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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启 

壹 二零二零年国际国殇节特会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传播，水流职事

站变更了二零二零年国殇节相调特会的聚会方式，

改由水流职事站完全以在线方式举行。以下是水流

职事站首次全球在线职事特会的详情： 
 

二零二零年国际国殇节特会 

主题 

关于世界局势与主的恢复应时的话 
 

说明 

二零二零 年国际 国殇节 特会的 所有信 息将 

按各地的时区于下列时间开始直播： 

请注意：主日早上 9:00 至 9:40 是全召会主日擘饼
聚会，10:00 开始特会信息。 
 

篇数 日期 时间 

第四篇 5 月 24 日（主日） 上午 10:00 

第五篇 5 月 24 日（主日） 晚上 7:00 

第六篇 5 月 25 日（周一） 上午 10:00 
 

信息将以英语、华语、西班牙语、韩语、日语、和

葡萄牙语进行直播。 
 

每场聚会开始前有 15 分钟的唱诗和祷告。每次信

息聚会之后将有在线申言时段。华语圣徒还会再安

排信息复习时间，相关的细节将陆续提供。 
 

细节 

特会信息直播网站 conf.lsmwebcast.com 

该网站无需凭帐号进入，将于下列时间向众圣徒和

众召会开放： 
 

开始时间 
5 月 22 日（周五） 

每个时区的晚上 6:55 

结束时间 
5 月 25 日（周一） 

每个时区的午夜 

 

该网站将以互动方式指导每位圣徒到正确的语言和

所在地的正确时区。 

贰 五月三十日（周六）暑期真理学校教师

培训将在线举行 
 

叁 五月三十日（周六）下午 4:00“万邦的

福音”特会将在线举行 
聚会细节请看特会网站 gospeltoallthenations.com 
 

肆 六月五日（周五）晚上 7:30 纽约市召

会福音聚会将在线举行 
 

电子邀请函和聚会细节将稍后提供。如果你愿意作

简短见证，请和洪峰弟兄联系：电话 (917) 881-

5332 或 fyhong2004@gmail.com 
 

伍 二零二零年六月的半年度训练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蔓延，政府规范并限制

公众聚集的各种法令也可能延续，水流职事站定规

二○二○年六月的半年度训练，将不在美国加州安

那翰举行团体的现场训练。反之，众召会将以录影

训练的方式参加二零二零年六月的半年度训练。纽

约市召会录影训练的报名链接是

https://tinyurl.com/y5vcnt2v。报名截止日期是 6 月

15 日。具体时间安排和训练详情将稍后提供。 
 

陆 华语圣徒们可以在执事室值班时间打电

话给值班弟兄们，和他们交通或祷告 
 

时间：周一至周六，上午 10 点至下午 12 点 

服事方式：用会议电话 

电话：(978) 990-5466 

密码：360666# 

服事方向： 

1. 圣徒们可以找服事者祷告、追求、问安； 

2. 圣徒们有任何事都可以打电话进来找弟兄

们； 

3. 圣徒们有圣经问题、任何其他问题都可以进

来问问题，查询； 

4. 圣徒们可以要求弟兄们为他们的特别需要代

祷，和弟兄们交通他们自己或其他信徒们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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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圣徒们家庭生活里的各种需要和难处。 
 

设立这样的值班时间，是为了让圣徒们知道服事者

关心他们，使圣徒们的心得安慰，魂得恢复。 
 

祷告负担 

1. 为本周末的在线国际国殇节相调特会祷告—这

次特会的主题是“关于世界局势与主的恢复应

时的话”： 

a. 祷告话语负担的释放以应付主在当前的需

要 

b. 众圣徒的灵、与魂、与身子都得加强，能

领受每篇信息的负担，不会因为这是在线

特会而使负担的领受打折扣 

c. 祷告主遮盖与水流职事站和全球圣徒在家

中进行在线特会相关的所有技术方面和各

项安排 

2. 为福音祷告： 

a. 所有年龄层的圣徒有福音的负担，在动荡

的时期抓住每个传福音的机会 

b. 6 月 5 日（周五）有全召会的在线福音聚

会 

3. “万邦的福音”特会—5 月 30 日（周六）将

开始一系列在线聚会的第一场聚会，负担是

接触非裔美国人的社区和其后代中的寻求者 

4. 为青少年服事者训练祷告—5月30日（周六）

将有东北区众召会暑期真理学校的在线教师

培训 

5. 为将在线举行的夏季半年度训练祷告 
 

晨兴圣言 

彼得前后书与犹大书结晶读经 

第二周  彼得前后书中神的经纶 

 

彼得前后书和犹大书这三封书信说到很多点。

但这几封书信的基本结构，乃是三一神在祂选民身

上工作，将他们带进对三一神完满的享受里。彼得

和犹大都有力地指明，三一神经过了一个过程，为

要替我们作许多事并成为我们的一切，使我们能有

分于祂作我们的享受。 

彼得前书的心脏乃是三一神的工作，为要完成

祂的三重救恩，包括了重生、救赎和实施。我们借

着重生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如今就需要从祂的话得

喂养，为要长大以致完全得救。这样，我们就会被

变化，为要建造在一起，好给神一个居所，并成为

祂的彰显。为着这个目的，全般恩典的神要成全我

们，坚固我们，加强我们，给我们立定根基。不仅

如此，按照彼后三章十八节，我们需要在神的恩典

和知识上长大。这就是彼得前后书和犹大书的中心。
（摘自第五、六日） 
团体追求:《基督徒的生活》第十七章及《得胜的

生命》第一章 
 

信息选读 

要得胜，必须相信 

弟兄姊妹们，请你们记得，得胜的条件，不只

是降服。只有降服，不一定就得胜；因在降服之后，

还必须专一的相信。既降服了，又相信了，就必定

得着得胜。 

使徒保罗的经历到底是如何，他到底是怎样得

胜的呢？他第一步是降服。他说，“我已经与基督

同钉十字架。”他已经得着“不再是我”的经历了。

但他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

活。”他的意思是：我信祂在我里面活，我信祂是

爱我，为我舍己。 

许多人降服了，为什么还没有得胜呢？因为他

若没有相信就不行。 
（摘自《得胜的生命》第七章“相信”），全文链接
https://heavenlyfood.cn/books/50682-4-7m 

 

召会奉献的方式 
圣徒们可以寄支票或电子转账的方式给召会奉

献。 

A. 支票奉献方式： 

支票抬头请写“The Church in New York City”并寄

到以下地址： 
The Church in New York City 

87-60 Chevy Chase Street 
Jamaica Estates, NY 11432 

 

B. 电子奉献方式： 

用 ZellePay®以电子转账的方式寄奉献款。纽约市

召会在 ZellePay®电子转账系统有注册账号。圣徒

们可以通过银行账户，输入收款人（Christian 

Fellowship Center Inc.）的电邮地址：

offerings.churchinnyc@gmail.com，即可完成奉献

款支付。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召会关于奉献款支付的网页：
http://churchinnyc.org/offerings 

https://heavenlyfood.cn/books/50682-4-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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