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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夏季訓練

第五篇　帳幕與祭司體系

前言
　上一篇說到三個帳幕是以詩篇八十四篇內在的

意義，來說明享受基督使我們合併到帳幕裏面，

而終極完成於永遠、擴大、神人二性的宇宙合併。

而本篇是把聖經中帳幕和祭司體系這兩個大的主

題擺在一起。其基本思想和亮光乃是彼前二章五

節裏殿和祭司體系的順序，也就是基於出埃及記

二十七章和二十八章裏的順序。帳幕是被建造和

建造的事，祭司體系是事奉的事；在出埃及記裏，

帳幕在祭司體系之前題到，乃是強調我們需要被

建造，這是我們事奉的基本條件。

　另外，我們需要對『祭司體系』這辭有正確的

領會，關於祭司的事在新約希臘文有三個不同的

字：第一是指祭司職分（來七 12）；第二是指祭

司職任，祭司的事奉（來七 5）；第三是指祭司

體系，就是祭司團（彼前二 5，9，出二十八）。

　　　　　　　　真理要點
　一、生命與建造是聖經基本且中心的啓示：

生命是爲着建造，就是三一神團體的彰顯，而建

造是本於生命。生命是具體化身在基督裏的三一

神，實化爲靈，將祂自己分賜到我們裏面，給我

們享受；建造是召會，就是基督的身體，神屬靈

的殿，作神的擴大和擴展，使神得着團體的彰

顯。在約翰福音也啓示，三一神正在將祂自己作

爲生命分賜到祂的信徒裏面，以及信徒由於這分

賜的結果，成爲神的建造，就是祂的擴展、擴大、

和團體的彰顯。如今主的恢復乃是恢復生命與建

造，而聖經的中心異象－建造神的家－可說是全

本聖經最精采的部分，也可說是從全本聖經提煉

出來的精華。

　二、帳幕和祭司體系乃是一個實體：在出埃

及記神聖記載的順序裏，有了帳幕以後，立刻需

要祭司點燈；從屬靈方面說，這指明祭司體系和

帳幕乃是一個實體，表徵由神的贖民所組成的召

會，是帳幕，也是祭司體系；在舊約裏，殿和祭

司體系是分開的，但在新約裏，屬靈的殿就是祭

司體系，祭司體系也就是屬靈的殿（彼前二 5），

召會作爲居所和祭司體系的雙重功用，乃是由帳

幕和祭司體系所豫表。

　三、我們惟一的需要就是被建造而建造：
帳幕是被建造的事，祭司體系是事奉神的事。在

出埃及記裏，帳幕在祭司體系之前題到，乃是強

調我們需要被建造成爲神的居所，我們纔能成爲

祭司體系事奉神。沒有建造，就不可能有祭司體

系；沒有建造，祭司體系就會崩潰；沒有建造，

我們就無法有祭司體系。我們是被建造而建造；

這纔是真正作祭司事奉神。被建造成爲屬靈的

殿，乃是事奉的基本條件；我們若沒有被建造，

就無法事奉。彼前二章五節裏殿和祭司體系的順

序：乃是基於出埃及記裏的順序。因着需要建造，

所以召會必須先是神的殿，然後纔是祭司體系。

惟有當我們被建造到建造裏並配搭到建造裏，我

們纔有立場事奉主。

　四、神惟一的目標乃是建造：神的目標始終

是建造，在永世裏神所要的是新耶路撒冷，而今

天祂所要的是召會。我們若不讓主在我們中間得

着建造，就神的定旨而論，我們便是失敗的。今

天神子民中間的光景令人失望灰心，乃是因爲缺

少建造。我們若離開了神的目標，就不可能作甚

麼以完成神永遠的定旨。

　　　　　　　　負擔應用
　一、看見這厲害的光：我們必須看見我們是

被建造而建造；這纔是真正作祭司事奉神。我們

要以這樣的看見為全台青職特會禱告，求主得着

這一代的青年人。

　二、被建造是保護我們惟一的路：信徒要努

力成爲聖別、屬靈，都不會是信徒的保護。保護

我們惟一的路就是被建造到神的建造裏。我們鼓

勵初信者報名參加全召會所舉辦的初信成全，就

是聖別主日，有分神的建造。 (黃寬興弟兄 )

 初信成全班：9/25（主日）至11/13（主日）9:30，請鼓勵新人及福音朋友踴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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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增排增區的交通
八月七日全召會成全聚會負擔交通

     感謝主，今天下午主把許多弟兄姊妹們帶到這

裏，我相信我們都是與神有共同權益的人。我們

在這裏不只是為着我們的喜樂、我們的平安，更

是為着主在地上的權益，為着主在台南市召會，

在祂的心意中往前，帶進一個最健康、正常、

活力的召會生活，使得召會在地上能彀正常地繁

增、擴展、成全，達到建造，成為基督身體裏面

剛強的部分，建造基督的身體。

　今天我們談到一個可以說二十年來我們從沒有

離開的一個題目，就是『活力排』。我不知道當

弟兄姊妹們你們聽我們弟兄的交通，並且在讀這

些我們讀過多次的綱要的時候，你我裏面有多少

的光，你我裏面有多少的震動。這幾十年來，主

的恢復一點一點地找出召會活力的那一個竅門。

　多年來，我們都發現，照着聖經，照着我們的

經歷，召會要有活力，那就是每一個人要與主有

情深的交通。我們要鼓勵人人都該有與主情深的

關係。另一面，在聖經裏給我們看見，人人都從

主接受了一個使命－傳福音。傳福音不是憑靈

感，傳福音是我們的使命，傳福音不是說等我尋

求要不要傳福音，傳福音是每一個人裏面基督生

命的一個特性。為此我們需要操練我們的靈，否

認自己，時間到了，不憑感覺就走出去。要有規

劃並堅定持續走出去。

　經過了主恢復八十年，從一九二○到一九九二

年，七十個年頭，李弟兄帶我們來到一個活力的

召會生活該有的一個完整的圖畫。這一個完整圖

畫所描繪的生活，李弟兄稱它為活力排。活力排

包含了所有活力的素質，所有正常基督徒該有的

生活，該有的建造。活力排不是個人的屬靈，活

力排乃是團體的活力。而這個團體的活力要從你

個人的活力，個人天天堅定持續，一早起來不作

別的，與主情深，得着復興，從這裏開始。

　當你得着了活力，你自然會去找一～二個同

伴，來一同享受主，一同被召聚到主的名裏，一

同被主充滿，也一同洋溢基督。因為所有被主生

命充滿的人，都知道不能單獨，都知道不能個人

在那裏事奉。事奉的高不是主需要的，事奉的弱

也不是主所要的；主所要的乃是建造，乃是同伴，

而這一切，全部都放在活力排裏。當你讀綱要全

文，你看見活力排包含了第一、向主有強的心志，

說『主阿，我渴慕，我要成為一個絕對拚上一切，

為着你恢復擴增的人。』不光是人數，更是素質，

要有人數的擴增，也要有基督素質的擴增。第二、

活力排也包含了這樣拚上一切的人，藉着禱告、

認罪悔改、徹底的交通與更新的奉獻，活力的生

活是從這裏開始的。一切召會的帶領，藉着帶到

你個人與主的交通中，使得召會的帶領不成為壓

力，不成為要求，不成為律法，不使你覺得緊張

害怕，而是成為你裏面從主而來的動力。除此，

活力排還包含你要去尋找人，不要只有你一個人

作，任何的服事、任何的行動，找同伴『一同』。

　活力排又包含了福音的行動，而且是堅定持續

的，不是憑靈感的。如果我們喫飯不是憑靈感，

我們的晨興不是憑靈感，我們的福音也不該憑靈

感。你的靈早就已經豫備好了，不必等到發旺，

有的時候，我們堅定出去，反而就發旺了。活力

排還包括堅定持續的餧養小羊，如何能彀一起交

通，為着這個小羊的光景有一種活力的、牧養的

事奉交通，找出路來，繼續牧養，使他長大。

我如何把我的小羊，把我的屬靈兒女作成我的同

伴，使他作我所作的，也就是要把兒女帶長大，

陪他晨興、禱告，帶他一同作我所作的，到一個

地步成為我的同伴。我絕對信主的僕人把這一切

的實行融合、綜合在活力排裏面，他心頭的盼望

也是主的盼望，就是活力排要成為我們的召會生

活，就好像說晨興應該成為我們召會生活的普

及，同樣的，活力排也應當成為我們的召會生活

的一切，也成為召會生活一切的基礎。

　任何召會的帶領，你的反應如何？例如說，人

人都要一年結一個常存的果子。你的反應是甚

麼？正確的反應就是，回去帶到你的禱告裏，帶

到與主情深的交通裏面，使得這個負擔不是只有

負責弟兄的負擔，乃是你從主而來的一個負擔。

我們人人都要出去叩訪，你的反應是甚麼？召會

中任何的行動，都該從活力排作起，甚至連作召

會事奉總管，也是從活力排開始。當你一接到一

個事奉的負擔時，第一、帶到禱告中，『主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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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件作總管的事上，你的負擔在那裏？你要向

我說甚麼話？我要與你一同，憑我們自己，我是

作不來的，我需要你來作總管。』第二、『主阿，

我的同伴在那裏？』找到同伴了，不是急着安排，

乃是一同禱告，一同尋求。『主阿，我們要作這

次錄影訓練的總管，需要你的憐憫。錄影訓練太

棒了，是你今時的說話，真理的構成、異象的開

啟。主阿，連新人都需要得着供應。』我們大部

分在召會中領受召會帶領的反應，都是個人的反

應，不是活力排的反應。我們需要是在活力排的

原則裏來作。實際的活力排，它是為了召會中的

生養，正常的擴增、繁殖與建造。

　連我們各小區現在有一個很好的實行，就是週

週堅定持續地走到路上去傳福音。當你接受這個

負擔的時候，是你一個人去，還是你找你的活力

伴去。連出去叩訪，都要找到你的同伴！兩三個

一同配搭在一起，禱告在一起，跟着召會，因為

其中有一個好處，就是它的士氣強，而且容易堅

定持續。但是集中出去叩訪時，你我還是要有知

覺，在所有集中當中，知道我們三個人是同伴，

你們兩個人是同伴，這纔能彀走得長久，這個是

太關鍵的負擔。

　召會要吹號，召會要行動，願意的都來了，你

聽到第一個反應：『主，我禱告。』第二個反應：

『主，我要找同伴。主阿，我的同伴在那裏，我

需要找人一起禱告。我需要團體的活力。』這樣

你就有福了！對於召會的帶領，我們一定是至死

忠心，但我們卻缺乏找同伴的觀念、負擔及迫切，

帶出人來的迫切。晨興，不只我一個，我不只要

找一個老練的同伴，我要帶出新的人來，來作我

的同伴。這就是活力排的負擔。這是第一。

　第二、姊妹們在召會的行動上是最重要的。我

們說到活力排，夫妻是最好的活力伴，但請記得，

弟兄們，常常負責吹號，但那個堅定持續的負擔，

是在姊妹們身上。我們召會中活力排的實行，關

鍵在姊妹們身上。當然弟兄們很重要，但許多時

候姊妹們那一個日常聯繫的工夫，打電話的工

夫，禱告的工夫，邀人的工夫，愛筵的工夫，都

在你們身上。活力排是弟兄姊妹都要作的，任何

人實行活力排纔能彀成為得勝者。所以弟兄們，

我們太重要了。但是姊妹們，你們是那個推動力。

弟兄們是當靈不讓，本來召會的負擔，我們就是

率先進入，一同吹號，但在實行上我們需要姊妹

們這一份。而且，你們要會在順服的靈裏，把弟

兄，至少把你的丈夫拉進禱告。弟兄們，如果你

的太太找你禱告，你不要說，我太忙。無論多忙，

我們一定要知道仇敵的詭計。仇敵的詭計是當我

們一忙，第一個刪掉的就是個人禱告，第二個刪

掉的就是團體禱告。常常我們甚麼都能作，但是

我們把兩個最重要的活力排的素質丟掉。召會如

何能彀成為禱告的殿，不是只是全體來禱告，它

乃是三三兩兩、活力排、兩對夫婦，或者一對夫

婦帶着一位聖徒，無論怎麼組合，我們是堅定持

續地有個人的禱告，有小團的禱告，讓主在我們

中間，能彀作祂所要作的。

繁殖擴增的迫切需要

　在活力排的實行裏，一個很重要的指標，來看

我們的活力排彀不彀健康，彀不彀在主的喜悅裏

面。那個指標，就是我們的『繁殖擴增』。李弟

兄深處的負擔，就是我們的擴增實在太差，原因

就是因為不肯分。當然，我們不是說今天講完了，

明天就要切一半。不是這樣，而是你有一個心志，

你們團體有一個心志，有一個強的禱告，『主阿，

我們在幾年之內，我們這個排要增出去。我們在

幾年之內，我們要讓我們其中的兒女成為活力同

伴，至終出去成家立業。』我們要有這個心志，

要有這個迫切的禱告。

　如果五十個人都聚集在一起，樂不可支，週週

都是五十個人聚集在一起，主是沒有路的。要都

去結果子，就得分家分排。怎麼去開一個新排？

就是找一找失落的羊，找一找不太有召會生活的

那些人，也都能彀開出一個新局面來。一超過

十二個人，我們就該尋求，要讓人成家立業，要

開出新的單位來，要開出彼此互相的活力排來。

你不該說，我不是年長姊妹，只要是姊妹，我們

都該接受負擔，為此有確實的禱告。（待續）

　　     －禱告聚會信息－

一、活力排包含了所有活力的素質，所有
　　正常基督徒該有的生活，該有的建造。
二、任何召會的帶領，正確的反應就是
　1. 帶到禱告中。
　2. 找到同伴，一同禱告、尋求。
三、 與活力伴一同事奉、傳福音、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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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追求班－真理班、生命班、事奉班簡介

　第十四梯次全召會日間追求班將於 9/8（週四）開訓，此次分為三個班別，課程介紹如下：

真理班
　主恢復的標準在於我們所陳明之真理的標準。真理要成為衡量和標準。因此，我們竭盡所能，在

所在地激起一種氣氛，在眾聖徒裏面製造追求主真理的飢渴。真理不在別處，只在聖經裏，而聖經

需要一個開啟的工具。我們必須帶領眾聖徒有真正、正確、適當的體認，我們需要聖經，也需要生

命讀經信息和恢復本的幫助。這樣研讀聖經一年以後，聖徒們在家庭生活、個人生活和召會生活中，

必會有紮實的改變。

  學習神聖真理最好的路

　真理的豐富都在聖經裏，就像金子在礦藏裏，只是單單買幾塊金子不是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工作

乃是挖掘金礦。我們在作採礦的工作。這就是主的恢復。我們該往前，學習諸天界裏的事，並學習

述說這些更高、更深的事。所以，本學期乃是進入以弗所書經文研讀。我們要認識神新約的經綸，

上好的路就是使用恢復本帶註解並生命讀經的信息來打開礦藏，讓我們進去挖掘。

　
　帶領聖徒進入真理

　要在真理上得建立，不是一項容易的工作。你必須研讀經文和每一個註解。若是可能，查考串珠

也有幫助。然後你需要研讀生命讀經的信息。你進入這些信息，不可以像閱讀報紙或參考書一樣。

你必須把恢復本的經文帶着註解並生命讀經的信息，當作教科書。…倘若你僅僅輕率的閱讀，你無

法進入其中。你必須把牠們當作教科書來研讀。當我們所讀的在我們裏面成為真理，這種滋養便永

遠存留。我們要讓真理進入我們裏面，惟一的路是經過思考。真理是藉着你的思考、你的悟性而進

入你裏面的。這樣，你就有真理的儲存，你就是一個常時在滋養之下的人。到那時候你就曉得如何

向別人陳明真理，不是僅僅激發或激動人，而是使人紮實，得着真理的組成。結果，眾聖徒一直從

主話得餧養，藉着喫適當、規律的食物，結果就使自己剛強，也使主得着剛強的見證。

生命班
　學習禱告

　

　本學程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禱告的開啟與操練，使我們認識禱告真實的意義乃是人在靈裏和

神接觸，並吸取神自己。真實的禱告乃是神人雙層的禱告，乃是神的靈調在人靈裏的禱告。首先我

們需要建立個人與主交通禱告的生活，與主有情深、私下、屬靈的關係，在禱告中積極的珍賞主的

所是，並把一切的需要告訴主；我們也藉着在禱告中認罪，對付一切攔阻生命長大的因素，使我們

與主有通暢的交通。我們操練有亞伯拉罕代求的禱告，並主在馬太六章所示範的禱告，使神的子民

得拯救，並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禱告不光有個人的一面，還有團體的禱告，就是召

會的禱告，要釋放主所釋放，捆綁主所捆綁。召會在地上有爭戰的禱告，為着屬靈的爭戰，站在升

天基督的地位，就將神寶座上的權柄帶下來，將神的能力轉動起來，將神的旨意施行在地上，並使

神的權益得恢復。
操練性格

　第二部分是性格的定義與重要，需要操練有好的性格，使我們能接受託付，承擔責任，在主手中

得以有用。我們會進入性格三十點的其中三組：真準緊、勤大細、親熱就，操練被構成，使我們能

合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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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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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南區眾召會青職特會報名及注意事項

事奉班
  從聖經人物中看事奉的榜樣

　我們若要事奉神，我們的異象必須是從創世記亞當的頭一個異象，一路直到召會終極出現的新耶

路撒冷，這纔是完整的異象。這異象乃是直到今天，纔向我們完全揭示出來。

　一千九百多年來，許多人事奉神，他們到底是在那裏事奉？五百年前的路德馬丁看見這異象，並

憑這異象事奉神麼？歷代以來，許多人事奉神，只在〔完整異象的〕頭幾幕裏。我願意弟兄姊妹眼

光放大、放遠，看準我們中間所出的書，都是從頭一幕看到最末了一幕。我們不是停留在頭幾幕裏

事奉神，我們乃是在終極的一幕裏，帶着前面的各幕事奉神。（新路實行的異象與具體步驟，五三

頁。）

　是主憐憫我，啟示給我看見異象。所以我勸你們，不要跟隨我，乃要跟隨我蒙主憐憫，承繼倪弟

兄和歷代主的僕人所留下，傳承給你們看見的這個異象。這實在是從亞當頭一幕的異象，直到新耶

路撒冷末了一幕的異象。五十多年過去了，我親眼看見，走到主恢復裏，停留一下又出去的，至終

都沒有結果。（五六頁。）

　親愛的聖徒們，這就是我的負擔。…我們都必須過這樣的生活。我們若這樣行，我們就對所聽見

的話是忠信的。這樣，主就會得着不只是個人的模型，更是我們一班人的模型。主需要這樣的模型，

給今天的基督教看；這樣的模型要給人看見，祂的召會該是怎樣的。（三九至四一頁。）

　因此本次的事奉班盼望聖徒對事奉有一正確認識，藉着從聖經人物中的生活行動看見他們事奉的

榜樣，而使我們在榜樣的引導下，實行神所命定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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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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週。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 3 頁。

       3. 8/28「真理課程」二級卷四第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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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4. 書報追求 「職事文摘」第一卷第一期第 6 ～ 25 頁，「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 171~172 篇。

　  5. 背經進度「歌羅西書」主題及西 3:22 ～ 3:24
西 3:22   作奴僕的，要凡事順從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乃要憑

心中的單純敬畏主。

西 3:23     你們無論作甚麼，都要從心裏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  

西 3:24     知道你們從主那裏必得着基業為賞報；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 
Col  3:22    Slaves, obey in all things those who are your masters according to the flesh, not with eye-
                   service as men-pleasers, but in singleness of heart fearing the Lord.
Col  3:23    Whatever you do, work from the soul as to the Lord and not to men,
Col  3:24    Knowing that from the Lord you will receive the inheritance as recompense. You serve     
                   the Lord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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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 主日 ) 口撒上 12:1-13:23 口約 16:1-15  口約 16:8
8/29( 週一 ) 口撒上 14:1-52 口約 16:16-33  口約 16:33
8/30( 週二 ) 口撒上 15:1-35 口約 17:1-5  口約 17:1
8/31( 週三 ) 口撒上 16:1-23 口約 17:6-13  口約 17:11
9/01( 週四 ) 口撒上 17:1-58 口約 17:14-24  口約 17:17
9/02( 週五 ) 口撒上 18:1-30 口約 17:25-18:11  口約 17:26
9/03( 週六 ) 口撒上 19:1-24 口約 18:12-27  口約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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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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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 週一 )
 8/30( 週二 )
 8/31( 週三 )
 9/01( 週四 )
 9/02( 週五 )
 9/03( 週六 )

  －報告事項－

　全召會成全聚會暨專項成全
    時間：9/11（主日）15:30 ～ 16:50 成全聚會，17:00 ～ 17:50 專項成全。

    地點：裕忠路會所及新營區會所。

場地／項目 真理班 生命班 事奉班 兒童 青少年 大專 青職
裕忠路會所 大會場 中會場 B201 中會場 A201 B201 大會場

　南台南聚會場地及事務服事　 總管：郭永益（0932-985357）、李可安（0935-565982）

　 電器：一大組，交管：十、十六大區，兒童：四、六大區。

　初信成全班
　 一、日期：9/25 至 11/13，每週主日 9:30，共八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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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梯次日間追求班
　日期：9/8 至 12/15。費用：每人 300 元。開訓時間：9/8（四）8:55，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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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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及福音朋友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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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9/3全台大專期初特會二梯次；2.大專福音節期，得着平安之子，常存的果子。

  青少年：聚會中操練靈，在校園中讀聖經，邀約同學參加校園排、社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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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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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寄至召會信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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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語集中展覽暨福音收割
　  時間：9/24（六）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請廣邀福音朋友參加，備有愛筵。　
  台南市召會教職員相調聚會   

  時間：10/1（六）18: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備有愛筵。

  對象：在教育界服務的所有聖徒，包含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大學。

  報名：9/27（二）前，以小區為單位，寄至陳瑞淦弟兄（e-mail：h14801113@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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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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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地點：八德安樂園梅館（台南市左鎮區光和里 109 之 1 號）。交通車搭車 7:20
青年路會所，7:40 榮民醫院外側停車場，7:50 崑山會所，聯絡人 : 朱正平弟兄 0929-870650。

 全召會歌羅西書第三章背經會考
會考時間：9/11（主日），地點：各小區。範圍：歌羅西書主題及第三章經文。請各小區於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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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報　青職特會當天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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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