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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夏季訓練－以西結書結晶讀經 (二 )』信息要點

　第一篇　枯乾骸骨被點活，成爲極大的軍隊，
　以及兩根木杖接連，爲着建造神的家

前言
　去年的冬季訓練，我們看過以西結書結晶讀經

的第一部分，第一部分開始於聖靈的暴風，這暴

風使我們對於自己的屬靈光景不滿意，而向主有

積極的追求。在這一次以西結書結晶讀經的第二

部分，我們來到以西結所看見異象團體的一面，

也就是神要為自己得着一個殿。因此十二篇都集

中於建造的異象、藍圖與實行。而這一次同樣是

開始於聖靈的大風，說到枯乾的骸骨被點活，成

為極大的軍隊。

　因此我們需要向主敞開，願主聖靈的大風吹在

我們身上，使我們活過來而成為站起來極大的軍

隊，這件事不僅是在這裏的吹氣，更說到第貳大

點兩個『木杖』接連為一，說到神子民要有一種

在祂裏面生機的聯結、調和，而成為一個建造的

實體。兩個木杖要接連為一，不再分裂和分離，

以色列要成為一國在一塊地上，有耶穌這真正的

大衛作王，這平安的約和神的聖所在其中，那就

是神殿的所在。
真理要點

　第一，以西結三十七章啟示神的靈如何進到我

們裏面點活我們，使我們成為團體的身體形成軍

隊，以建造神的居所。三十七章說到枯乾骸骨的

異象，說出我們不僅是罪人，我們更是死人，而

且是脫節離散，沒有合一。而神命令要以西結在

三十七章藉着申言使骸骨活過來。藉着第一次的

申言使骸骨能彀結合起來，不再離散。藉着第二

次的申言，結合的骸骨就活過來，並且站起來成

為極大的軍隊。

　因此，我們看見申言的重要，因為當以西結說

話的時候，神就將那靈賜給人，所以申言主要意

義，不是豫言，乃是說出主，將主供應人，將主

說到人裏面，為着召會的建造。所以召會聚會應

當充滿了神，會中一切的活動，都該藉着申言把

神傳達並傳輸給人，使眾人為神所灌注。

　第二，兩根無生命的木杖象徵以色列國分裂的

兩部分－南方的猶大國和北方的以色列國。這兩

國不能合一，並且在主眼中他們完全死了，完全

枯乾了。但是他們被點活，並在生命中長大，就

能聯結為一。這很像接枝，就是把兩根枝子接在

一起，至終枝子就長在一起。而長在一起是指生

機的聯結，在這聯結裏有生長發生，使一方有分

於另一方的生命與特徵，在這與基督生機的聯結

裏，凡基督所經過的，都成了我們的歷史。

　最後，本章的啟示表明，身體、召會、和神的

家要有真正的一，惟一的路乃是生命的路。因為

氣息進到死人裏面，成為他們的生命，死人點活

了，並且站起來，成為極大的軍隊。兩根枯枝成

為一，絕不是藉着恩賜或教訓，乃是藉着生命。

所以無論是枯骨或是枯枝被點活並成為一，這一

乃是生命分賜與長大的結果。

負擔應用

　第一，以西結向風申言，要風從四方而來，吹

在骸骨身上，這種申言乃是一種禱告。是將申言

與禱告調在一起，我們要在禱告中申言，也在申

言中禱告。

　第二，召會復興的路乃是在聖靈的推動下，聖

靈大風的吹動下，首先我們要與眾聖徒聚在一

起，不再離散。然後我們藉着眾人的申言彼此供

應；眾人活過來成為極大的軍隊。

　第三，無論是枯骨或是枯枝的經歷，都說出身

體、召會、神的家真正的一，真正建造的路，乃

是生命的路。主的恢復今天需要更多的生命，主

的恢復需要成為滿了那靈，滿了神聖之氣的恢

復。為此，我們眾人要操練我們的靈，呼求、禱

告、禱讀並申言，要以各種方式摸着生命，享受

生命，並分賜生命。（陳洵弟兄）

QR Code 週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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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嬰孩食物餧養纔生的嬰孩

　我們必須看見，家聚會不容易作。我們給新人

施浸後，一兩天之內就必須回去同他們聚會。要

與這些新受浸的人有正確的家聚會，第一個要求

是，不管他們肉身的年齡有多大，地位有多高，

所受的教育有多深，我們都必須把他們看作嬰

孩。 

　你若帶一位年長的人歸向主，並給他施浸，你

必須在幾天內回去與他聚會。他若是過了七十

歲，又受過高深的教育，而你只有二十九歲，你

接觸他時可能覺得不自在。你該尊重他的年紀，

因為這是正確的人性；但你必須曉得，因為他得

救只有幾天，他在主裏還非常年幼。你與他聚會

的目的，該是餧養他，而不是教訓他。你必須看

見，他是個纔生的嬰孩，要用嬰孩的食物餧養他。 

　無論他向你說甚麼，你必須把他所說的當作兒

語。他可能是個退休的大學教授，向你談論科學

或電腦，但你不該忘記，他在基督裏是個嬰孩。

這不是說，你該藐視他。你仍要尊敬他，但在你

裏面，你曉得他是個嬰孩。你不該被他的談話帶

開，因為就屬靈一面說，他是個嬰孩，對主幾乎

一無所知。 

　你必須盡力，對待這些新受浸的人，像乳養的

母親對待她們的嬰孩一樣。這是實行神命定之路

的訣竅之一，但這是個難學的功課。你必須學習

對每個初信者都常有一種主觀的體認，把他們看

作嬰孩。你若是幼稚園教師，曉得你的學生都是

小孩子，就照着這體認對待他們。你若是研究所

教師，曉得你的學生都是大學畢業生，待他們像

小孩子一樣就錯了。你對人的心理必須有正確的

領會。 

　基本的點，先決的條件，乃是把新受浸的人看

作基督裏的嬰孩。新人可能會問：『聖經是甚

麼？』這聽來雖然不像嬰孩的問題，但你的回答

必須像回答嬰孩一樣；你必須有這種觀念。你必

須說對的話，你的態度和聲調也必須是對的。新

人可能會問許多問題，但你必須一直有一種觀

念，就是你所面對的，乃是在基督裏的嬰孩。你

若學會這祕訣，必會受每一個新人歡迎。他們會

喜歡聽你說話。這樣你就開了路，可以餧養他們。

有時聚會以後，我會走過去看看聖徒怎樣與新來

的人談話。許多時候，聖徒與這些新人談話時，

表情和聲調都不對。你必須說些話，幫助新人敞

開。然後他會敞開說些話。你立刻就曉得他是剛

得救的，這樣，你必須把他當作嬰孩般與他談話。

你若學會這祕訣，只要講兩三句話，他就會熱切

的接受你。他會把他自己向你敞開，聽你的話，

並接受你所說的。無論你說甚麼，他都會很感興

趣。 
學習餧養纔生的嬰孩

　我年輕的時候，有人告訴我，人的力量不能拯

救人，我們必須禁食禱告，領受從高處來的能力。

在我的家鄉有一個靈恩派的公會，他們聚會的地

方離我們會所不遠。他們不斷喊叫，求聖靈裏的

浸，至終他們宣稱他們都受了靈浸。然而多年來，

我們看見他們帶得救的人很少；但在我們會所，

幾乎每天都有新人加進來。此外我們研究這些新

人的果子。在那個靈恩派公會裏得救的新人，平

日沒有一種叫父得榮耀的行事為人。但在我們中

間，有好些新人得救後，就被帶進召會造就的環

境裏。因此，他們有正當的生活。原則就在這裏：

在新約時代，神不會親自直接作任何事，尤其在

福音的事上，更是如此。神必須守住神成肉身的

原則。神樂意拯救人，但我們可能沒有準備好；

我們可能還沒有受到訓練。 

　主耶穌在地上時，帶着彼得、約翰、雅各和其

餘的門徒三年半之久。四福音沒有詳細告訴我

們，這三年半之中主在彼得身上作了甚麼，但我

不信彼得只是隨主遊歷而已。彼得必定在主的照

顧下受了許多訓練。在約翰十五章十六節，彼得

受了主的囑咐，我們也受了主的囑咐，要結果子：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乃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

派你們前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主差

派我們作三件事：要我們前去，要我們結果子，

且要我們的果子常存。我們已往可能前去結了果

子，但我們所結的果子，存留的不多。

　我們都必須前去結果子，我們的果子且要常

存。我們如何保守我們的果子常存？答案就在約

翰二十一章十五節：『餧養我的小羊。』我們若

愛主，就受囑咐餧養祂的小羊。每一位正當的母

親都知道如何餧養她纔生的嬰孩。( 待續 )（神

命定之路的操練與實行）



          2017.08.06 3　　      －生命讀經－

以西結書生命讀經導讀(四 )清明的天以上的寶座與在寶座上的人 

壹、本週進度：以西結書生命讀經第十至十二篇，以西結書一章22~28節。

貳、信息導讀：

　本週我們接着來看以西結書第一章二十二到

二十八節，說到清明的天以上的寶座與在寶座上

的人。
清明的天以上的寶座

　在我們基督徒的生活和召會生活中，每當我們

有這樣清明的天，我們也就在這清明的天以上有

了寶座。

第一，主的同在總是隨着寶座的
　我們必須看見，主的同在總是隨着寶座的。主

在那裏，祂的寶座也在那裏。祂的同在絶不能與

祂的寶座分開。

第二，在神聖的管治和限制之下
　一個沒有清明的天、其上也沒有寶座的信徒，

在他日常的生活中很容易鬆懈隨便。相反的，一

個信徒若有明如水晶的天，就會感覺到是在神聖

的管治和限制之下，因此在他所說所行的每一件

事上，都不會鬆懈隨便。一個在其上有清明之天

的信徒，乃是在權柄之下，而在說話、發怒等類

的事上，受這權柄的約束和限制。這權柄乃是寶

座的事。

　我們必須問自己，在我們基督徒的生活中，是

否有寶座？我們若有清明的天以上的寶座，就是

蒙了大祝福，我們該為這祝福敬拜主。

在寶座上的人

　寶座上的那一位看起來像人，卻有耶和華的榮

耀顯出來的樣子，（28，）指明坐在寶座上的那

一位是神又是人。

第一，神人耶穌基督乃是在寶座上的一位
　這一位就是神人耶穌基督，神與人的調和。祂

是完整的神，成為肉體成了人。祂有人的性情，

以人的身分生活、受死、復活並升天；現今作為

在寶座上的一位，祂仍然是人子。因此，主耶穌

升天之後，就有一人在寶座上。在千年國並在新

天新地裏直到永遠，仍有一人在寶座上。

第二，神的心意是要在人身上作工，
好使人能在寶座上

　在寶座上的那一位和四活物，都有人的樣子，

指明四活物在地上彰顯在寶座上的那一位。這個

彰顯就是神在人性裏的顯現。天上的神渴望藉着

將祂自己作到人裏面，得着地上的人作祂的彰

顯。不僅如此，神的心意是要在人身上作工，好

使人能在寶座上。主耶穌是開拓者，是先鋒，祂

開了路進到榮耀裏，並坐在寶座上；我們是祂許

多的弟兄，現今正在跟隨祂。（摘自以西結書生

命讀經第十一至十二篇。）

參、復習問題：
　一、清明的天以上的寶座之屬靈意義為何 ?
　二、在寶座上的人的屬靈意義和經歷為何 ? 

恢復本經文生命讀經 上網登錄

　　      　－受浸－

我們都是神家裏的親人

101 蔡錫和、李呂恩榕 105 陳德明 302 楊晟 404
曾幀豪 405 徐愛婷、聶承翊 411 陳文杰 503 陳永

鑫、蔡謝瑞菊 505 李庭瑋、李泓毅 701 盧佳玲

705 胡一民、胡謝美玲、胡祥陞 801 秦文山 802
廖君文 901 陳浤昕 1001 周文成 1104 王宥豪 1301 
周玟淇、郭耀文 1303 曾德雄、姜美伶 1401 陳泓

予、陳聖方 1402 顏崧合、陳建佑 1403 陳圓慈

1601 蘇新詠、邱媺媛、黃昱嘉（7 月份，共 33
位新人）。

阿利路亞！我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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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信神，是否矛盾衝突？

詩歌 補充本 328  神聖羅曼史

怎能鄉村女子如我，成為你的新婦、配偶？你是如此聖潔、神聖，我卻墮落、屬人。
若非是你，我怎得以在這羅曼史裏像你？在創世前，我蒙揀選，你計畫永不變！

(副 )神聖羅曼史，神心計畫之；神成為卑微人子，追求鄉村女子！
      神永遠的愛，無何能妨礙，亦無何能以更改，神終得心所愛！

經節 
約翰福音 3:16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入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

遠的生命。
約翰福音 17:3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遠的生命。

信息選讀
按照一般的觀念，信神和科學是完全衝突的：信神的人愚昧落後，科學纔是文明進步。比如說中

國古代拜雷公，後來發現打雷、閃電都是一些自然現象。因此隨着科學的高度發展，此類宗教就會

自然消失。但是在當今科技高度發達的美國卻有許多人信神，尤其是許多優秀的科學家，都是虔誠

的基督徒。科學與信神，到底是否矛盾衝突？

誠然，科學與信假神、拜假神的確是衝突的，與迷信自然、偶像崇拜也是矛盾的；科學的發展必

然會破除迷信。然而科學與信真神、拜真神並不衝突、不矛盾，而是和諧一致、相輔相成的。那為

甚麼會有『科學與信神互相矛盾』這樣的說法呢？事實上，那是因為對科學、對神不彀認識的結果。

真神到底是誰？
對於神這個宇宙天地間最大的題目，每個人可能都有不同的觀念和領會。一題到神，有些

人會聯想到廟宇、寺院和教堂裏，那些金、銀、銅、鐵、木石、泥土所雕製的各種偶像。還
有些人會聯想到在偶像前燒香、燒紙、點蠟燭，在那裏俯伏叩拜的敬拜者。另有些人一題到
神就想到封神榜，他們將一班人奉若神明。比如說，釋迦牟尼、孔子、岳飛，就被後人尊封
為神，供人記念、敬拜。

那真神是誰呢？真神乃是指那位創造宇宙萬物、管理宇宙萬物的主宰。是造人的神，不是
人造的神。祂是自然界自然規律的創造者，而不是自然界的本身，也不是自然界規律的本身。
祂是永遠、神聖的存在；祂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是無所不在的一位。這一位神就是聖
經向我們所啟示的神。

從聖經所啟示這位神的名字，就可以知道這位神到底是怎樣的一位神。在舊約聖經中，神
有許多的稱謂。其中主要的有三個：第一個名字叫作伊羅欣，希伯來語的意思是『信實的大
能者』，祂在能力上是大能的，在祂的話上是信實的，祂說話是算數的。這位創造萬有的神、
獨一的主宰，祂的名就叫作信實的大能者。祂的第二個名字是耶和華，意思就是『我是那我
是』，啟示祂是那自有永有的一位。祂是昔是、今是、以後永是者，是昔在、今在、以後永
在的一位。第三個名字是阿多乃，意思就是『主人』，或『丈夫』。從這些名稱就可以知道，
這位神是獨一的，是宇宙萬有的創造主。

科學研究與相信真神不矛盾
事實上，科學家能不能認識神，能不能相信神，完全在於他的心。如果他的心是謙卑的、敞開的、

尋求的，當他認識到這個宇宙的偉大、無限、奇妙、有規律的時候，他一定會聯想到宇宙背後造物

主的偉大、奇妙和無限，也會認識到自己的渺小和有限，而從他的內心發出對造物主的讚美、感激

和信靠。

聖經告訴我們，神是宇宙的造物主，也是人的丈夫。祂是人愛的對象，祂要人來愛祂。祂愛世人，

也要世人愛祂。祂是一位愛的神，祂需要愛的對象。祂創造了這個偉大的宇宙，但這個偉大的宇宙

不是祂創造的目的。祂創造的中心、創造的目的乃是人。這個偉大的宇宙不過是供人生存的範圍、

空間。祂的目的是要在這樣合式的環境裏，按着祂的形像，照着祂的樣式造人，並使人作祂愛的對象，

與祂發生愛的關係、生命的聯結 ,，這是神的心意。

我們這些受造的人，如果只注意研究物質的宇宙，卻忘記宇宙的主人，忘記宇宙背後的創造主，

那實在是捨本逐末，失去了神原先創造的目的。所以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和其他的人一樣，一方面要

從事研究，認識了解物質的宇宙；另一方面更應該認識物質宇宙背後的造物主，就是這位創造萬有

的神，與祂發生愛的關係、愛的聯結。( 人阿，你在那裏 第二十九問 科學與信神，是否矛盾衝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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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受神建造異象，經歷基督身體實際
重溫異象，經歷藉着申言蒙拯救被建造

　這次與區裏四位姊妹同行作伴前去，老中青都

有，兩位初次去美國，其中一位剛得救，各有各

的期待及憂慮，藉着禱告主托住我們，使我們經

歷祂復活的生命。

　訓練中我重新認識經歷以西結書的異象，第一

是風雲火金的異象，第二是神的審判，審判就帶

來生命的恢復 — 使枯骨變成神的軍隊，至終是

神建造聖殿的異象。神吩咐以西結申言，以西結

遵命申言，第一次向離散的骸骨申言，骸骨就聯

結；第二次向風申言，氣息就進入骸骨，就活了，

並成為極大的軍隊，為神爭戰。這是我們得救過

召會生活的寫照，經歷別人的申言，從宗教、傳

統的墳墓救拔出來，帶我們進到召會，在一的立

場上，再經歷別人的申言牧養，我們就被點活，

並被建造，成為神在召會上團體的彰顯。這次行

程中，經歷與許多聖徒禱告代求，為各個聖徒的

身體、屬靈情況爭戰禱告，實在經歷主分賜生命，

為着將祂所愛的人建造到祂的召會中。（107 區

　賴徐秀英姊妹）

被神的建造所量度

　這次訓練內容含括以西結書三十七至四十八

章，每篇信息都聯於『建造』。

　我摸着的有：第一，第三篇『知道我是耶和

華』，主是那惟一的我是，我們不是；在經歷上

不需害怕被拆毀，無須保護自己，要知道『祂

是』，這使我們能以完全向祂敞開。第二，第七

篇『十字架是宇宙的中心』，十字架的原則是所

有的舊造並我們有關的事物都必須被了結（而不

是受苦），經歷上要知道神解決問題惟一的路是

十字架，而我們必須看見十字架的事實，接受十

字架的死，應用十字架需要喜樂，操練靈，在主

話上站住，聯於身體。

　第三，第八篇『被神的建造所量度』，我們需

要被量度自己是否適合神的建造，並要作持守每

個身體原則的得勝者。第四，第十二篇『神的榮

耀歸回神的殿中』，神的榮耀最終要歸回召會一

祂的殿，在經歷上我們需要過非拉鐵非的召會生

活，觀看祂，被祂的榮耀浸透，讓神的榮耀早歸

回。

　能參加夏季訓練真是太好了，相調時經歷到訓

練的話，倍感自己需要『被神的建造量度』，好

能被建造，也謝謝同行聖徒的包容，各地召會愛

裏旳服事，也盼望我能有分於接待，最後感謝主

讓我聽見建造的信息，並看見基督身體的實際。

（701 區　江典剛弟兄）

對祝福有更高的看見

　這次參訓，很享受在訓練裏的屬靈氛圍。最摸

着第四篇，『祝福的神與神的祝福』；我對祝福

有更高的看見：祝福，就是三一神分賜到我們裏

面，在這分賜之下，我們都能是傳福音的人；馬

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六節題到，主人來到，看見

他這樣行，那奴僕就有福了，主是藉着牧養帶我

們進入祂祝福的享受，並使我們在賜福雨下成為

福源。無論何往，我們都能帶着經歷基督之福的

豐滿而前去。（302 區　沈孟真姊妹）

十字架引我們進入基督的身體

　因時差睡不好，又感冒發燒，核桃市召會的聖

徒為我豫備了藥品，接待家還用精油幫我按摩；

我經歷一個肢體受苦，身體上的每個肢體也同受

苦，在神的家中真好！

　現場訓練的十二篇信息，真叫我靈裏飽足。其

中第七篇我摸着十字架引進基督的身體，我們基

督徒生活中，隨處都會碰着十字架，叫我們對十

字架都有特別的經歷，我們既看見這個事實，接

受這個事實，應用十字架在我們的生活當中，用

喜樂的心去經歷十字架的了結，操練我們的靈來

應用、經歷，還要留在與身體的聯結中經歷十字

架。（107 區 陳玉蘭姊妹）

釘十字架的基督乃是神解決難處的辦法

　我摸着釘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能力，廢去所有

消極的事物，人解決難處的辦法是協商，但神的

辦法乃是了結。當我們經歷釘十字架的基督時，

我們的一切所是所有、所能，就全都了結，並且

祂復活的生命，就藉着我們分賜到別人裏面。

（107 區　顧幼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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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以西結書結晶讀經晨興聖言（三）第 14 週，「職事文摘」第二卷第一期－早起、申言建造

　　　 召會作基督生機的身體。「以西結書生命讀經」第 10~12 篇。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頁。

       3. 8/6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十七課。

　   4.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5:25~27
　弗 5:25　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召會，為召會捨了自己， 

    弗 5:26　好聖化召會，藉着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會， 

    弗 5:27　祂好獻給自己，作榮耀的召會，沒有斑點、皺紋、或任何這類的病，好使她成為聖別、

                   沒有瑕疵。

    Eph 5:25  Husbands, love your wives even as Christ also loved the church and gave Himself up for
                     her 
    Eph 5:26  That He might sanctify her, cleansing her by the washing of the water in the word, 
    Eph 5:27  That He might present the church to Himself glorious, not having spot or wrinkle or any
                    such things, but that she would be holy and without blem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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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6( 主日 ) 口耶 19:1-20:18 口彼前 1:1-2  口彼前 1:2
08/07( 週一 ) 口耶 21:1-22:30 口彼前 1:3-4  口彼前 1:3
08/08( 週二 ) 口耶 23:1-40 口彼前 1:5  口彼前 1:5
08/09( 週三 ) 口耶 24:1-25:38 口彼前 1:6-9  口彼前 1:8
08/10( 週四 ) 口耶 26:1-27:22 口彼前 1:10-12  口彼前 1:12
08/11( 週五 ) 口耶 28:1-29:32 口彼前 1:13-17  口彼前 1:13
08/12( 週六 ) 口耶 30:1-24 口彼前 1:18-25  口彼前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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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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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7( 週一 )
08/08( 週二 )
08/09( 週三 )
08/10( 週四 )
08/11( 週五 )
08/12( 週六 )

  －報告事項－

　區負責訓練及姊妹成全

　一、訓練時間：

　　1　區負責訓練：9/10、10/15、11/12、12/10  （19:30~21:30）

　　2　姊妹成全：9/17、10/22、11/19、12/17 （15:30~17:30）

               ( 原則 : 區負責為第二個主日，姊妹為第三個主日，但十月份因 10/8 為連續假日延後一週。)

    二、訓練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三、報名方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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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習時間。

　　2　請填寫報名回條，交由大區負責弟兄簽名推薦，並以電子檔（Excel）彙整寄至執事室。

　　3　報名截止日期：8/27（主日）。

　永康照顧區事奉特會　　時間：8/13（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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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臺姊妹事奉相調特會
一、時間：( 鼓勵報名第一、四梯，有安排交通車前往，第二、三梯車輛請自理。)

第一梯次，10/19 ( 四 )    19:30~10/21 ( 六 ) 中午止。 

第二梯次，10/22( 主日 ) 19:30~10/24 ( 二 ) 中午止。

第三梯次，10/26( 四 )     19:30~10/28 ( 六 ) 中午止。

第四梯次，11/2( 四 )       19:30~11/4   ( 六 ) 中午止。 

註：下午 4 點開始報到，6 點用餐。

二、地點：中部相調中心 ( 南投市學藝路 35 號 )。

三、報名：請於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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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梯額滿為止，請儘速報名。

 四、費用：報名費 1500 元、交通車費 500 元，請以小區為單位彙總，繳給執事室賴錦富弟兄。

  台灣南區青職特會
一、時間：9/9~10（六 ~ 日），主日下午安排相調行程，豫計 18:00 前回到台南。

二、地點：中部相調中心。

三、報名對象：青職聖徒、服事者、照顧家。

四、費用：每人 1400 元。（不搭車者 1000 元；幼兒占床位及車位者 1000 元，仍需報名。）　　

　           報名截止日：8/20（主日），逾期報名者需加收 100 元。

五、報名方式：填妥報名表，以大區為單位，用 excel 檔彙整，寄至 tnnchyw@gmail.com。

　　報名費以各大區為單位，交由執事室賴錦富弟兄代收；或匯至台灣銀行新營分行（004） 　
　   028-00808515-9，戶名：朱玟蒓，匯款成功後，也請在上述 email 告知匯出帳戶的末五碼，　

　   並附繳款人名單。（※ 繳費纔算完成報名。）通啟已隨週訊發至各小區。

六、特會總管：江典剛弟兄（0963-853142），余冠龍弟兄（0905-812769）。

　第十六梯次日間追求班 
 　時間：9/7~12/21，每週四 8:50~11:4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報名費用：每人 300 元。 報　  

名方式：即日起請向柯楊　治姊妹或賴錦富弟兄報名並繳費。報名截止日期：9/4（一）。　

　大區　

  四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8/8  （二）20:00，地點：裕忠路會所 A102 室。

　六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8/8  （二）20:00，地點：中正南路會所。

　九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8/8  （二）20:00，地點：歸仁區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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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8/15（二） 20:00，地點：新興路會所。

　聖徒來訪

  南京召會 30 位聖徒  時間：8/13~15，接待大區：十一大區。

  韓國光洲召會大專生 時間：8/13~16，接待大區：十二大區。

  杭州召會 90 位聖徒  時間：8/14~15，接待大區：十三、十四大區。

  青少年期初特會
時間：8/18（五）7:00（出發）~8/19（六）午餐後回程。

報名對象：校園或是社區之青少年，有心願服事青少年的聖徒。

地點：溪頭、彰化一會所。費用：每人 1000 元，8/18 中餐自理。

截止日期：8/6。此次青少年人數限制 70 人，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掃描 QR Code
或向報名窗口（蔡濱如姊妹

 0953-757-801）報名並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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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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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校園工作開展及當地

十個聖徒的家相調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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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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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量邀約福音

朋友參加。

　區負責訓練及姊妹成全：以活力組報名參加，並確定禱告復習的時

間。每區至少兩位四十歲以下弟兄參加。

　真理追求：全召會追求生命讀經，被真理構成，目標5年讀5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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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兩週成全；受浸新人和新生能渴慕入住台南大專弟兄姊

妹之家。

　青少年：期初特會報名，青少年能贖回光陰，並操練過正常的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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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被接觸餧養，看見召會生活的價值，並調進召會生活

裏，成為常存的果子。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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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青少年集中主日聚會

　時間：8/20（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會後備有中餐， 

請自備 60 元。　

　書報文字網頁服事交通

　時間：8/13（主日）15:30~17: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敬請有

心願服事聖徒前來參加。

　結婚見證聚會　

  羅廣勇弟兄（302 區），鄧聆靈姊妹（107 區）　 

     時間：8/12（六）15: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劉子群弟兄（404 區），熊哈拿姊妹（404 區）　 

     時間：8/19（六）15: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裕忠路會所停車場新建工程財務交通
裕忠路會所停車場新建工程款總計 200 萬元，目前奉獻款已達

1,050,900 元尚須 949,100 元，請聖徒繼續擺上奉獻並代禱。

－各區奉獻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