（羅一 4，徒十三 33，羅八 29，）而被構成門徒。

身為神的獨生子，基督只有神聖的生命和性情；

祂沒有任何人性的東西。但是身為神的長子，祂

兼有神人二性。基督有人性的生命和性情，但祂

藉着否認祂的人性生命和性情，而活神聖的生命

和性情。這是祂神聖奧祕的生活，使所有跟從祂

的人在三年半之中被構成祂的門徒。

　
認識祂是賜生命的靈

　他們也被構成門徒，認識祂是賜生命的靈。（林

前十五 45。）

　為要產生神的許多兒子

　基督的復活乃是為要產生神的許多兒子，作祂

的繁殖與擴增。（來二 10，約十二 24。）

　我們若向我們裏面的那靈敞開，禱告着來思想

這裏所交通的，我們就會被構成門徒。惟有被構

成門徒的人，纔是活力排的構成分子。他們已經

被構成門徒，成了有活力的人。門徒乃是在人性

生活中活神聖生命的人。職事的活力乃是由於一

個人在他人性的生活中活出神聖的生命來；這樣，

他所說的就是神聖的，是出於一個被釘十字架的

人性生活。我們必須否認我們人性的生命，好釋

放一些神聖的東西。這是我們有活力的主要因

素。（待續）（摘自活力排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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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變化金包裹　 豎板聯結成為一

　這次訓練摸着詩篇第八十四篇五節：『因你有

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為有福。』

『錫安』是神所在之處，也就是至聖所。錫安大

道在我們心中，意思是我們需要在裏面接受召會

的路，而不是外面的接受。當我們深深的在內裏

生命中，我們必定會在召會的路上。在我們的經

歷裏，我們已經進入神裏面；另一面，我們還在

進入神的大道上，在我們的靈裏不斷的經歷神。

以往我對錫安的認識只是字面上的，經過這次的

訓練，又更新對錫安的看見。錫安不僅是神所在

的地方，得勝者要成為錫安，主的恢復是要建造

錫安。求主加強祂的恢復，使我們各個都成為得

勝者，建造神居所。（602區　高龔琳雯姊妹）

　感謝神的大愛，再次引領我進到祂腳前參加美

國夏季訓練！去年十二月得知自己複檢結果正常

及復健療程完畢，就趕緊的報名今年的夏訓！我

現在只有一個目標：培養體力為主作工！這次最

讓我驚奇的是信息第七、八、九篇，讓我突然明

白了神當初為何安排我參加德國福音行動！在神

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並看見事情的真相。我

們看見神所看見的，並認識祂的道路！第七篇講

到出埃及記的帳幕是可進入的，神藉着成為肉

體，不僅成為人，也成了可進入的帳幕，而簾子

是作為帳幕的入口！簾子有四個入口，是指明神

的居所向着所有從四方來的人，都是敞開的！我

全然明瞭了神在德國福音行動使用我與波士頓學

員們作祂居所的簾子，為祂千里遠從穆斯林國度

召來的百姓作入口！因參加了德國法蘭克福特會

纔體會到，主的恢復在歐洲的召會所需的柱子及

豎板的數目著實太少了！神在全地的居所、在歐

洲需要更多的豎板與柱子，纔能完整的將神的居

所建造穩固，好迎接主的再來！願我們都持續不

斷的在屬靈上長進並生命長大，能成為基督擴增

的一，全然變化為有足量又厚又重、真金包裹的

豎板，為着神居所的建造，迎接主的再來！（1101

區　陳林永芬姊妹）

　這次行程，第一週是接待在西雅圖和溫哥華，

聖徒們竭力擺上的接待我們。第二週是住宿在旅

館，從飲用水到豫備早午餐，都要自己張羅採

買，我們這些青職們小小豫嘗了海外開展，配

搭生活的需要。過程有點像以色列人出埃及後，

開始發怨言。幸好訓練的信息中說到：我們的問

題在於我們缺少神，我們的需要乃是更多得着金

（神聖性情）的包裹。在帳幕裏所看到的，全是

被足量的金厚厚包裹着的豎板所顯出的一。讚美

主！主的恢復乃在神以自己金的性情包裹祂所恢

復的人。後來我們那車的弟兄姊妹說：我們都要

改姓金•一肘半（為平衡，配搭與建造）。

　第二篇有一句話說：唯有藉着啟示，人纔認識

神；唯有藉着服從，人纔認識神的道路。第九篇

說到在舊約中神的子民要認識甚麼是神的引導，

乃是藉着決斷的胸牌（被變化而建造的信徒），

就是今天的召會。主是藉着烏陵和土明變暗，也

就是召會消極的光景來說話。讚美主！為着祂的

眾召會，給我們豐富的說話！（102區　王林美

善姊妹）

　我們要成為出到營外，進入幔內的人，必須要

捨棄象徵享受與宗教世界的金牛犢，並時常操練

我們的靈，而回到帳幕的幔內，好讓我們更加的

認識祂的法則與道路，神盼望我們能彀竭力追求

祂，不但要事奉祂，也使我們因認識神，而剛強

壯膽。

　從舊約啟示祭司體系與建造的實際，乃是要我

們成為團體的基督，也成為祂的居所與彰顯，所

以神的眾兒女不應單獨，而要常與弟兄姊妹有配

搭，時常的建造在一起，並在過程中被變化。我

們愛主，也就成為光的兒女，就能知道事情的真

相，因此出埃及記揭示完成帳幕後，神要求摩西

要為祂點燈，指出點燈正是祭司的事奉，也需要

一班完全為着神，並被神佔有的人為祂點燈。

每當我們在召會生活聚集為主申言，就是一種點

燈，更需要象徵經過過程而變化的橄欖油，也就

是包羅萬有的靈作我們的燈油，就能看見並進入

基督深處又隱藏的道路。（602區　高志揚弟兄）

註：因篇幅有限，其餘的蒙恩見證，請上召會網

站下載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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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受主吸引而快跑跟隨的鄉村女子

－－黃趙珮苓姊妹

　　          －雲彩－

黃趙珮苓姊妹自述生平

成長
　我生於 1978 年 9 月 9 日，家中排行老二，上

有一個姊姊，下有兩個妹妹。自幼父母疼愛有

加，父親雖然是船員，不常在家，但每次回家，

都會帶很多新奇好玩、好吃的東西給我們，並盡

力陪我們，讓我有個快樂的童年。媽媽很辛苦的

照顧我們，總是把最好的給我們，睡前會講故事

給我們聽，謝謝爸爸媽媽培育我有正確的價值觀

及人生觀。
得救

　國中時，同學邀約參加召會的活動。回來後，

大妹首先感受到我的改變。於是覺得在召會中有

一個不一樣的東西，促使我很想探究到底是甚麼

改變了我。於是在 1992 年 2 月 2 日時受浸得救。

之後週週參加青少年排聚會。

受成全

　97 年考上成大，因覺得成大學生中心的外在環

境不錯，就入住姊妹之家。入住後姊妹們天天陪

我晨興、讀經、禱告，奠定我屬靈的根基。週週

真理的追求與集中晚禱開啟我屬靈的胃口，與同

伴一同的背經與默經真是喜樂。主日服事青少年

使我進到事奉配搭。每個月到屬靈父母家愛筵使

我享受聖徒的顧惜與餧養。期中與期末的特會，

服事者帶我們上山看異象，每次都使我有拔高的

看見與更新的奉獻。畢業後兩年的全時間訓練，

幫助我看見神經綸完整的圖畫，也認識神的心意

與需要，這吸引我願意一生同我所愛的良人往全

地的葡萄園去。

婚姻
　結訓後我回到成大單身服事三年，覺得服事上

有瓶頸，當我向主禱告時，主給我撒上一章哈拿

向着神的禱告，願意將神所賜的撒母耳終身獻給

耶和華，使他在神面前事奉。當我為此禱告並更

新奉獻時，主奇妙的帶領我開始與弟兄交通，我

就清楚主要藉着婚姻再帶領我往前。感謝主，為

我豫備一位有同樣的看見與心願的弟兄。從第一

次見面經過一百天，我們就成立一個家，並立即

赴海外開展。

海外開展
　98 年，升大二的暑假，有機會參加全台路加集

調。在會中有從海外開展回來的聖徒分享如何在

各地配合主的行動與主同工，在我裏面就有心願

若主帶領，我願意能有分海外開展。這心願也是

使我開始與弟兄交往的條件，記得第一次與弟兄

見面，我就問弟兄，為何有負擔去海外開展。在

他的回答裏，我裏面就知道，這是主為我豫備的

弟兄。2006 年 6 月 17 日，我與弟兄結婚，7 月

我們就受差遣到中國開展，在那裏外面的環境雖

然受限制，但神聖生命的暗流卻不受限制，甚至

澎湃的湧流。後來因着身分的問題，06 年底我們

就回來，但我和弟兄裏面總覺得若有機會，還要

出去。2012 年當弟兄兩年配搭服事訓練中心輔訓

即將結束時，他很有負擔的再跟我題起想要再報

海外開展，他說 06 年那次不算，並且當他鼓勵

學員要奉獻海外開展時，不能自己不去啊 ! 那時

我裏面真是掙扎，不是沒有心願與負擔，而是 06
年剛結婚，我和弟兄一人一個大皮箱就出去了。

現在有兩個女兒，大的四歲，小的不到 6 個月，

我怎麼出去。但主不讓我過去，在幾次個人禱告

及與弟兄一同的奉獻後，我降服了。2012 年 7 月

底，因着弟兄月初就先到越南豫備，我是胸前揹

着一個，手再牽着一個，然後再帶着一大堆的行

李同著另一個家抵達越南。我問主，我好像是逃

難去的，不像是去開展 ? 在越南三年，我雖僅懂

一點越語，但同着弟兄同心合意的配搭，他到那

裏，我就跟到那裏。看望聖徒、陪學員開展、家

聚會，語言不通，也能配搭服事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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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負擔對成大學生的話

　是主特別的憐憫，祝福成大這個校園，歷代有

許許多多愛主、服事主的榜樣，每當我想到他們，

看到他們那樣的竭力，我就受感並期許自己也要

像他們一樣。跟隨主的路上我不是不會輭弱，但

就像希伯來書十二章一節：『所以，我們既有這

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着我們，就當脫去各

樣的重擔，和容易纏累我們的罪，憑着忍耐奔那

擺在我們前頭的賽程，』我承認奔跑得還不彀，

但是主的恩典與憐憫使我奔跑到如今。在生病的

期間躺在床上，我常在主面前嚎啕大哭的向主

說，『主 ! 我裏面真是不甘心，我一路受到這麼

多的成全，但現在有心願卻沒機會服事你，主，

我不要這樣。』在我裏面的遺憾是深的，迫切是

強的。我所親愛的同伴，一同當兵的弟兄姊妹，

我不會忘記在弟兄姊妹之家的那個角落，我們曾

一同跪在主面前迫切禱告。也不會忘記在校園的

那個角落，有我們一同傳揚福音、餧養新人、甚

至是喜樂相調的身影。就如箭之歌所說的，已過

我們所受的成全與裝備，是為着要成為主手中的

利劍，我盼望也為此禱告，我們都能剛強的成為

主的得勝者。讚美主！

　　          －雲彩－

箭之歌 
一　少年時所憧憬的寬闊校園，今日回首只覺鐘聲遠；

　　若把歷年收穫細細數算，我有主，有召會和同伴。

二　晨光中我們進入真理的話，星月下每張臉笑如花，

　　聚集時眾人的豐富相加；這等生活神聖美如畫。

三　我永遠記得你怎樣服事我，深夜代禱流淚都為我，

　　引我看見神的計畫和經綸，知道祂肯定我的生存。

四　不知我一生將在多少時間，清純的被祂心意占滿；

　　願主每天給我裝備訓練，能成為祂手中的利箭。

 
對父老們與服事者

　實在很虧欠父老們和已過的服事者，年少時不

懂事，常讓你們掛心，謝謝你們在基督的愛及忍

耐裏勞苦的服事。從我得救進到召會生活，入住

姊妹之家到畢業，參加訓練回到台南服事，陪同

弟兄到台北服事，甚至最末了這一年回到台中養

病，我為着每一個關心我的聖徒，常滿了感謝。

是你們這樣的顧惜與餧養，使我能一直被保守在

召會生活中，謝謝你們這一路的陪伴。謝謝你

們！願在你們眼中，我能成為你們的喜樂、榮耀

和冠冕。

註：姊妹因罹癌，於今年七月八日安息主懷，享

　　年三十八歲。請為黃弟兄及兩個兒女代禱。

　　         －交通－

二○一六年青職特會負擔交通

　九月三、四日，是南區眾召會一年一度的青職特會。這是青職聖徒再次被挑旺，更新奉獻的機會。

我們需要迫切禱告，求主興起青職這一環的聖徒，起來同抬約櫃，成為事奉團，實際的在召會中盡

功用，以建造基督的身體。因此，我們需要盡可能的鼓勵我們區裏所有的青職聖徒都能報名參加這

次的青職特會。

　這次特會我們希望青職含服事者，至少能報名 280 人參加。因此，我們將今年五、六月各大區主

日青職人數稍作統計。期盼各大區青職聖徒（35 歲以下者）報名人數至少要超過主日青職人數的

80%。茲將兩項的數字列表如下，供各大區參考。35 歲以上者，請在報名表上勾選「服事者」。已

報名資料，務請於 8/1 週一以前，寄至青職信箱：tnnchyw@gmail.com。

特會通啟與報名表，請上召會網站下載，或以 QR-code 登入。

大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合計
主日
平均

23 17 28 12 8 24 31 19 13 10 26 14 14 17 11 10 277

報名
目標

18 14 22 10 6 19 25 15 10 8 21 11 11 14 9 8 222

下表為主日青職平均及報名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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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晨興聖言「夏季訓練－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七） 」第 38 週。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7/31「真理課程」二級卷四第 40 課上半「在三一神的交通裏經歷並享受那靈為神聖三一的

           完成（一）」

　　4. 書報追求 「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福分與地位」第 29~30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

　　　  第 163~164 篇。

　  5. 背經進度「歌羅西書」主題及西 3:10 ～ 3:12
西 3:10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照着創造他者的形像漸漸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識； 

西 3:11  在此並沒有希利尼人和猶太人、受割禮的和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

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西 3:12  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別蒙愛的人，就要穿上憐恤的心腸、恩慈、卑微、溫柔、

恆忍。

Col  3:10   And have put on the new man, which is being renewed unto full knowledge according to 
the image of Him who created him,

Col  3:11  Where there cannot be Greek and Jew, circumcision and uncircumcision, barbarian, 
Scythian, slave, free man, but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Col  3:12  Put on therefore, as God's chosen ones, holy and beloved, inward parts of compassion, 
kindness, lowliness, meekness, long-suff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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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 主日 ) 口士 1:1-36 口約 7:1-9  口約 7:7
8/01( 週一 ) 口士 2:1-23 口約 7:10-24  口約 7:18
8/02( 週二 ) 口士 3:1-31 口約 7:25-36  口約 7:29
8/03( 週三 ) 口士 4:1-24 口約 7:37-52  口約 7:38
8/04( 週四 ) 口士 5:1-31 口約 7:53-8:11  口約 8:7
8/05( 週五 ) 口士 6:1-40 口約 8:12-27  口約 8:12
8/06( 週六 ) 口士 7:1-25 口約 8:28-44  口約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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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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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 週一 )
 8/02( 週二 )
 8/03( 週三 )
 8/04( 週四 )
 8/05( 週五 )
 8/06( 週六 )

     全召會成全訓練
      時間：8/7（主日）16:00 ～ 20: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請各大區統計各區參加人數，並於

　　8/1（一）前回報執事室，備有晚餐。

  －報告事項－

  2016年南區眾召會青職特會
  時間地點：9/3（六）9:00 ～ 21:00，台南市裕忠路會所。9/4（主日）9:00 ～ 15:00，高雄新盛會所。

  費用：每人 400 元。請於 7/31（主日）前向各大區青職服事者報名繳費。

大專暑期兩週訓練
 　  時間：8/1 ～ 8/13，地點：裕忠路會所。請向羅廣勇弟兄報名（0930-390554）。

項目 電器 場地佈置 招待 交管 兒童 整潔/飯食
大區 四大組 二、六 五、八 七、九 一、十、十五、十六 十一 ~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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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結晶讀經訓練

　　一、假日班（六～主日）：收視 DVD 錄影、信息傳輸、禱研背講。

                 時間：7/31，第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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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 8/6，第 7 ～ 12 篇，9:00 ～ 11:00。 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三、夜間班：8/1（一） ～ 8/6（六），收視 DVD 完整錄影信息，日期及時段各大區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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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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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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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電器 場地 招待 交管 整潔 兒童

7/31 三大組 五 九、十 二、十五 十三、十四、十六 訓練學員

週末班訓練總管：翁宏仁（0922-153133）、楊朝欽（0921-244063）

    2016 年冬季結晶讀經訓練
　訓練日期：12/26~31（預計 12/23 出發，隔年 1/1 返台），團費：40000 元，報名窗口：執事室

　徐弘昌弟兄，需繳交護照影本及訂金 1 萬元。（優惠機票有限，請儘速報名）

  全召會司琴服事交通
時間：8/6（六）15:00，地點：裕忠路會所 A102 室，請有心願服事或已參與服事聖徒參加。

　全召會書報文字網頁交通   

     時間：8/10（三）19:20，地點：改在裕忠路會所大會場鋼琴側，請有心願服事聖徒及服事者參加，

　 請攜帶「職事文摘第一卷第二期及忠信殷勤的傳揚真理關於文字服事」等書報。  

  安息聚會　陳周慧君姊妹（台南市召會初期已故長老陳智敏弟兄之妻）

     時間：8/14（主日）15:00，地點：台南市立殯儀館明德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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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福音行動：1.興起當地聖徒打開家，餧養新人及平安之子。2.興起波斯語、阿拉伯語

　　　　翻譯者，為着個別餧養需要。3.興起『候鳥移民』的聖徒，並能有長期移民為着當地福音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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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建立定時禱告生活。

    福音出訪：持續加強福音的靈，福音的火與福音的行動－列名代禱，福音小排愛筵，福音相調。

    開家牧養：實行家聚會餧養，並送會到家，加強晨晚興網的建立。 
　經營小排：年初全召會宣告新增84個排，截至五月已開排12排。

    主日繁增：今年全召會主日聚會人數繁增至2000人，新人初信成全班及夜間擘餅聚會成立。

　錄影訓練：釋放聖徒時間參加日間班、夜間班、假日班，有分主今時代的說話，投身水流。

    全台青年得一萬：全召會全力得青職，使召會年輕化，看重青年人的成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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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1.新人照顧餧養；2.高三入住弟兄姊妹之家；3.傳教職員福音；4.大專暑期兩週訓練。

  青少年：屬靈同伴分別時間，追求書報，被真理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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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