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三年华语学生成全训练通启

亲爱的弟兄们:

赞美主，在已过十年祂实在祝福了华语学生的工作 。在这十年中，借着众召会与众圣徒

的配合，北美有近万名的学生得救、受浸，并在不同程度上进入了召会生活。照着李弟兄

在《长老训练》第四册第十章的交通和带领，我们每年举办为期一周的成全训练，在真

理、生命、异象和事奉上来成全这些新得救的圣徒。

为了帮助这些学生能够成为基督身体有用的肢体，我们觉得对他们的成全需再往前一步，

特别是对已过成全训练的小组长、有分于校园服事的圣徒，以及那些有心追求主的在校圣

徒。故此，我们将：

1. 继续鼓励以上这些圣徒参加在安那翰的夏季训练；

2. 鼓励他们在夏季训练后，于七月七日至十二日留在南加州，一起有祷告、交通并预

备要来的成全训练。当然这些学生需要有当地长老的推荐。届时，将有一批来自北

美、香港和台湾的同工们，对他们有更多的成全。

今年的一周华语学生成全训练，将从七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在新泽西富兰克林召会会所举

行。比照往年，根据各地召会的要求，将在北美其他区域有周末的延伸训练。这些训练并

不是夏季安那翰训练的取代，也不是各地区域性华语特会的取代。

我们盼望您为这个负担代祷，并鼓励当地的华语学生和他们的服事者报名参加。如果长老

们认为任何当地的圣徒因属灵情形或身体情形不适合参加此次训练，请务必让我们知道，

以便帮助我们审核。谢谢您的合作。

主恢复中相调同工们启

主后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二日



有关训练的细节列出如下：

七月十九日（晚）至七月二十五日（中午）

地址: 新泽西州 富兰克林召会，24 Evelyn Ave, Franklin Park, NJ 08823
报名截止日期: 二○一三年七月一日
报名: 鼓励圣徒网上报名，网址：http://mswe1.org/onlinereg; 不便上网者，请将填妥之报

  名表，于七月一日前寄送 The Church in Franklin 或传真至(609) 799-2504
住宿: 接待或自行安排
餐费: 美金一百元（在学圣徒减半），材料费：美金十元
报到: 七月十九日（周五）下午三时，会所电话: (732) 297-8430
联络人: 吴福临弟兄 (732) 718-8793 (手机)，(732) 238-0811 (家)
      余贵学弟兄 (609) 933-5098 (手机)，(609) 799-6538 (家) 

七月十二日（晚）至七月十四日（晚）

地址: 北加州 旧金山召会，1201 19th Ave, San Francisco, CA 94122
报名截止日期: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报名: 鼓励圣徒网上报名，网址：http://mswe1.org/onlinereg; 不便上网者，请将填妥之报

  名表，于六月二十四日前寄送 The Church in San Francisco 或传真至(415) 564-3113
住宿: 接待或自行安排
餐费: 美金六十元（在学圣徒减半），材料费：美金十元
报到: 七月十二日（周五）下午四时，会所电话: (415) 564-1189
联络人: 冯铁弟兄     (408) 705-8610 (手机)

      秦圣平弟兄 (530) 902-6787 (手机)
      魏鹏弟兄     (650) 485-9901 (手机)

七月十二日（晚）至七月十四日（晚）

地址: 南加州 阿卡迪亚召会，630 E. Live Oak Ave, Arcadia, CA  91006

报名截止日期: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报名: 鼓励圣徒网上报名，网址：http://mswe1.org/onlinereg; 不便上网者，请将填妥之报

  名表，于六月二十四日前寄送 The Church in Arcadia  或传真至(626) 642-5761
住宿: 接待或自行安排
餐费: 美金六十元（在学圣徒减半），材料费：美金十元
报到: 七月十二日（周五）下午三时，会所电话: (626) 821-0199
联络人: 郭奕曦弟兄 (626) 246-5051 (手机)

      张谦烟弟兄 (626) 297-8158 (手机)



七月十八日（晚）至七月二十一日（中午）

地址: 德州 布兰诺召会，2525 Custer Rd,  Plano, Texas 75075

报名截止日期: 二○一三年七月一日

报名: 鼓励圣徒网上报名，网址：http://mswe1.org/onlinereg; 不便上网者，请将填妥之报
  名表，于七月一日前寄送 The Church in Plano 或传真至(972) 867-3501

住宿: 接待或自行安排
餐费: 美金六十元（在学圣徒减半），材料费：美金十元
报到: 七月十八日（周四）下午三时，会所电话: (972) 867-7884
联络人: 陈庆台弟兄 (214) 697-3299 (手机)，(972) 867-1249 (家)
      冯家藻弟兄 (713) 569-8552 (手机)，(281) 265-6276 (家)

七月十八日（晚）至七月二十一日（中午）

地址: 加拿大 列治文召会，4460 Brown Rd, Richmond, B.C. Canada V6X 2EB
报名截止日期: 二○一三年七月一日
报名: 鼓励圣徒网上报名，网址：http://mswe1.org/onlinereg; 不便上网者，请将填妥之报

名表，于七月一日前寄送 The Church in Richmond 或传真至(604) 232-4406
住宿: 接待或自行安排
餐费: 美金六十元（在学圣徒减半），材料费：美金十元
报到: 七月十八日（周四）下午三时，会所电话: (604) 232-4406
联络人: 林子如弟兄 (604) 551-5558 (手机)，(604) 263-8024 (家)
         高学政弟兄 (604) 729-0333 (手机)，(604) 998-6788 (家) 
               陈大明弟兄 (604) 617-2088 (手机)，(604) 590-3669 (家)

七月二十五日（晚）至七月二十八日（中午）

地址: 伊利诺州 芝加哥召会，3915 W. Irving Park Rd, Chicago, IL 60618
报名截止日期: 二○一三年七月十四日
报名: 鼓励圣徒网上报名，网址：http://mswe1.org/onlinereg; 不便上网者，请将填妥之报

  名表，于七月十四日前寄送 The Church in Chicago 或传真至(773) 478-0935 
住宿: 接待或自行安排
餐费: 美金六十元（在学圣徒减半），材料费：美金十元
报到: 七月二十五日（周四）下午三时，会所电话: (773) 478-0550
联络人: 宋高弘弟兄 (773) 225-8515 (手机)
      甘定中弟兄 (773) 480-5228 (手机) 

七月二十五日（晚）至七月二十八日（中午）

地址: 乔治亚州 亚特兰大召会，2345 Shallowford Rd NE,  Atlanta, GA 30345
报名截止日期: 二○一三年七月十四日
报名: 鼓励圣徒网上报名，网址：http://mswe1.org/onlinereg; 不便上网者，请将填妥之报

  名表，于七月十四日前寄送 The Church in Atlanta 或传真至(404) 325-7316
住宿: 接待或自行安排
餐费: 美金六十元（在学圣徒减半），材料费：美金十元
报到: 七月二十五日（周四）下午三时，会所电话: (404) 325-2994
联络人: 程崇文弟兄 (678) 640-6447 (手机)，(770) 476-4777 (家)
       陈航弟兄    (404) 751-6596 (手机)

      陈凯迹弟兄 (404) 661-5786 (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