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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負責弟兄事奉交通
夏季結晶讀經錄影訓練

時間：7/16（主日）19: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清晨班：7/17（一）6:30~9:00，假日班：7/22~23,7/29~30,14:55~20:30，
白天班：7/24~29, 7/31~8/5, 9:00~11:00 及各場地的夜間班。

『二○一七年國殤節特會－認識生命與召會』信息要點

第三篇
前言

我們一切的事奉必須是由神發起

是第一。第二，不是在乎人爲神作甚麼，乃是在
基督徒經歷主大約分三方面：異象、生活與 乎神爲人作甚麼。
六、保羅照着他在被征服的轉變時所見的異象
事奉。此一系列信息，第一，在異象方面，看見
三一神作三部分人的生命，為着完成神永遠的定 而事奉：
1. 保羅的第一個問題是：『主阿，你是誰？』
旨。第二，在生活方面，認識生命，活出神生命
惟一的路就是過死而活的生活。第三，事奉方面， 這與保羅的生活有關，是尋求對基督的認識。
2. 保羅的第二個問題是：『主阿，我當作甚
我們一切的事奉必須由神發起，這種事奉纔會在
麼？』這與保羅那純粹由神所發起的事奉有關。
永世裏有永遠的價值。
叁、事奉上的基本原則乃是，一切必須是神發起
真理要點
的：
壹、我們在召會中一切的工作和事奉，必須是神
一、凡是事奉神的人，都必須看見一個原則：
所發起的，並且必須照着祂的意願來作。有三件
神的工作需要人的配合，但不要人發起；我們該
要緊的事，第一，神工作的起頭是神的旨意；第
毫無保留的聽從祂。
二，神工作的進行乃是神的能力，不是自己的能
二、約伯記啓示，領受神啓示的惟一條件，乃
力；第三，神工作的結局乃是神的榮耀。
是停下我們的說話、主張、眼光和己。
貳、在舊約、新約中幾個事奉中神發起的事例：
三、出於人的事奉，其中有自己的享受、愛好
一、亞伯照着神的啓示，憑信獻上祭物；他的
和味道；出於神的事奉，卽使遇到爲難，仍會向
獻祭是從神的話來的。
主獻上敬拜，繼續往前；出於神的事奉，不會使
二、挪亞照着神的吩咐事奉神；甚至方舟裏的
人着急、爭執。
每一個尺寸，每一個造法，都不是挪亞這個人能
負擔應用
想出來的，乃是神自己定規的。
一、如何知道我們的事奉是由神發起，相當根
三、亞伯拉罕照着神的顯現事奉神。
據上一篇信息所說的三個讀：（1）發起是否合
四、摩西照着神的指示事奉神，拯救以色列人，
乎聖經啟示原則；（2）是否裏面靈裏的感覺平安；
並且照着神的模型建造會幕。
（3）是否有身體交通的印證。
五、大衞敬畏神，與神合作，讓神作事。
二、我們在經歷神的發起，有幾項操練：（1）
1. 大衞熱心要爲神建造聖殿，但神拒絕了大衞
不急促，禱告主讓祂經過；（2）把起意的感覺、
的好意；神差遣申言者拿單對大衞說，『你要建
意念帶到神面前，禱告至平安、穩妥。
造殿宇給我居住麼？』
三、雖然我們一切的事奉都是由神發起的，但
2. 大衞是個敬畏神的人，他沒有反抗拿單，反
我們必須在主面前學習背負責任，並絕對的忠心；
而停了下來；停下建造聖殿的行動乃是大事。
我們要倚靠主，聯於主並與主有交通，而執行我
3. 大衞那次的停下，在宇宙中樹立了雙層的見
們的事奉。（郭啟文弟兄）
證：宇宙中的事，只能出於神，不能出於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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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聚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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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召會生活作到家裏
初期信徒的聚會是在信徒家裏

們前去，並要你們結果子，且要你們的果子常存，
人受浸之後，就要在他家中設立家聚會。按照 使你們在我的名裏，無論向父求甚麼，祂就賜給
今天基督教的實行，基督徒的聚會生活普遍是在 你們。』『要你們前去』和『要你們的果子常存』
較大的聚會中。我們多年受基督教影響，實行上 這兩點，我從前沒有那麼清楚看見，這次纔讀出
也大同小異。然而，聖經給我們看見，召會生活 來。『前去』就是前面所說的叩門訪問。『要你
主要不是在大型聚會中，乃是在聖徒家裏。使徒 們的果子常存』，就必須在得救的人家中設立家
行傳記載五旬節的時候在耶路撒冷約有三千人得 聚會。小孩子生下來若是身體不健康，醫生會把
救。他們一面在殿裏聚會，另一面也挨家挨戶聚 孩子放在保溫箱，直到孩子的情形正常。已往我
會。他們聚會的內容主要有五方面，就是使徒的 們帶得救的人留下的不多；這種情形如同生產後
教訓（教導真理）、彼此交通 、擘餅、禱告、傳 把嬰兒擺在一旁，不去照顧，任其自生自滅。我
福音。可見早期的聖徒在家裏教導真理，在家裏 們享受了給人施浸的快樂，卻不見得有人留下
交通，在家裏擘餅，在家裏禱告，也在家裏傳福 來。所以我們不僅前去訪問人、帶人受浸，更有
音。並且希伯來十章說，『不可放棄我們自己的 第二步就是立刻在新人家裏設立家聚會。家聚會
聚集，好像有些人習慣了一樣，倒要彼此勸勉； 是新人的保溫箱，是新人的保障。
既看見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因此，有六
我們去帶領家聚會時，需要注意說話、禱告和
件事是召會生活中必須有的項目，就是教訓、交 讀經的方式。在家聚會中要避免產生聖品階級，
通、擘餅、禱告、傳福音和彼此勸勉，這些都可 就要讓人人都盡功用。有人想起一首詩歌，大家
以在家中進行。
就唱起來了；另有人說還想唱一首，就再唱另一
行傳十二章記載彼得下監，召會為他切切的禱 首。一切都採用家庭教育的方式；傳福音在家裏，
告。當時耶路撒冷召會的人數不少，一次三千人 教真理也在家裏。這樣一來，所有得救不久的弟
得救，一次五千人得救，前後將近萬人。聖經說， 兄姊妹，都能聽見真理並學真理。我們看見有些
彼得出監後，就到馬利亞家去，在那裏有好些人 夫婦原本內向，不愛說話。得救後經過家聚會的
聚集禱告。由此可知，召會並沒有全體聚集在一 餧養，很快的不僅參加聚會，也去叩門了。過不
個固定的地方禱告，乃是挨家挨戶禱告，分在聖 了多久，他們都能帶聚會，也都會講真理了。家
徒家裏禱告。
聚會啟發新人生機的功用，更叫我們的果子常
二十章告訴我們，保羅行路到了特羅亞，在那 存。
裏住了七天。到了七日的第一日，他們聚集擘餅
受浸是生命的事，因此人受浸之後的情形可能
的時候，保羅因為次日要起行，就與他們講論， 不太一致，誰也無法保證人受浸後一定能留下
直講到半夜。有一個青年人坐在窗台上，困倦沉 來。新人能否留下，與他們受浸後的環境很有關
睡；保羅講論多時，這青年人睡熟了，就從三層 係：太太受浸時先生可能不在家，先生一回來太
樓上掉下去。保羅下去救活了這個青年人後，又 太就作難了；高中生受浸時父母可能不在家，父
上去擘餅，喫了，談論許久，直到天亮 。從聖經 母回來後表示不贊成；也有人受浸後就搬家以致
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出，這應該不是一個大聚會。 失去聯絡。我們不能盼望所有受浸的人都留下，
大聚會都有一定的安排，聚會時間也有限制。然 但也不能說沒有留下的人都是假得救。我最近坐
而，這場聚會的安排好像不是非常正式，有人坐 飛機遇到一位女空服員，她表示自己是姊妹，只
在窗台上，講多久也沒有定規，講完了還有擘餅、 因航空業的工作時間不規律而無法常常聚會；類
長時間談論。由此可見，初期的聚會應該不是大 似的例子有許多，我們不能因為人不聚會就說他
聚會，乃是在家裏，與今日基督教的情形非常不 不是真基督徒。已過弟兄姊妹叩訪了二十多萬
同。
戶，其中許多家是久不聚會的信徒。人久不聚會
家聚會是新人的保溫箱
就不好意思再來；現在因着我們送會到家，他們
我把聖經中與改制有關的內容好好研究過，特 喜樂得不得了。有的人不一定願意或方便出來聚
別注意到約翰十五章十六節說，『不是你們揀選 會，卻歡迎人到他家去，願意在他家中有聚會。
了我，乃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立了你們，要你 （結常存果子的訓練與實行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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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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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生命讀經導讀 ( 一 ) 正常基督徒屬靈的歷史－風、雲、火、金銀合金
壹、本週進度：生命讀經第一至三篇，以西結書第一章 1~4 節。
貳、信息導讀：
本週我們來看以西結書第一章前四節，說到
風、雲、火、金銀合金。

暴風從北方颳來
暴風從北方颳來，意思是從神而來。每當神眷
臨我們，復興我們，祂的靈就像一陣大風吹在我
們身上，將屬靈的暴風帶進我們的生活、工作和
召會裏，使我們不滿足，關心我們屬靈的情形，
並使我們在屬靈的生活上有轉變。
我們屬靈的經歷總是開始於屬靈的暴風。你沒
有過這樣的經歷嗎？你沒有覺得神的風吹在你身
上嗎？你沒有被神的靈摸過嗎？你沒有覺得（在
你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次）某種能力－從神來的暴
風－在你身上推動你，使你恨惡罪，對世界有不
同的態度，或者改變對人生的看法嗎？你若從來
沒有這樣的經歷，你就需要仰望主，禱告叫祂的
風從北方吹在你身上。

生命讀經 恢復本經文 上網登錄

有火不斷的閃爍
以西結所看見的火，表徵神焚燒、聖別的能力。
每當神來眷顧我們，祂聖別的火就來燒燬我們裏
面一切與祂聖別性情、性質不配的事物。這焚燒
的火也使我們蒙光照，看見我們在神面前的屬靈
光景。聖靈的火越在我們裏面焚燒，我們就越被
煉淨、蒙光照。

光耀的金銀合金

金表徵神的性情，銀表徵救贖。金銀合金是由
金和銀的元素所組成，表徵羔羊神，就是救贖的
神。從火中顯出來那光耀的金銀合金，指明神聖
之火的焚燒乃是為着金銀合金的顯耀。
正常基督徒的屬靈歷史，該是經歷神作風、雲、
火、金銀合金這一個持續不斷的循環。我們越經
歷風、雲、火，金銀合金就越多構成在我們裏面，
使我們成為滿了三一神並彰顯祂榮耀的人。屬靈
的事故只要與吹動的風、遮蓋的雲、和煉淨的火
有一朵大雲
雲在這裏表徵神作為那靈與祂的百姓同住，遮 有關，其結果總是光耀的金銀合金－救贖之神的
蓋他們，為要照顧他們，向他們施恩。神作為風， 輝煌彰顯。（摘自以西結書生命讀經第三篇。）
臨到我們這裏；但祂作為雲，停留在我們這裏。 參、復習問題：
風同着雲，指明神與人之間有重大的事故即將發 一、風、雲、火、金銀合金的屬靈意義為何？
生。
二、請分享對風、雲、火、金銀合金的經歷？

－蒙恩見證－
全時間畢業學員－從顯揚到隱藏，經歷消失在身體裏
我樂於服事，也自認能幹，剛進訓練時，在整

與會之人的情形，從爭戰到讚美。這是我最隱密

潔、飯食、內務及專項服事上，都能幫助許多同
伴，這讓我感覺自己有價值。然而接着，我便開
始經歷許多打擊，還扭傷腳踝。行動不便讓我服
事受限，甚至還得接受人的幫助。到一個地步，
我幾乎無法繼續訓練。我對主的剝奪感到不解和
怨懟，也不願受人安慰。
呼召聚會時，所有人都在各自的崗位上忙碌服
事，我卻被安排在守望禱告，覺得自己就是沒用
纔被放在這裏。因着內顧自己，剛開始我幾乎跟
不上大家禱告的步調。但同伴們卻在靈裏背負
我，同着聚會的靈，繼續為着主的權益爭戰。我
們不間斷的禱告了三小時，一路從聚會各環節到

的一次服事，卻是最享受的一次。即使聚會尾
聲，我們卻魂遊向外而停不下來，就像是被基督
這屬天的酒充滿，大家都把自己再奉獻給主。所
享受的基督，就成了奠祭，澆奠在這場呼召聚會
的奉獻上。
從外面顯揚的服事轉為用禱告，盡隱藏、屬天
的職事。我看見事奉，不是照着天然幹才獨自奔
跑，而是成為平順的肢體，消失在身體裏。感謝
讚美主！在這隱密的代求中，我從個人的享受拔
高到因着基督身體得益處而一同享受。（102 區
段歆惟姊妹）

－交通－
二○一七年下半年全召會負擔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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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建立福家架構，養成生養習慣：
一、 繼續加強週週出訪傳福音的操練；每週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聖徒出訪傳福音。
二、 加強代禱和回訪的實行；包含福音出訪所接觸的福音朋友、新人及自己的親朋好友。
三、 持續月月小排福饗宴及福音聚會：8、9、10 月，每月各大區舉行福音收割聚會；11 月邀約至
全召會福音收割聚會；12 月邀約至年終愛筵。

貳、參加成全訓練，竭力追求真理：
一、參加每月的成全訓練；進入神聖生命的交通並建立禱告的生活。
二、追求生命讀經，被真理構成；全召會進入生命讀經，每週兩篇，目標 5 年讀 500 篇。

2017年度 台南市召會重要行事曆
月
七
月

台南市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6 17 18 19 20 21 22

16 青年／北台南照顧區事奉特會；16 區負責弟兄事奉交通
17-22 夏季訓練清晨班；22-23 夏季訓練假日班

23 24 25 26 27 28 29 24-28 夏季結晶讀經錄影訓練；29-30 夏季訓練假日班

台島／國際
16-22 高中一週成全(三會所)
16-21 暑期聖經研讀班一(中調)
21 夏季結晶讀經錄影訓練預備聚會(台北一會所)
24-30 亞洲大專特會(古晉)

31-8/5 夏季結晶讀經錄影訓練

30 31

1 2 3 4 5 8/1-8/7 大專兩週成全(2)；5 青職事奉相調

八
月

6 裕忠照顧區事奉特會；12-13 暑期兒童品格園(十四大區)； 6-11 暑期聖經研讀班二(中調)；7 FTTT豫訓開始
13書報文字服事交通
12-13 全台路加聖徒集調(台北劍潭)
13 14 15 16 17 18 19 13 永康照顧區事奉特會；18-19 青少年期初特會
20 21 22 23 24 25 26 20 青少年集中主日
20 FTTT開訓；22-28 同工訓練及訪問(韓國)

6 7 8 9 10 11 12

29-31 全台大學特會一(中調)

27 28 29 30 31

1 2

九
月

1-2 全台長老聚會(中調)

3 4 5 6 7 8 9 7 日間班開訓；9 升大學初審資料豫備交通

3-5 全台大學特會二(中調)；5 壯年班開訓
9-10 台灣南區青職特會

10 11 12 13 14 15 16 10 區負責訓練(1)；11-24 校園福音節期
17 18 19 20 21 22 23 17 姊妹成全(1)
24 25 26 27 28 29 30 30 台語集中展覽福音收割

1 2 3 4 5 6 7

5-7 秋ITERO(德國萊比錫)

8 9 10 11 12 13 14

十
月

15 16 17 18 19 20 21 15 初信成全(1)／區負責訓練(2)

19-21 全台姊妹集調一(中調)

22 23 24 25 26 27 28 22 初信成全(2)／姊妹成全(2)

22-24 全台姊妹集調二(中調)；24-26 LMA交通(韓國)
26-28 全台姊妹集調三(中調)

29 初信成全(3)

29 30 31

1 2 3 4

十
一
月

5 6 7 8 9

2-4 全台姊妹集調四(中調)

10 11 5 初信成全(4)／青職集中主日

12 13 14 15 16 17 18

12 初信成全(5)／ 青少年期中特會／ 區負責訓練(3)
18 屬靈到家系列座談；18-19 大專期中特會

19 20 21 22 23 24 25 19 初信成全(6)／ 姊妹成全(3)

23-26 感恩節特會(Phoenix, AZ)

26 初信成全(7)

26 27 28 29 30

1 2 ※十二月辦理照顧區年終愛筵

十
二
月

11 FTTT家長開放日暨呼召聚會

1-2 感恩節禱研背講(中調)

3 4 5 6 7 8 9 3 初信成全(8)；9 負責弟兄年度交通
10 11 12 13 14 15 16 10 區負責訓練(4)

15 壯年班畢業聚會

17 18 19 20 21 22 23 17 姊妹成全(4)

23 FTTT畢業聚會

24 25 26 27 28 29 30 30 台語集中展覽福音收割

25-30 冬季訓練

31

1 2 3 4 5 6
7 區負責訓練及姊妹成全展覽聚會
8-13 冬季訓練清晨班；13-14 冬季訓練假日班
15-19 冬季結晶讀經錄影訓練
14 15 16 17 18 19 20
20-21 冬季訓練假日班／大專期末特會
21 22 23 24 25 26 27 22-27 冬季結晶錄影訓練／大專一週成全

7 8 9 10 11 12 13

一
月

12 冬季結晶讀經錄影訓練豫備聚會(台北一會所)

28 29 30 31

二
月

1 2 3 2-5 青少年寒假特會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6-18 國際華語特會(台北)

18 19 20 21 22 23 24 23-25 大專期初特會；24-25 青少年期初特會
25 26 27 28

27-3/1 同工訓練(中調)

2017.07.16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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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夏季訓練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二）標語
在召會的聚會中申言（為主說話，說出主來，並將主說到人裏面）
應驗聖經中最大的豫言，就是建造召會（在一裏作為極大的軍隊）。
神永遠的定旨是要得着一個建造，作祂自己與祂選民的調和；
凡神在祂子民當中，並在地上列國當中所作的，都是為着衪的建造。
基督旣是那建造召會作神的殿者，也是用以建造召會的元素；
為着神的建造，我們需要耶穌的人性 － 祂在復活中的人性生命。
榮耀是神的彰顯，建造是三一神團體的彰顯；
神的榮耀和神的建造是並行的，因為召會作為神的建造，乃是神團體的彰顯。

－蒙恩見證－
我的得救故事－苦澀變甜美的人生
小時候因着得到一種怪病，常去收驚，這使我
變得內向孤僻。國小畢業後，我去學理髮，工作
中常需面對來往的陌生人，使得內向的我越發為
難。最初我忍耐以委屈求全，但逐漸地，我厭倦
了理髮小姐的工作，便想以進入婚姻來脫離這種
困境。豈知，我的婚姻生活並非如我所願，日復
一日，我的情緒陷入了谷底，甚至選擇了結自己
的生命。然而，我被救活了，但我的個性卻變得
更加沉默，對人生毫無指望…。
直到三十歲那年，有人向我傳福音說，他們的
神是醫病趕鬼，並賜人平安喜樂的神 ! 對此，我
深受吸引，這正是我多年所尋找的救恩。受浸
後，我的病不藥而癒，我也變得開朗有活力，媽
媽看到我的改變也一同歸入主名。但是期間我經
歷了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傷心故事，使得我離開
了主和召會生活。最後到一個地步，已經沒有退
路了，我像個流浪在外的小兒子，在外喫起豆
莢。一天，突然醒悟過來，我要回家 !
我滿帶創傷與污穢回到父神的家，靠着主的憐
憫，弟兄姊妹的愛和親人的扶持，我從逆境中站
了起來。為了還債，姊姊借錢給我開了理髮店以
謀生。我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每週僅持守主日聚
會，同時我也抓住許多空檔時間，把姊姊家的屬
靈書籍全部看完。原本以為這樣的生活要日復一
日的過下去，直到有一天，神對我說了三句話，
我纔得以把我的生活完全的信託給神。
第一句是：『但你們要先尋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這一切就都要加給你們了。』（太六 33）但我信
心不足，認為錢纔是最實際的。過些日子神又來
對我說，『你們看天空的飛鳥，牠們既不種，也
不收，又不收積在倉裏，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
們。你們不比牠們貴重麼？…你們何必為衣服憂
慮？…』（太六 26，28）第三次，神又對我說，
『多收的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林後八
15）這三句話使得我心思轉變，我不只參加主日
聚會，也把更多的時間分別出來過召會生活。
有一次參加了壯年班學員畢業聚會，看見他們
彰顯出來的榮耀，實在深深地吸引着我。我知道
自己在屬靈上的不足，渴慕接受訓練。外在一
面，神為我調度萬有，我很快的就還清了理髮店
的債務，使我能沒有後顧之憂地去接受成全，也
順利完成一年的訓練。
在訓練裏，我看見了神經綸的異象，使我的人
生有莫大的轉變。結訓後，我把原本一天工作
十二小時改成七小時。我報名日間班、也跟上一
年七次的特會訓練，繼續受成全、裝備自己，我
渴慕成為神合用的器皿。
詩篇八十四篇十節，『在你的院宇住一日，勝
似在別處住千日。』恢復召會生活十幾年，我有
意想不到的改變，我變得喜樂，也喜歡接觸人，
這些都是從前的我始料未及的。是神的憐憫和恩
典，使我苦澀陰霾的人生，變成甜美喜樂的人
生，讚美主 !（1202 區 李麗美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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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人生活操練表－
(1) 起居 (2) 晨晨復興
規律 個人 團體

07/16( 主日 )
07/17( 週一 )
07/18( 週二 )
07/19( 週三 )
07/20( 週四 )
07/21( 週五 )
07/22( 週六 )
(5) 正常聚會
07/16( 主日 )
07/17( 週一 )
07/18( 週二 )
07/19( 週三 )
07/20( 週四 )
07/21( 週五 )
07/22( 週六 )

傳福音

(3) 定時禱告
(4) 追求真理
個人
團體 讀經進度（兩年讀經新舊約一遍） 禱讀經節
口賽 63:1-19
口來 11:20-31 口來 11:27
口賽 64:1-12
口來 11:32-40 口來 11:33
口賽 65:1-25
口來 12:1-2
口來 12:1
口賽 66:1-24
口來 12:3-13
口來 12:10
口耶 1:1-19
口來 12:14-17 口來 12:14
口耶 2:1-19
口來 12:18-26 口來 12:23
口耶 2:20-37
口來 12:27-29 口來 12:29
(6) 接觸人
(8) 聖別用度
(7) 受浸人位
家聚會 守望代禱
開活力家
牧養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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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聖別理財
口全家親子
口讀經小組

（每週兩篇）

口書報分享

進度 1. 國殤節特會晨興聖言「認識生命與召會」第 4 週，「職事文摘」第一卷第八期－神對大衛
渴望建殿的回應、兩種的祭、干犯聖所的罪與求問的禱告。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7/16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十五課全課。
4. 書報「結常存果子的訓練與實行」第 17~18 篇，「以西結書生命讀經」第 1~3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5:16~18
弗 5:16 要贖回光陰，因為日子邪惡。
弗 5:17 所以不要作愚昧人，卻要明白甚麼是主的旨意。
弗 5:18 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放蕩，乃要在靈裏被充滿，
Eph 5:16 Redeeming the time, because the days are evil.
Eph 5:17 Therefore do not be foolish, but understand what the will of the Lord is.
Eph 5:18 And do not be drunk with wine, in which is dissoluteness, but be filled in spirit,

－報告事項－
夏季結晶讀經訓練
班別： 清晨班

時間：7/17~22, 6:30~9:0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假日班 時間：7/22~23, 7/29~30, 14:55~20: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白天班 時間：7/24~29, 7/31~8/5, 9:00~11:00， 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夜間班

大區
一
二
三、四、七、九
八
十
十二
十四
十六

地點
青年路會所
北門路會所
裕忠路會所
仁安路會所
崑山會所
佳里區會所
新營區會所
鹽行會所

時間
20:00~21:30
19:30~21:30
19:30~21:30
19:40~21:30
19:30~21:30
19:30~21:30
19:30~21:10
19:30~21:30

總管
李永茂、王瓊賢
林益生
柯昇佑、吳志鴻
徐祥瑋
潘聖良
陳韋字、林秉斌
林進貴
蔡登南

日期
7/24~7/28, 7/31~8/5, 8/7
7/24~7/28, 7/31~8/5
7/24~7/28, 7/31~8/5
7/24~7/28, 7/31~8/5, 8/7
7/24~7/28, 7/31~8/5, 8/7
7/24~7/28, 7/31~8/5
7/24~7/28, 7/31~8/5
7/24~7/28, 7/31~8/5, 8/7

假日班事務服事表 總管：李可安弟兄（0935-565-982）、陳王永江弟兄（0912-123-793）
服事項目
大區

電器
三大組

場地佈置
八、九、十五

招待
一、三

交管
十三、十四

兒童
訓練學員

整潔 / 飯食
十、十六

2017.07.16

－報告事項－

區負責訓練及姊妹成全
區負責訓練
姊妹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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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9~12 月，每月第二個主日 19:30~21: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時間：9~12 月，每月第三個主日 15:30~17: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報名方式：
一、各大區以活力組（三至四人）為單位報名，每活力組指派一人為聯絡人，並需確定每週複
習時間。
二、請填寫下列報名回條，並交由大區負責弟兄簽名推薦並彙整。通啟隨週訊發至各區。

全召會區負責弟兄事奉交通
時間：7/16（主日）19:00~21: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由北台南照顧區配搭服事：
十一大區，會前場地佈置；十二大區，招待；十三大區，交管；十四大區，會後整潔。

暑期國高中生共同追求
一、時間：7/29（六）8:30~21:30，（報到時間 8:30）
二、地點：裕忠路會所 B201 室
三、內容：舊約利未記、民數記，新約研經分享與相調，請攜帶紙本恢復本聖經、紙本詩歌本。
四、費用：200 元 / 人，請在報到時繳費。
五、報名截止日：7/19。報名 QR Code
服事總管：余兆弟兄 0970-857-670，郭欣慈姊妹 0929-281-919

台南畢業青少年聖徒相調
一、相調時間：8/19（六）9:30~8/20（主日）21:00。
二、報到地點：裕忠路會所美地大樓一樓大廳。
三、報名對象：應屆高三畢業生、歷屆畢業青少年、大專生。
四、費用：300 元 / 人，報名方式：掃描 QR Code 或向聯絡人報名。
五、聯絡人：歐恩賜弟兄（0973-404243）、陳以琳姊妹（0978-560193）。

聖徒來訪

時間：8/13~15，接待大區：十一大區。
南京召會 30 位聖徒
時間：8/14~15，接待大區：十三、十四大區。
杭州召會 71 位聖徒
韓國光洲召會大專生 時間：8/13~16，接待大區：十二大區。
安息聚會 黃永昭弟兄（701 區） 時間：7/16（主日）12:30，地點：台南市立殯儀館懷慈廳。
結婚聚會 張思源弟兄（702 區，張懷德弟兄之子），黃彩虹姊妹（511 區）
時間：8/5（六）15:0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代禱事項－
全地
法國：1.巴黎召會興起更多聖徒起來牧養；擴大聖徒晨興網，興起本地聖徒有晨晨復興的生活。
2.史特拉斯堡聖徒被加強得穩固，興起金燈臺。
德國：1.法蘭克福，興起牧者餧養新人（包括中東移民）及加強校園工作開展。
2.興起中東移民中關鍵的弟兄姊妹，一起有分於牧養以及福音的工作。

台南市召會
週週出訪：建立福家架構、養成生養習慣－聖徒出外傳福音，餧養新人；受浸新人持續接受牧養。
月月福饗宴：小排月月傳福音，人人盡功用作見證，邀約福音朋友參加。
錄影訓練：請為聖徒時間得釋放，參加各班別的結晶訓練，進入主今時代職事的說話裏。
青職：每年帶一位青職得救，每週餧養二位青職，每週讀三篇生命讀經。
大專：受浸新人和新生能入住台南大專弟兄姊妹之家；亞洲大專特會在古晉舉行。
青少年：青少年在暑假期間能與同伴一同讀經、禱告並相調，過正常的召會生活。
兒童：參加兒童品格園的福音兒童及福音家長能持續參加兒童排，持續接觸餧養，看見召會
生活的價值，並調進召會生活裏。
＊2017年召會人數目標－主日：2160人，禱告：754人，小排：1762人，出訪：552人，得人：受浸83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