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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夏季訓練

第四篇　三個帳幕

前言
　從本篇信息開始，論到帳幕以及相關的事奉。

帳幕乃是神引領祂百姓出埃及的終極完成。以色

列人經歷逾越節，過紅海，在曠野享受神對祂子

民所有的供備及照顧之後，來到神的山，領受神

所頒賜的律法，這一切經歷都不過是手續，為着

豫備神的子民來到最後一步，就是建造帳幕。

　帳幕是神的心願，也是神的目標。對神而言，

帳幕極其關鍵，因為神是在帳幕裏得着安息與滿

足。神藉着帳幕能說出祂的諭言，並且祭司所有

的事奉也都是以帳幕為中心。神藉着帳幕能在地

上得着祂的見證，所以帳幕也稱為見證的帳幕。

在帳幕裏，神的子民能彀聯於主並且享受主。對

所有神的子民而言，他們最大的喜樂就是在帳幕

裏；在其中，他們能將自己聯於神的話，也聯於

神的居所。

　聖經所啟示的三個帳幕，不是指三個分開、獨

立的帳幕，乃是指帳幕的三方面，或三階段。本

篇信息乃是要給我們看見帳幕的內在意義，以及

我們對帳幕主觀的經歷與享受。

　　　　　　　　真理要點
　聖經裏的三個帳幕—帳幕的豫表、實際、終極

完成—啟示出神經綸的目標，是要得着一個團體

的人成為祂的居所，在永世裏作祂的彰顯和代

表。在舊約裏，帳幕的豫表完滿且完整的啟示個

人的基督作頭，和團體的基督作身體，就是召會；

在新約裏，帳幕的實際乃是成為肉體的基督，就

是個人的基督，也是團體的基督，就是基督的身

體；藉着祂的死與復活，個人的基督擴大成為團

體的基督，就是新約信徒所組成的召會，作為神

的殿，和基督的身體；帳幕的終極完成作整本聖

經的總結，乃是新耶路撒冷，就是偉大的團體神

人，作經過過程、終極完成之三一神，與蒙祂重

生、變化並榮化之三部分人永遠、擴大、神人二

性的宇宙合併。

　詩篇八十四篇是關於享受基督作為帳幕豫表之

應驗的隱密啟示，這享受使我們合併到祂裏面，

成為帳幕的實際和終極完成。這應驗開始於祂的

成為肉體，就是個人的基督，並繼續於召會，直

到完成於新耶路撒冷，就是團體的基督，極大的

神人。詩人羨慕，甚至渴想在神的帳幕裏，指明

詩人愛神的帳幕到何等的地步；這愛藉着許多試

煉而達到成熟。

    詩八四 7，10 ～ 11 上半節說，『他們行走，力

上加力，各人到錫安朝見神。…在你的院宇住一

日，勝似在別處住千日；我寧願站在我神殿的門

檻，也不願住在惡人的帳棚裏。因為耶和華神是

日頭，是盾牌；耶和華賜下恩典和榮耀。』我們

越在召會生活中往前，就越得着力量。  
　　　　　　　　負擔應用

　一、帳幕和殿之豫表的應驗開始於祂的成為肉

體，但這個成為肉體還要繼續並擴大。當基督成

了賜生命的靈，就進入所有的信徒裏面，使我們

成為祂的擴大。當每次傳福音時，有人接受耶穌

基督到他們裏面，神的成為肉體就得着繼續。這

個成為肉體需要藉着我們的傳福音一直繼續。

　二、每早晨我們都該來到燔祭壇，獻上基督作

我們的燔祭、贖罪祭、贖愆祭，好對付我們在神

面前所有的問題。這該是我們每個人每天生活的

開始。我們需要經歷從銅祭壇往前到金香壇，

直到我們達到帳幕的終極完成，使我們被合併到

三一神裏面。

　三、所有進到召會裏的人，心中都需要想往錫

安大道。錫安大道必須是在我們的心中，摸着我

們內裏的所是。在我們的心中有一個渴望，要前

去錫安，要更深的進入召會生活。錫安大道不是

外面、膚淺或便宜的；走在錫安大道上需要我們

出代價。召會的路必須深深的摸着我們的心，有

時甚至叫我們流淚。為着神的家流淚是好的。（申

鉉相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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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新造成為神的發言，為着祂的分賜和擴展（一）

     壹　神重生的新造
　作為活力排的構成分子，我們必須記住並體

驗，我們乃是神重生的新造，在基督的神聖生命

裏與祂聯結，與祂聯合成為一靈。（林後五 17，

林前六 17。）我們不僅是在舊造裏出生的人。

我們已經生過兩次。第一次是從父母所生而成為

舊造。我們出生為天然的人，但有一天我們重生

了。我們的出生證明是重要的正式文件，記載

我們肉身出生的日期。我們的第二張出生證明，

就是我們屬靈出生的出生證明，乃是在羅馬八章

十六節，那裏說，那靈同我們的靈見證我們是神

的兒女。我們的出生證明乃是一個雙重的靈，就

是那靈同我們的靈。

貳　從一個天然的人被訓練成為一個神人
　我們正在從一個天然的人被訓練成為一個神

人，照着基督這第一個神人的榜樣，否認我們天

然的生命，而活神聖的生命。（太二八 19。）

年輕人來到全時間訓練，不是按着人的領會來受

訓，乃是按着神聖的領會來受訓。當我在幫助他

們受訓練時，我也天天在許多方面受訓練，否認

我天然的生命，而活神聖的生命。

　我們應當照着基督這第一個神人的模型，過這

樣的生活。當基督在地上時，祂否認祂天然的生

命，就是祂自己。祂說，祂所說的，不是祂的話，

乃是差祂來之父的話。（約十四 24。）祂絕不從

自己作甚麼。（五 19，30。）祂作每一件事都是

從差祂來的父，也是憑差祂來的父作的。祂不是

差遣者，祂乃是受差遣者。祂不是活祂自己；祂

乃是活差祂來的父。（六 57 上。）這就是第一

個神人的模型。

　在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這樣一個人。亞伯拉

罕和摩西很好，但他們都不是神人。神成肉體之

後，在地上就有一個特別的人，乃是神人。這

神人並不活祂人性的生命；乃是否認祂人性的生

命，而活神聖的生命，就是神自己。主呼召一些

人來跟從祂，單單來看祂如何生活，好使祂能給

他們看見一個神人的榜樣。有三年半之久，他們

看見這個榜樣，並受這個榜樣的訓練。在召會生

活中，我們也在受主的訓練。召會生活是一個訓

練的生活，把我們從一個天然的人訓練成為一個

神人。神不在乎你是好人還是壞人，因為一切出

於我們天然人的東西，無論是好是壞，都必須上

十字架。所有天然的人都應當受訓練上十字架，

因為在我們裏面有另一個人。我們有另一個生命

和性情，這生命和性情是神聖的，是我們必須照

這生命和性情而活。

參　成為基督的見證人
　我們受主的訓練，成為基督的見證人，藉着

活祂而顯大祂。（徒一 8，腓一 19 ～ 21 上。）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是基督真實的見證人

麼？許多姊妹很關心她們的髮型，關心她們的頭

髮看起來是甚麼樣子。她們花很多時間在鏡子前

梳頭髮。這是一個基督見證人的行為麼？我們必

須整個人是祂的見證人。

　保羅乃是這樣一個見證人。他在往大馬色的路

上得救後，主打發亞拿尼亞去他那裏。亞拿尼亞

對保羅說，『你要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向萬人為

祂作見證。』（徒二二 15。）當人看見保羅，他

們就看見基督。他實在配得說，『我已經與基督

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在我裏面活着。』（加二 20 上。）靠着耶穌基

督之靈全備的供應，保羅活基督，為要顯大基督。

他渴望無論是生，是死，都能顯大基督。（腓一

19 ～ 21。）每一天，保羅都是基督的明證、展示，

將被高舉的基督向人顯示並陳明。保羅在他的生

活中乃是基督，因為在他，活着就是基督。我們

必須受訓練到這樣一個地步，使我們成為這樣一

個活的見證人。

    肆　成為基督的肢體
　我們是基督的肢體，構成生機體，使祂藉着

繁增而得着擴增。（羅十二 5，約十五 5。）我

們既是基督的肢體，我們就是祂的一部分。我

們是基督的肢體，不是單獨個別的，乃是團體

的。我在美國已經三十三年多了，我一直盡力

實行不單獨供應基督，而是與我的同工一同供

應基督。這是為着基督的擴增。基督必須繁增，

好使祂得着擴增。在約翰三章，新婦是新郎的擴

增，（29 ～ 30，）正如夏娃是亞當的擴增一樣。

（待續）（摘自活力排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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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聖真理的推廣者

　已過書報文字網頁組交通，弟兄鼓勵我們要成

為神聖真理的推廣者。關於中文基本訂戶一書

『職事文摘』，此書乃為召會生活主軸（一年七

次特會訓練信息晨興聖言）的參考資料，或說是

補充資料。內容乃為着全體聖徒的需要，分為真

理、生命、事奉、福音等專欄，為因應各地聖徒

在召會生活中多面的需要，舉凡真理的認識、生

命的經歷、召會的事奉和福音的傳揚等，皆提供

相關的信息。非常適用於個人追求、福音接觸、

餧養新人甚至排聚會的追求。

　另外，關於基本訂戶，我們都知道所有職事的

話語，都藉着書報，將神的心意說出來。我們若

愛主，就要積極的進入這神聖的話語裏。目前全

召會基本訂戶共有 650 戶，仍需要我們大力的去

推廣。召會中得勝者有多少，基本訂戶就要有多

少；有些區的新人也都加入訂基本訂戶，實在令

人大得激勵；它既便宜又有保障（送書到家）；

每一本均有價值；甚至我們都當鼓勵夫妻二人均

有基本訂戶。

　我們也需要成為神聖真理的推廣者：例如如何

推廣『職事文摘』？首先要會破題，接着是講解

目錄，然後再闡明中心啟示，最後把它應用在生

活中，並跟別人分享在屬靈上得幫助的地方以及

突破的點。盼半年後的書報文字交通，人人都能

操練三分鐘介紹一本新書，並有更多的青年人，

有心願加入書報文字服事，被神聖屬天的事物所

充滿。（文字組整理）

　我是小區裏的書報服事姊妹。白天要上班，晚

上和弟兄帶着二個孩子過召會生活，也一同配搭

服事。一週下來，我頂多把每天的晨興聖言讀完，

加上青職排共同追求一章聖經。其實生活中主的

話還是太少，許多時間也是輕易浪費掉了！直到

今年冬季訓練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三），我和弟

兄蒙主憐憫，開始在家中抓住零碎時間一同追求

信息摘要，遇到靈裏感動的段落就用禱讀的方式

反覆宣讀，或是化成禱告，夫妻之間真是滿了享

受！一讀之後胃口大開，主的話實在滋養，更帶

着大光，直接醫治我們屬靈的疾病，連在服事上

遇到的難處，主也都有及時的說話！

　就這樣我們從 2/3 一路讀到 4/19，幾乎整本信

息摘要都快讀完了。這時我也不禁思想，接下來

我們要共同追求甚麼呢？沒想到有一天，弟兄參

加交通完回來，立刻興奮地向我分享『職事文摘』

一書，並幫我買了一本。我們在家中的共同追求

又得以延續！我也常在主日申言時，主動分享夫

妻共同追求信息摘要及職事文摘的摸着，或許也

感動了其他弟兄姊妹，這次基本訂戶的參加人數

更多了。感謝主，弟兄姊妹都願意出代價來買真

理！藉着成為認識神的子民而剛強行事，為主開

疆闢土！（但十一32）（1502區　林翁貞如姊妹）

　二○一三年十二月，我們恩慈堂的牧師邀請福

音書房推廣書報的同工到我們中間來見證並分享

書報。這是因為看到這些年輕人身上的榮光，他

很感動就立刻邀請他們來分享。在聽到這些分享

之後我也很被感動。我只記得我在下面淚流滿

面，從頭哭到底。

　回去之後我就把十本書用最快的速度讀完，雖

有姊妹的餧養，但是頭腦有一些不明白，我有點

着急，裏面有一個渴望，我想知道這個恢復的真

理和異象是否是從天上來的，是否是正確的，是

否值得我這一生擺上生命來跟隨。如果是的話，

我就要竭力追求，如果不是那就算了吧！

　於是我鼓起勇氣走進召會的書報室，哇！我彷

彿走進了屬靈的有機食物店，應有盡有，包羅萬

有，主耶穌都在裏面！我感覺每一本書都是餧養

我和弟兄姊妹生命的好食物。我找到喫主、主的

恢復－喫和初信讀本（一）、（二），作為和弟

兄姊妹分享的切入點。透過這四本書，有三十位

左右開始認識並操練調和的靈和呼求主名並禱讀

主話，直到現在。

　牧師連續三年邀請書報同工來分享，謝謝書房

同工的介紹，引導我們進入晨興聖言，從兩本增

加到五十本，晨興聖言是非常奇妙的屬靈食物，

每天一點一滴，帶來生命的長大和改變。主又帶

領我們進入生命讀經，有聲雲，可以聽到訓練的

信息，福音機，恢復本聖經，基本訂戶，水流職

事站，水深之處…。今年的書報展，我們又買更

多新書，在書報展之後主帶領我和召會的姊妹們

一同禱告、相調。

　因着主的憐憫今年有十七位加入基本訂戶，我

渴望在未來有三十～五十位加入。今年也有五位

聖徒参加錄影訓練。我渴望自己被成全，也渴望

成全弟兄姊妹，建造基督的身體！透過書報，我

深信許多迷失的羊要被找回，被成全並建造在基

督的身體裏。（吳陳寶珠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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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畢業青少年聖徒相調

　在已過七月 23 ～ 26 日，四十多位從台南青少

年畢業的大專生，及今年應屆高三畢業生有一次

喜樂的相調。每半年或一年我們來在一起，彼此

分享在各地的蒙恩，藉着相調也聯上許多久未碰

面的同伴。相調中，弟兄姊妹們如同雲彩圍繞，

激勵每一位繼續奔那擺在前頭的賽程。 
　我們盼望明年的相調，能彀聯上更多的同伴，

假期間仍在台南同享甜美喜樂的召會生活，在身

體裏同蒙恩。我們實在有這樣的負擔，心繫台南，

身往各地，只愛基督，只為召會。 （台南畢業青

少年聖徒相調服事者）

　這次畢業青少年聖徒相調，從四月就開始交

通，然而因着這次暑假的行動比較多，所以相調

時間不好訂且不長。雖然大家剛服事完品格園和

高中一週全時間訓練，身體多有疲憊，但大家的

靈是緊的。很寶貝從各地回來的弟兄姊妹的經

歷，看到每位在屬靈生命上的長進，有高山、有

低谷，雖然有時覺得所遇到的環境實在力不能

勝，但藉着同伴的扶持，一同經歷流淚谷，叫這

谷變為泉源之地。我們真是有福的一班人！（成

大碩二　汪予恩弟兄）

　每半年，在這裏，在我們的家鄉台南，我們聚

集一起，就是一種的見證：『讚美主！我還在召

會生活裏！我活得很好！不用擔心我！』這就是

『台南青少年回娘家』。

　這次，我看見許多以前的同伴們，或是即將參

加全時間訓練、或是準備邁入職場，都曾經在自

己的校園拚過、努力過，竭力追求基督、並有分

於建造；也願意帶着年幼的聖徒學習，讓他們對

自己校園的福音有負擔。我也看見還有比我小

好幾屆的弟兄姊妹，不論正在就讀台灣的某個大

學，都正在興起的過程，朝氣蓬勃，充滿希望。

　有姊妹為姊妹之家人數着急、掉淚，願意為這

事獻上禱告，開啟新局面，作新一代的榜樣；有

弟兄忠信、殷勤，逐漸在學生生涯中長出一種度

量，可以作殷勤的牧人，操練作監督；有人在大

學生涯中經歷了低谷，現在卻迎頭直上，拚上！

想要進入神的軍隊。發現弟兄姊妹都在求學過程

中，因着召會生活的構成，就被職事的話、生命

的經歷和建造神家的負擔充滿。

　一個在台中求學的姊妹說：『畢業後要參加全

時間訓練！』是的，我們回到台南，彼此分享，

炭火堆加，都是為了相調、基督身體的建造。現

在的聚集，是將來青職時配搭的豫嘗；在職生涯

的配搭，則是國度生活的豫嘗。到時，我們『人

在台南，心懷全地！』

　在台南的聖徒，願你們康壯。（高醫大六　王

宇軒弟兄）

　

　寶貝與弟兄姊妹的相調－雖然我們身往各地，

但是仍然都在身體裏。在已過的這一年，在台北

的召會生活，有許多與台南不一樣的地方，剛開

始有很多的疑惑，有很多的不適應，但是一直想

起我高三第一次參加回娘家的相調時，陳洵弟兄

與高三生所交通的，要在各處作主平順的肢體，

要調進當地的召會生活裏，作個能團，能調，能

背負的人。因着這樣的話，就簡單的操練，藉着

這樣的操練，在過程裏就經歷主身體的一。每一

次回娘家的相調，父老們勉勵的話，實在是成為

我們在各地召會生活裏的幫助！

　不只是弟兄們與我們的交通，聽到弟兄姊妹們

在各地的蒙恩，以及大家經歷的基督，裏面實在

是受激勵。也感謝主，把這樣一群的弟兄姊妹擺

在我的身邊，真的是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

神！

　每次來到這樣的相調，裏面總是覺得喜樂！我

們在已過對主的享受上彼此供應。有享受就回來

供應同伴，沒有太多的享受，就回來接受供應！

藉着這樣的相調，使我們托住彼此！（東吳大二

　楊明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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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

為有福。』相調中聽了弟兄姊妹們的經歷非常得

激勵。雖然常經過流淚谷，但每一位仍竭力將自

己擺在召會生活裏。比起半年前，看到每一位都

在基督裏更長大了，真是喜樂。

　這次相調最寶貝的，是藉着相調我們彼此有許

多的交通，在相調結束後，我們開始在 line 上有

了代禱牆的操練，弟兄姊妹們將在各校遇到的情

形、需代禱的點寫出來，我們便操練天天照着代

禱牆上的代禱事項，為各校園代禱。感謝主，這

樣的相調使我調進基督的身體裏，外面的相調結

束了，但我們仍在同一的靈裏繼續有相調！因着

外面的相調使我們彼此敞開，然後便帶進了金香

壇的代求，這樣的相調真是喜樂又有價值！（成

大大五　李騏宇）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神。』（腓立

比書一 3）

　雖然在實習的水深火熱中，但還是要有分這個

聚集！寶貝每半年能彀有這個聚集，見到許多許

久不見的弟兄姊妹，聽聽大家分享在已過的學期

對主的經歷。感謝主！實在能見證，沒有住姊妹

之家，但我還是能活在召會生活中，就是因着有

這群已過在台南的同伴們托住我，或扶持或安

慰，跌倒也要跌在你們中間。

　謝謝主，保守我們在召會生活裏，有一群清心

愛主的同伴，更有雲彩圍繞在我們身邊，在神的

家中享受祂一切的豐富。（長科大大三 劉受樺

姊妹）

　　        －青職特會－

一、特會時間地點：本次青職特會是在 9/3~4 兩天，但兩天分別在不同的地方舉行。9/3（六）

        9:00~21:00，在台南裕忠路會所。9/4（主日）9:00~15:00，在高雄新盛會所。

二、報名對象：(1) 青職聖徒（35 歲以上之青職請勾選服事者），(2) 青職服事者，(3) 關心青職並願

　　一同照顧青職的青中壯聖徒們。

三、費用：每人報名費 400 元（現場報名需多加 100 元），9/3 晚上若需大會安排接待者，另交 200 元；

　　9/4 要搭遊覽車到高雄者，另交 200 元。費用請各大區收齊後交特會財務服事沈孟真姊妹，或請

　　執事室賴錦富弟兄代轉。報名通啟可至台南市召會網站下載。

四、青職特會豫備聚會：時間：8/28（主日）19:00~21:00。參加對象：報名青職特會之小組長，小

         小組長及服事者，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五、歌羅西書默經及入住豫備相調：時間 9/2（五）19:00 開始默經（範圍第三章，或三、四章；

        19:00 來不及者可在 21:30 以後補默），20:00 特會豫備相調（地點在裕忠路會所中會場）。21:30
        住宿美地大樓接待中心（有參與特會各項服事者，或小組長；要入住者需豫先向總管報名）。

六、奉獻禱告：盼大家在青職特會以前，加強以下的豫備操練（活力伴一同操練）：

　1. 更新的再奉獻，更強、更徹底、更絕對的奉獻，讓神聖的火燒在我們身上。

　2. 背歌羅西書主題及經文：9/3 以前，完成歌羅西書默經者，給書券獎：默寫第三章，90 分以上的

　　50 元，100 分的 100 元。默寫第三、四章，90 分以上的 100 元，100 分的 200 元。

　3. 小小組，每週一同晨興（每週三次以上），並每天至少讀一章聖經。

　4.小小組，每週至少三次為青職特會禱告，每個人至少列出2個福音對象名字，一同為這些人代禱。

　　 －財務－

台灣南區眾召會青職特會報名及注意事項

    科目 /  項目 經常費開支 全時間服事 福音工作 海外開展 其他代轉 本月總計
上月結存 430,313 -19,853 411,842 0 0 822,302 
本月收入 1,854,944 680,800 118,600 273,100 190,100 3,117,544 
本月支出 2,202,973 1,183,857 97,560 273,100 190,100 3,947,590 
本月結存 82,284 -522,910 432,882 0 0 -7,744 

1. 本月個人奉獻包計 103 包。       
2. 海外開展奉獻累計 2,843,056 元，目標達成率 102.40%。      
3. 上半年全時間供給不足款項計 1,019,853 元，由開展基金挪 100 萬墊支，請為此需要代禱並記念。 

 2016年 7月份財務奉獻收支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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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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週。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8/21「真理課程」二級卷四第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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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4. 書報追求 「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福分與地位」第 35~36 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

　　　  第 169~170 篇。

　  5. 背經進度「歌羅西書」主題及西 3:19 ～ 3:21
西 3:19    作丈夫的，要愛妻子，不可苦待她們。 

西 3:20     作兒女的，要凡事順從父母，因為這在主裏是可喜悅的。  

西 3:21     作父親的，不要惹你們兒女的氣，免得他們灰心喪志。 
Col  3:19   Husbands, love your wives and do not be bitter against them.
Col  3:20   Children, obey your parents in all things, for this is well pleasing in the Lord.
Col  3:21   Fathers, do not vex your children, that they may not be disheart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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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 主日 ) 口撒上 1:1-28 口約 13:12-30  口約 13:14
8/22( 週一 ) 口撒上 2:1-36 口約 13:31-38  口約 13:35
8/23( 週二 ) 口撒上 3:1-4:22 口約 14:1-6  口約 14:6
8/24( 週三 ) 口撒上 5:1-6:21 口約 14:7-20  口約 14:13
8/25( 週四 ) 口撒上 7:1-8:22 口約 14:21-31  口約 14:26
8/26( 週五 ) 口撒上 9:1-27 口約 15:1-11  口約 15:5
8/27( 週六 ) 口撒上 10:1-11:15 口約 15:12-27  口約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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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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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 週一 )
 8/23( 週二 )
 8/24( 週三 )
 8/25( 週四 )
 8/26( 週五 )
 8/27( 週六 )

  －報告事項－
  全台姊妹事奉相調特會
　 一、時間：（鼓勵報名第四、五梯，有安排交通車前往，第一、二、三梯車輛請自理）

　　　 第一梯次：10/20（四） 16:00 起至 10/22（六） 中午止。

　　　 第二梯次：10/24（一） 16:00 起至 10/26（三） 中午止。

　　　 第三梯次：10/27（四） 16:00 起至 10/29（六） 中午止。

　　　 第四梯次：10/31（一） 16:00 起至 11/2  （三） 中午止。

　　　 第五梯次：11/3  （四） 16:00 起至 11/5  （六） 中午止。

　 二、地點：中部相調中心 （南投市學藝路 35 號）。

　 三、報名：9/13（二）前，以小區為單位，將 excel 檔寄至 tnnch@seed.net.tw，報名以繳清費用為準。

　 四、費用：報名費 1200 元、交通車費 500 元，請以小區為單位彙總繳給賴錦富弟兄或匯至「合　

　　　 作金庫府城分行」，銀行代號：006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南市教會聚會所，帳號：5229-
　　　  717-307360
　初信成全班
　 一、日期：9/25（主日）至 11/13（主日）共八週；時間：9:30，備有午餐（自由奉獻）。

     二、地點：青年路會所、裕忠路會所。

　 三、報名費用：每人 200 元，報名截止日 8/28（主日）。

　 四、報名窗口：請向各區服事者報名，再由各大區彙整將報名表及費用交至執事室賴錦富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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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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九月份法國特會。

    德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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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七月已開排30排。

    主日繁增：今年全召會主日聚會人數繁增至2000人，9/25新人初信成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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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大專期初特會；2.大專福音節期，得着平安之子，常存的果子。

  青少年：8/27～28週末入住相調青少年報名及期初特會。

 兒童：品格園參加的福音兒童（共297位），常存於兒童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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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梯次日間追求班
　日期：9/8 至 12/15 每週四 8:55 ～ 11:30，報名費用：每人 200 元，報名截止日期：8/22（一），

     逾期報名者，需繳交 300 元，請儘速向執事室賴錦富弟兄報名並繳費。

  長青聚會
     長青服事者交通　時間：8/30（二）9:30，地點：裕忠路會所長老室。

　 長青聖徒集中聚會　時間：8/31（三）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南區眾召會青職特會報名及注意事項　詳情請參閱週訊第五頁。　 
　青少年週末入住相調成全 

日期：8/27~28、11/12~13 、2017/1/7~8，時間：週六 15:30 ～主日特會中午結束。地點：裕忠

路會所中會場，報名費用： 每人 750 元（含三次入住之餐費、材料費）。報名窗口：黃彩虹姊妹，

0982-823-818，或上網路報名表 QR-Code。

青少年期初特會
時間：8/28（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備有午餐（費用每人 60 元）。

    全召會排點名成全聚會
時間：8/21（主日）16:00~18: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參加對象：(1) 各排的點名人、小區點名人，(2) 每大區有一兩位可監管並協助各小排完成網路

點名的弟兄或姊妹，(3) 負責弟兄們、大區聯絡人、小區負責，請盡力參加。（註：請攜帶筆電、

平板、或手機，以便實際操作）報到時，請先按區、排簽名。

　聖徒來訪
    時間：8/21~23，韓國晉州召會聖徒來訪，由第五大區接待。

時間：8/22~23，韓國釜山召會聖徒來訪，由第十五大區接待。

安息聚會　林水性弟兄（十大區，林春美姊妹之父親）

時間：9/3（六）9:30，地點：八德安樂園梅館（台南市左鎮區光和里 109 之 1 號）。　
書報　青職特會當天書報優惠
一、中文書籍（不含聖經，POD 的書）全面 7 折。

二、倪柝聲文集全套平裝 7000 元，精裝 10000 元。

三、Zen Fone 2（5.5 吋，32G）30 套 APP，贈送 800 本書，特價 9000 元，限量 3 支。

  －報告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