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纽约市召会周讯 
第 34 期 主后 2020 年 7 月 26 日 

 

 
87-60 Chevy Chase Street, Jamaica Estates, NY 11432  |  (718) 454-1826  |  ServiceOfficeNYC@gmail.com 

通启 
壹 2020 年亲子圣经营 
 

一年一度的“亲子圣经营”向纽约市召会 9 个会

所和在罗森岱尔的召会所有的家庭开放。只要家

里有至少一个在 2020 ～ 2021 学年要升入

Kindergarten 至 6 年级的孩子，就可以报名参

加。这将是唱诗歌、听圣经故事和作手工的一

周。我们鼓励家长或监护人尽量多地和孩子们一

起参与这些线上的活动。 
 

时间：周一（8 月 10 日）至周六（8 月 15 日） 

每日时间表： 

周一（8 月 10 日）至周五（8 月 14 日） 

上午 10 至 11 点 

周二及周四下午 3 至 4 点：自选活动 

周一、周三、周五晚上 7 点半至 8 点：故事时间 

周六（8 月 15 日）上午 10 点开始：和父母的交

通 
 

家长们可以在这个链接里给孩子（们）报名：

https://tinyurl.com/y44aebne。报名截止日期是

要来的周五（7 月 31 日）。 
 

贰 二零二零年东北区暑期真理学校 
 

二零二零年东北区暑期真理学校（SST）将在线

进行，为期两周（7 月 27 日至 8 月 8 日）。报

名已截至。 
 

叁 华盛顿特区召会购买新会所  
 

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召会(CIDC)正推进在华盛顿

特区购买一处会所。我们相信：主为着祂的恢复

已经兴起了美国，这将是主的行动在这个国家更

加往前的一步。这也标志着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的

召会自 1973 年建立以来约 50 年的历史中，首次

拥有永久性的会所。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圣

徒们搬至首都附近的郊区，并在弗吉尼亚州和马

里兰州建立召会，在华盛顿特区的召会就暂停了

聚集。2012 年，在首都的金灯台借着周围众召

会的扶持得以恢复，并借着圣徒们搬回市区得着

加强。现今的召会生活大约有 80 位圣徒和 30 位

孩子，在市区附近的不同地方有家聚会，同时有

一个活跃的校园服事团队。 
 

新会所的预计过户日期是 2020 年 8 月 26 日。

欲知华盛顿特区召会的历史和即将购置的物业细

节，请访问 https://churchindc.org/meeting-hall。 
 

如果你有负担奉献购置这个会所，可以把奉献款

交给纽约市召会，但是请特别注明：“Church in 

DC meeting hall”或者简写成“CIDC hall”。  
 

肆 执事室暂停值班 
 

经过弟兄们交通决定：执事室将暂停值班直到 8

月 29 日，以便圣徒们积极进入耶利米书和耶利

米哀歌的训练和复习，并使许多华语执事室值班

弟兄们参加并服事后面紧接着的华语学生和服事

者训练，青少年暑期真理学校，家庭圣经营等活

动。圣徒们有什么需要，请联系你们会所的服事

弟兄们。 
 

祷告负担 
1. 为要来周一（7 月 27）至下周五（8 月 7 日）

在线举行的东北区暑期真理学校祷告 

2. 为已过一周完成的华语学生成全训练祷告 

3. 为纽约市召会的召会生活继续得加强祷告： 

a. 圣徒们之间的彼此牧养（彼前二 25；五

2~4） 

b. 圣徒们都有传福音的负担，并“你们的光

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太五 16） 

c. 所有的圣徒及其家人受保护、健康蒙保守 

d. 主日聚会及周中所有其他聚会，如祷告聚

会、小排聚会、儿童聚会、青少年聚会等

得加强 

4. 为 8 月 10 日至 15 日举行的亲子圣经营祷告 

5. 为华盛顿特区祷告—在华盛顿特区的召会在

首都找到了一处非常合适的建筑物，不仅适

合作当地聚会的会所，也适于作中大西洋地

区众召会的相调中心。让我们祷告：主可以

借着身体供应所需的资金，以购买这个场所 

https://tinyurl.com/y44aebne
https://churchindc.org/meeting-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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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南美洲祷告—南美青少年特会的第二部分

在已过的周末举行，今天结束 

7. 为本地（各区、排）和其它地方召会的圣徒

们各方面的需要祷告（例如与身体和情绪等

健康方面，工作方面，以及家庭方面相关的

需要 
 

晨兴圣言 
二零二零年三月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 

第五周 神的旨意—要我们成为圣别 

 

我们的全人—灵、魂、体—需要得着圣别。

我们需要和平的神圣别我们，不仅在魂与身体里，

也在灵里。 

按照二十三节，我们对于得以全然圣别需要

负一些责任。一面，神会全然圣别我们。另一面，

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需要蒙保守。虽然神保

守我们，但我们需要负一些责任来蒙保守。 

我们可以将“蒙保守”看作是既主动又被动

的动词。这意思是说，虽然我们是蒙保守的，但

我们必须负起责任，主动地蒙保守。因此，“蒙

保守”含示主动和被动的意思。……神的心意是

要保守我们，但我们愿意蒙祂保守么？在帖撒罗

尼迦前书这卷论到为着召会生活之圣别生活的书

信里，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全人不同的部分都需

要蒙保守。我们的心需要圣别，我们的身体需要

在圣别上得蒙保守；至终甚至我们的灵，我们全

人最隐密的部分，也需要成为圣别（帖撒罗尼迦

前书生命读经，二二五至二二七页）。（摘自第

一日） 

 

团体追求: 《得胜的生命》第八篇：信心的试验；

第九篇：长进 

 

信息选读 
真实的信心只相信神的话 

有一天晚上，主命门徒渡到那边去。忽然起

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主耶

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

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么？主起来斥责了风浪

之后，对门徒怎么说呢？在马可福音是说，“你

们还没有信心么？”(四 40)在马太福音是说，

“你们这小信的人哪！”(八 26)可见许多急得要

命的祷告，就是不信的表示。如果有信心，就是

站在那里。主是命你渡到那边去，主不是命你渡

到海底去。主已经吩咐了，风再吹大一点也不要

紧，浪再打高一点也不要紧，看船翻得了翻不了。

没有信，一碰见试验就要躲起来。有信，就是碰

见试验，还能站在那里。小的信心，一碰见试验

就要躲起来；大的信心，碰见试验还是站住。假

的信心，一碰见试验就倒了；真的信心，碰见试

验还是站住。 
 

只站在信心这一边 

我们站在神的话这一边，我们站在信心这一

边，撒但就无奈你何。主命令渡到那边去，就定

规能渡到那边去。并不是我们的话算得什么，乃

是因神的话靠得住，因神是信实的。住在你里面

的基督，把你带到受试验的时候，是试验谁？我

告诉你，每一次临到你的试验，不是试验你，乃

是试验神。我们的信心受试验，是神的儿子受试

验，是神的信实受试验，不是我们受试验。所有

的试验来到，是试验基督能作什么。每一次的试

验来到，是试验神的信实到底如何。你站在神的

这边，你站在神的话这一边，你站在与环境相反

的这一边，这个就叫信心，这个就叫得胜。 
（摘自《得胜的生命》第八章“信心的试验”），全文链

接 https://www.lsmchinese.org/books/07-061-003-08.html 

 

经节选读 
 

以弗所书一 4 就如祂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

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爱里，在祂面前，成为

圣别、没有瑕疵。 
 

彼得前书一 2 就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

着那灵得圣别，以致顺从耶稣基督，并蒙祂血所

洒的人：愿恩典与平安，繁增地归与你们。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 23~24 

五 23 且愿和平的神，亲自全然圣别你们，又愿

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

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得以完全，无可指摘。 

五 24 那召你们的是信实的，祂也必作成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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