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 日 週 項      目 總管 時間 地    點

6 28~30 日~二 大學期末特會第一梯次 大學組 新竹

7 5~7 日~二 大學期末特會第二梯次 大學組 新竹

7 6~10 一~五 全台夏季訓練錄影訓練暨禱研背講追求 總執事室 中部相調中心

7 12~17 日~五 全台暑期聖經研讀班(一) 總執事室 中部相調中心

7 13~16 一~四 夏季現場訓練 大學組 復興大樓五樓

7 17 五 長青聖徒聚會(南中、北一、北二、西) 3大區/另訂/另訂/36大區 09:30~11:30 復興大樓/美地社區/豐原會所/梧棲會所

7 18 六 夏季錄影訓練豫備聚會 25大區 09:30~10:30 復興大樓四樓

7 18~ 六 夏季錄影訓練 各大區 各大區

7 20~25 一~六 全台高中一週成全聚會 青少年組 台北市召會第三聚會所

7 26~28 日~二 小六與國一生命成長園(B學程) 兒童/青少年組 復興大樓四~七樓

7 26~30 日~四 全台大一新生成全訓練 大學組 中部相調中心

7 31~8/2 五~日 青少年暑假特會 青少年組 另訂 台中市長青山莊

8 2~7 日~五 全台暑期聖經研讀班(二) 總執事室 中部相調中心

8 7~9 五~日 夏季神人家庭生活訓練 兒童組 各家

8 15~16 六~日 全台路加聖徒集調 總執事室 台中市翔園

8 19~21 三~五 全台同工訓練 總執事室 中部相調中心

8 21 五 長青聖徒聚會(南中、北一、北二、西) 12大區/另訂/另訂/21大區 09:30~11:30 復興大樓/美地社區/豐原會所/清水會所

8 21~22 五~六 全台長老聚會 總執事室 中部相調中心

8 27~29 四~六 全台大學期初特會 大學組 中部相調中心

8 29 六 弟兄暨姊妹成全 各照顧區 各照顧區

8 30 日 青少年期初特會 青少年組 09:30~12:30 復興大樓二樓

9 4 五 秋季週末開展成全班開訓 總執事室 復興大樓五樓

9 6~27 日 青少年期開得勝 青少年組 各週主日 各區

9 7~19 一~六 大學期初福音節期 大學組 各大學院校

9 13 日 台中市召會70週年相調特會 青職組 葳格國際會議中心

9 18 五 長青聖徒聚會(南中、北一、北二、西) 23大區/另訂/另訂/9大區 09:30~11:30 復興大樓/美地社區/豐原會所/科園會所

9 24 四 全召會青少年福音收割聚會 青少年組 17:30~18:50 復興大樓五樓

9 26~27 六~日 全台手語特會 總執事室 新北市

10 1~3 四~六 秋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總執事室 另訂

10 15~17 四~六 全台姊妹集調(第一梯次) 總執事室 中部相調中心

10 16 五 長青聖徒聚會(南中、北一、北二、西) 6大區/另訂/另訂/20大區 09:30~11:30 復興大樓/美地社區/豐原會所/大肚會所

10 18~20 日~二 全台姊妹集調(第二梯次) 總執事室 中部相調中心

10 22~24 四~六 全台姊妹集調(第三梯次) 總執事室 中部相調中心

10 23~25 五~日 大學應屆畢業生輔導園地 大學組 另訂

10 25~27 日~二 全台姊妹集調(第四梯次) 總執事室 中部相調中心

10 29~31 四~六 全台姊妹集調(第五梯次) 總執事室 中部相調中心

11 1 日 全召會兒童受浸聚會暨兒童家福音聚會 兒童組 14:00~16:00 復興大樓五樓/科園會所

11 20~22 五~日 冬季神人家庭生活訓練 兒童組 各家

11 22 日 長青聖徒年終愛筵 5、6大區/20、21大區/31、32大區 復興大樓/豐原會所/科園會所

11 26~29 四~日 感恩節特會 總執事室 美國麻州波士頓

12 4~5 五~六 感恩節信息暨禱研背講相調 總執事室 中部相調中心

12 12 六 週末開展成全班冬季結訓聚會 11、12大區 15:00~17:30 復興大樓二樓

12 18 五 長青聖徒聚會(南中、北一、北二、西) 27大區/另訂/另訂/26大區 09:30~11:30 復興大樓/美地社區/豐原會所/科園會所

12 21~26 一~六 冬季結晶讀經訓練 總執事室 美國加州安那翰

1 8 五 全台冬季錄影訓練豫備聚會 總執事室 14:00~17:00 台北市召會第一聚會所

1 8 五 全台長老同工聚會 總執事室 14:00~17:00 台北市召會第一聚會所

1 9 六 冬季錄影訓練豫備聚會 26大區 復興大樓四樓

1 9~ 六~ 冬季錄影訓練 各大區 各大區

1 9~11 六~一 大學期末特會第一梯次 大學組 另訂

1 15 五 長青聖徒聚會(南中、北一、北二、西) 5大區/另訂/另訂/22大區 09:30~11:30 復興大樓/美地社區/豐原會所/光明會所

1 16~18 六~一 大學期末特會第二梯次 大學組 另訂

1 19~22 二~五 冬季現場訓練 大學組 復興大樓五樓

1 29~31 五~日 青少年寒假特會 青少年組 中部相調中心

2 6~7 六~日 親子健康生活園 兒童組 中部相調中心

2 12~14 五~日 國際華語特會 總執事室 台北市

2 14~16 日~二 國際相調接待 總執事室 各大區

2 19 五 長青聖徒聚會(南中、北一、北二、西) 11大區/另訂/另訂/37大區 09:30~11:30 復興大樓/美地社區/豐原會所/科園會所

2 24~26 三~五 全台同工訓練 總執事室 中部相調中心

2 26~3/1 五~一 青職特會 青職組 科園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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