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08.0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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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提前五分鐘到會。
二○一六年夏季訓練

  第二篇　認識神和祂的法則（道路）

前言 
　出埃及記共分五大段落：被奴役、蒙救贖並得

拯救、蒙引領、領受啟示和建造帳幕。建造帳

幕是神最終的旨意，而要達成這旨意，神的子民

就必須進入幔內並出到拜偶像的營外，與主有最

親、最密的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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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認識祂

不只作我們慈愛的父，更是要作我們（寶座上）

的神，認識並喜歡神的法則（道路）。

真理要點

　一、我們對神的認識，比我們對神的事奉更緊

要。否則我們就不知道自己該作甚麼，該如何行    

事，我們對神的事奉，也可能會有嚴重的偏差。

因此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祂。

　二、我們需要有對神的感覺，卽與神關係的感

覺，活在與神親密的交通中，向神存着並持守無 

虧、清潔的良心。如果我們在召會中數十年，年

紀漸長，而在我們裏面所發展的，不過是己、個

性和乖僻，根本感覺不到甚麼是出於神的，那將

是何等可悲！

　三、我們要認識神的法則（道路），認識祂作

事的原則，祂對付我們的方式；敬拜祂的道路，

就是祂在我們身上所揀選的道路。神對於每個聖

徒都有祂對付的方式，祂的道路。祂可能在一位

弟兄身上，對付財物的事；在另一位弟兄身上，

對付健康的事。祂也許藉着對付一個弟兄的孩

子，來摸這位弟兄的心。同樣的，在婚姻上，有

些夫婦享受甜美的婚姻生活，而另一對夫婦卻

在幾十年中一再的受苦。我們必須被帶到一個地

步，認識並接受神在我們身上的法則或道路。

　四、今天在神的子民中有一個大難處，就是不

願意接受神在我們身上所揀選的道路。如果我們  

甚麼都是以自己為中心，只顧到自己和周遭人、

事、物的利益，解決他們的需要，神的經綸就永

遠不會成就。

　五、永遠的生命就是神聖的生命；這生命具有

認識神和基督的特殊功能。我們裏面對神的認

識，乃是藉兩個憑藉：一個是出於神生命的生命

之律，一個是出於神聖靈的膏油塗抹的教導。神

將祂神聖的生命分賜到我們裏面，就把這最高的

律，生命的律，放在我們靈裏，這律又從我們靈

裏擴展到我們內裏的各部分，而成為幾個律。藉

着生命之律的功能，我們能憑裏面主觀的生命知

覺認識神。當我們接受神的道路時，在我們內裏

的所是裏，就會有破碎和己的對付，使靈能彀興

起，浸透我們的全人，也使生命的律能自由的運

行，我們就能內在、主觀的認識神自己。同時，

終極完成之靈的運行，也就是膏油的塗抹，會使

我們在生命上認識神自己。

　六、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將悟性賜給我們，

使我們可以認識那位真實的；我們也在那位真實

的裏面，就是在祂兒子耶穌基督裏面。這是真神，

也是永遠的生命（約壹五 20）。雖然全世界都臥

在那惡者裏面（約壹五 19），滿了黑暗和欺騙，

但我們這些蒙福的人是在那真實者裏面，我們也

認識那位真實的，因為我們在祂裏面，也在祂兒

子耶穌基督裏面。這是真神，也是永遠的生命。

　七、認識神的子民，必剛強行事。我們認識神，

不是僅僅要成為所謂屬靈的人，而是要加強我

們，推動我們，剛強行事，好開疆拓土，為神開

闢天下。
負擔應用

　一、今天在地上，神就是需要這樣認識祂的

人。一面，我們需要認識神和祂的道路；另一面，  

神自己需要我們認識祂。藉着我們認識祂，祂纔

能在地上不受攔阻的往前，建造祂的身體，豫備

祂的新婦，好結束這個時代，把國度帶進來。

　二、願神更多憐憫我們，使我們更實際地認識

那位真實的，也在那位真實的裏面。（張坤祥弟

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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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排的構成成分（三）

基督的見證人

　最後，我們乃是基督的見證人。主在行傳一章

八節告訴門徒說，『你們…要在耶路撒冷、猶太

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人。』

見證人乃是有所看見的人。保羅在往大馬色的路

上得救之後，主就設立保羅作祂的見證人。（徒

二六 16。）見證：

      　　　 基督已經復活
　門徒見證基督已經復活。（一 22。）我們若

見證基督已經復活，就必須過復活的生活。

      　　　 基督為神所膏
　復活的基督為神所膏，以完成祂的託付。（十

38 ～ 39。）

復活的基督已經被神立為主與基督、元首與
救主、以及審判活人死人的那一位

　復活的基督已經被神立為主與基督，就是彌

賽亞，以完成神的經綸。（二 32 ～ 36。）祂也

被立為元首與救主。（五 30 ～ 32。）祂是地上

君王的元首，（啟一 5，）也是控制全地的那一

位；祂安排環境，好使祂所揀選的人能信入祂

作他們的救主而得救。此外，祂在復活中也被神

立為審判活人死人的那一位。（徒十 42。）祂

要在祂榮耀的寶座上審判活人，（太二五 31 ～

46，）也要在白色的大寶座上審判死人。（啟

二十 11 ～ 15。）

活基督

　基督見證人的要點乃是，他們在基督的復活

裏並藉着祂的死（腓三 10）活基督。（徒二二

15，腓一 21 上。）他們不是單單傳揚或講說基

督，他們乃是過一種見證基督的生活。

　活力排的構成分子乃是在基督裏的信徒、基督

的門徒、和基督的見證人。所有全時間受訓者

都必須看見，他們正在被基督的人性生活、祂包

羅萬有的死、以及祂分賜生命的復活，構成為門

徒。他們結訓後，不該只是出去教導、傳揚並繁

殖，更是去見證。靠着主的憐憫，我已經約有

七十年一直被構成門徒，現今仍然在被主構成門

徒。
基督的肢體

　我們被構成門徒，作基督的見證人之後，就有

資格作祂的肢體。羅馬十二章五節說，『我們這

許多人，在基督裏是一個身體，並且各個互相作

肢體。』我們既是基督的肢體，就是祂的一部分。

神生機的救恩是以元首基督為中心，
以祂的身體為擴展

構成祂的身體
　基督的眾肢體構成祂的身體，使祂藉着繁增而

擴展。我們在主恢復裏的人是在擴展基督，使祂

得着繁增，但我們已往的繁增率不是那麼高。基

督是偉大的，所以祂需要藉着繁增，得着一個有

許多肢體的大身體。我們該記住這兩個辭：『擴

展』和『繁增』。

基督的繁增
一粒麥子

　基督的繁增是藉着祂作為一粒麥子，產生許多

子粒。祂是那獨一、原初的麥粒，我們是許多子

粒。在功用上我們應當與基督一樣，使祂得着繁

增。
葡萄樹

　主在約翰十五章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

子。』枝子不是為着開花，乃是為着結果子。基

督是葡萄樹，藉着祂的枝子，也就是祂的肢體，

多結果子，作祂的繁增。

藉着說話將神擴展
　基督的繁增，藉着說話將神擴展，使基督得着

擴增，就是祂的新婦。施浸者約翰說，『娶新婦

的，就是新郎；…祂必擴增，我必衰減。』這個

擴增就是新婦。

說神的話

　基督說神的話，為要沒有限量的分賜那靈。那

靈必須隨着我們的說話，為着分賜。

供應靈與生命

　祂所說並為祂信徒所接受的話，供應靈與生

命。當我們所說神的話，為別人接受到他們靈裏

時，神的話對他們就成了靈和生命。基督的繁

增，乃是藉着祂的說話和我們的說話，將神擴

展。祂的說話和我們的說話應當是一樣的，二者

都應當有那靈隨着。基督是神的話，我們是基督

的肢體。所以我們是神的話的肢體。既是這樣，

我們就必須是神的發言，是說話者，為着基督的

繁增和擴展，而將神擴展。（待續）（摘自活力

排第二～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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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女子受主吸引　跟隨羊羣腳蹤奔跑屬天賽程

　我們的姊妹是平凡的鄉村女子，外面沒有甚麼

顯明，但是她深深受主愛和美麗所吸引，她是那

樣一個浸透在主裏的人，因此主也被她深深地吸

引。我們的姊妹在主眼中是最美麗的，因為她實

在是一生一直有一個長久、溫柔、安靜的靈，她

在任何事上沒有抱怨，相信神是神！這位榮耀的

神不僅是她的父，也就是她的神。神如何的安排，

她都安靜、順服，並且歡樂地繼續奔跑。我想也

因着這樣，主給了她最上好的，這樣的年齡就離

世與主同在。我也相信她所有的心願，事實上主

都成就。她說的不甘心、她盼望能彀繼續的事奉，

我也相信她在祭壇底下、她在陰間的樂園，繼續

在那裏事奉她所愛的主。她也有一天炯炯有神的

告訴俊明弟兄，說，『我覺得我會好起來，我們

要一同的事奉祂！』俊明弟兄，我也相信，我們

姊妹的禱告蒙主答應。今天只不過是她在香壇那

裏，你在祭壇這裏，仍舊在那裏配搭，仍舊在基

督的身體裏，一同地奔跑。

　感謝主，這一段日子，我裏面有許多的感慨，

因為在主的恢復裏就是好多好多成熟的聖徒，突

然就被主接走了。許多時候我們盼望他們多留一

點，可能對主的恢復、對基督的身體是更大的祝

福。但是主有祂的時候。我們相信『祂是神！』，

『祂不會錯！』有一天，你要感謝祂，在最適當

的時候，把一位一位接走了。聖經說，神豫先定

準了我們的年限和居住的疆界，這一個不是宿命

論，這一個乃是『祂是神！』重要的是，祂定準

了我們的年限和居住的疆界，我們活在那裏，我

們還有多少的年日，目的就是要你尋求神！你若

尋得了神，你的年日就有價值！我們姊妹的人生

是有價值的！事實上，事奉主不是只有這短暫的

年日，我們還有將來的一千年、還有永世，祂的

奴僕都要事奉祂！我每想到這裏，我就得着安慰

鼓勵，雖然主給我們的年日有的長、有的短，我

們當然向主要更長的年日，因為我們覺得我們都

還沒有成熟，但是，對於許多主所接走的，我們

裏面是安息的，因為在主所定準的年日裏面，他

們尋得了神！太有價值了！

　同時，這也叫我們儆醒，因為主偷取寶貝的速

度，愈來愈快、愈來愈快，這一個都要叫我們受

警惕。我們這些還活着的人，是否也能彀豫備自

己成為祂眼中的寶貝？另一面，主的恢復不僅在

於話語，更在於榜樣！我每想到主的恢復，我裏

面是大得鼓勵！並且認定這一條道路！因為在主

的恢復裏不只有豐富的話語，更有主豐富話語所

構成的一個一個的神人生活。親愛的弟兄姊妹，

這就是羊羣的腳蹤！謝謝主，主的恢復是有羊羣

的腳蹤的！我們跟隨這羊羣的腳蹤，我們要進入

祂愛的交通，我們也要跟隨他們，進到基督身體

的建造裏面。並且有一天我們還要見到他們，因

為這些人不是死了，乃是睡了。有一天我們要與

他們在榮耀裏相見，在基督宇宙的新婦裏面，他

們都是其中的一部分，願我們也有機會成為基督

新婦的一部份！願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我們一

同想念這些可愛的聖徒，珍賞他們裏面的基督，

也跟隨羊羣的腳蹤，我們一同奔跑賽程！（陳洵

弟兄交通於黃趙珮苓姊妹追念聚會）

　已過六月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我們到朱爺爺

朱奶奶家參加幼幼排，心中很喜樂！首先，看到

他們為孩子們豫備非常可口的點心，就覺得爺爺

奶奶是在愛裏為大家準備。而且，他們跟孩子說

話的表情、口氣真的很慈祥，讓我不禁覺得能彀

當他們的孫子真的很幸福！除此之外，我們當天

唱『愛的真諦』這首詩歌，心中對這段歌詞：『愛

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愛是不嫉妒，…』感

觸良多。詩歌後面又說：『不計算人的惡』，現

在的社會，人們眼中常常只有別人做的惡事，所

以心中沒有和平。然而，在幼幼排裏跟着孩子們

唱詩歌，心中就有和平、有喜樂，也學習彼此包

容、珍賞。我很享受，也很寶貝這段時光，感謝

主為我豫備上好的！（802區福音媽媽陳淑芬）

　　       －兒童排－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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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專國際訓練蒙恩報導

　來自各地大專聖徒訓練並相調

　第一次的亞洲大專國際訓練，於七月十四至

二十日，在中部相調中心舉辦，參加的聖徒有

926 位，其中海外聖徒有 296 位，分別來自馬來

西亞、中國、美國、柬埔寨、印度、泰國、斯里

蘭卡、越南、香港、印尼、日本、韓國、菲律賓

和新加坡等十四個國家。全部訓練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真理訓練，從七月十四至十七日，在

中部相調中心進行，進入夏季訓練出埃及記結晶

讀經的信息。第二部分是相調訪問，從七月十八

至二十日，分別訪問花蓮市和高雄市召會。

　在四天的訓練中，不論是弟兄們的信息、學生

們的複習、分享和展覽，以及在用餐和寢室內的

交通，以全英文的方式進行，突破語言的障礙，

經歷一個新人的實際。每天上午有來自各地的負

責弟兄們，在台上也用英文鼓勵學生們，需要更

多被真理構成，並操練用英文分賜、供應基督，

為着主在全地的需要。

　另外，在三天兩夜的相調行程中，台灣的學生

負責陪伴來自海外學生們，在相調的過程中，滿

了詩歌與交通。經歷主的祝福，如同上好的膏

油，從頭流到鬍鬍，又流到衣襟。在相調行程中，

有二埸相調聚會。一場是分享各地大專校園的蒙

恩，另一場是主在亞洲行動的介紹，看見這位奮

力活動的神在亞洲各地的行動。

　聚會的末了，馬來西亞的弟兄們，以多媒體影

片介紹古晉召會，並邀請眾人參加明年在東馬古

晉的亞洲大專國際訓練。願主祝福明年的訓練，

能有更多大專學生參加，在真理和語言上被成

全，也藉着在身體裏的相調，豫備我們作主的新

婦，帶進主的回來。（大專服事者）

心志得加強　作神貴重器皿

　感謝主雙重的恩典和祝福，使我更享受這次的

結晶讀經，也藉着亞洲大專訓練再次加強我的心

志！這次不論是訓練或相調行程，都覺得既享受

又滿了喜樂！寶貝第六篇信息說到，變化需要我

們：一、愛神；二、接觸神；三、聽主的話；四、

禱告；五、憑靈而行，就是活基督！在這五點中，

弟兄最強調的就是『愛神』！弟兄說了一番話非

常的題醒我：當同學想到你時，對你的看法是甚

麼？是不是主耶穌的瘋狂愛人，太過愛主了！許

多時候，我們作別的事情，都不會覺得作的太過

了；而對於主，就常覺得這樣作太多了！但是，

愛主絕對不會太過！當下，向主悔改『主阿！赦

免我！使我作個向你絕對的人！我要作你瘋狂的

愛人！』

　最後一篇信息，弟兄說到我們是主恢復的未

來，也是終極的一代，以及關於 LMA（Lord's 
Move to Asia ）的交通，我裏面感到很着急：『主

阿！你要回來了！你需要合用的器皿！但我實在

裝備不彀，我渴望在你的行動中有分！』在禱告

中，主給我感覺，不要再為自己奉獻甚麼，當先

尋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感謝主！這次亞洲大專訓練相調實在太豐富

了！也使我看見許多愛主的榜樣，願意再把自

己小小的心願擺到主面前，願一生作主合用的器

皿，與眾肢體一同建造基督的身體，帶進主的回

來！（劉珈欣姊妹）

聯結帶進建造

　第十篇信息交通到帳幕的八重意義，其中交通

到帳幕的板藉着金栓聯結在一起，這栓表徵三一

神聯結的靈。摸着我們必須憑着聖靈並在聖靈

裏，因着神聖性情托住的大能，『與別人聯結在

一起』。

　真正的配搭與聯結不只是參與，而是藉着基督

聯結的靈，將我們帶進建造裏。然而弟兄交通到

我們是否真實的與人聯結在一起，有三個試驗：

　一、當與同伴走在路上時，一件事突然臨到我

　　　的心上，我能否即時開始禱告。

　二、我和同伴能否很容易的談到主耶穌。

　三、和同伴一同傳福音時，會不會感覺怪異不

　　　自在。

　在這個訓練中，我能見證各國弟兄姊妹因主的

話是何等喜樂，何等調和。然而我的經歷還需要

往前，需要在生活中，與我在同一個學校的姊

妹，藉着主話中神聖性情的聯結能力，與他們配

搭建造在一起。（鄧聆靈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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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祭司享受神、事奉神

　這次的訓練很被題醒，需要將裏面的偶像清

除，纔能認識神，甚至事奉神。當我來到主面前，

不論是聚集，禱告、讀經等，都需要更新我的心，

纔能有神的說話和引導。

　因着第一篇信息的開啟，使我得到很大的幫

助，能專心拚到主前，得到祂新的說話。感謝主！

祂呼召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將我們建成祂的居所，

成為團體的祭司事奉並享受祂，成為柱子作為神

的見證人和傳福音者，成為被金包裹的豎板彰顯

神的性情，至終成為胸牌（召會，一羣被變化過

的人）被基督掛在心上。願每一位參加訓練的人，

都能在生活中活出信息中所題到的點，使每一段

綱要都成為經歷。（錢懿德姊妹）

上山看異象　下山活新樣

　我非常被兩幅圖畫所摸着－祭

司體系和帳幕的建造。一方面看見我們的身份－

都是祭司；向神絕對並且是完全屬神的人；必須

穿上祭司袍，有着神性和人性的各種榮美，也必

須像胸牌上的寶石一樣被神所變化。另一方面，

我們也必須看見我們都是帳幕的一部分，都必須

被建造起來。如豎板一樣，要兩個合在一起纔是

完整的單位。更重要的是我們都必須被金所包

裹，因為唯有神性纔能是我們唯一的一；但是我

們都還必須再往前，成為入口的柱子，成為主剛

強的見證人。

　然而，訓練結束後纔是真正的開始。我們必須

如摩西一樣，在山上看異象後，繼續在山下、在

暑假裏照着神的指示繼續活新樣。（姚烜鈞弟兄）

裝備語言　為主所用

　寶貝這四天的訓練，全程英文上課、考試及分

享，這讓我看見語言是多麼的重要。在課後，有

時會請各地方的長老來交通，弟兄們鼓勵我們趁

年輕時，要把英語學好，因為英語是世界共通的

語言，用英語在歐洲傳福音，且當我們傳的時候，

主就回來了！有位弟兄

也說到，要把我們所學的都獻給主，為主使用。

　所以這讓我看見，我們不僅要趁年輕時裝備真

理，也要學習語言，好為着主在各地的權益。（陳

彥清姊妹）

照山上樣式　建造神帳幕

　信息最後一篇很摸着我，弟兄說了三行字：

Count the cost. Pay the price. Live a life of no regrets.
（徹底的估價，付上代價，活出一個沒有遺憾的

人生。）

　弟兄說到我們是主恢復的未來，雖然這世界有

很多人，可是卻沒有很多人認識神的經綸，而我

們卻是那一班認識祂經綸的人，我們活着的意義

就是知道我們是誰、認識祂是誰，並且把祂是誰

告訴人，這是今日我們的託付。

　以色列人出埃及經歷了被奴役、抱怨神、拜偶

像，但他們在最後建立了帳幕，照着山上的樣式

把帳幕立起來了，如今我們也是一樣，在建立新

耶路撒冷的過程中，求主抓住我建造帳幕的異

象，作忠信又良善的僕人，等主人回來時要說一

聲：好，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顧哲綸弟兄）

亞洲大專國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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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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週。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8/7「真理課程」二級卷四第 40 課下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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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2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

　　　  第 165~166 篇。

　  5. 背經進度「歌羅西書」主題及西 3:13 ～ 3:15
西 3:13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容忍，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

        怎樣饒恕人。 
西 3:14    在這一切之上，還要穿上愛，愛是全德的聯索。 

西 3:15    又要讓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裏作仲裁，你們在一個身體裏蒙召，也是為了這平安；

         且要感恩。

Col  3:13   Bearing one another and forgiving one another, if anyone should have a complaint against
                  anyone; even as the Lord forgave you, so also should you forgive.
Col  3:14   And over all these things put on love, which is the uniting bond of perfectness
Col  3:15   And let the peace of Christ arbitrate in your hearts, to which also you were called in one
                  Body; and be thank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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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7( 主日 ) 口士 8:1-35 口約 8:5-59  口約 8:54
8/08( 週一 ) 口士 9:1-57 口約 9:1-13  口約 9:3
8/09( 週二 ) 口士 10:1-11:40 口約 9:14-34  口約 9:31
8/10( 週三 ) 口士 12:1-13:25 口約 9:35-10:9  口約 10:9
8/11( 週四 ) 口士 14:1-15:20 口約 10:10-30  口約 10:10
8/12( 週五 ) 口士 16:1-31 口約 10:31-11:4  口約 11:4
8/13( 週六 ) 口士 17:1-18:31 口約 11:5-22  口約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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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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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 週一 )
 8/09( 週二 )
 8/10( 週三 )
 8/11( 週四 )
 8/12( 週五 )
 8/13( 週六 )

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台南市召會受浸人數累計

   －受浸－
受浸名單

101 謝維哲、黃林蘭子 107 張淑女 503 林美蘭 511
許新傑 701 沈暐翔、魏余庭 802 吳文心 1001 翁

國晉、邱正文、陳淑真 1201 周樹良、李美玉、

唐珮瑜、邱黃採 1202 郭羚妍 1402 洪榮貴、黃苡

嫙、鄭景雯 1403 黃泰融、顏毓嫺 1501 昂蕙雲（合

計 22 人）。
受浸蒙恩

平安，喜樂，輕鬆，受浸完不再失眠，睡得很香
甜 !（顏毓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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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25 32 13 7 29 20 6 68 21 6 11 18 28 5 9 331

阿利路亞！

我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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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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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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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大區　第十四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8/9（二）20:00，地點：柳營區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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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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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服事者暨家長禱告事奉聚會
　時間：8/9（二）20:00，地點：裕忠路會所 A102 室。

　聖徒來訪
  時間：8/7~9，龍港召會聖徒來訪，由第十三大區接待。

時間：8/9~10，杭州召會聖徒來訪，由第二、十、十六大區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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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交通
凡參加夏季結晶讀經訓練各個班別聖徒，請擺上奉獻款新臺幣 600 元，並註明「夏季結晶讀經訓

練」，此奉獻款為職事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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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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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