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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启 

 

壹 纽约市召会秋季华语特会（继续） 
 

总题：应付神的需要和主恢复中当前的需要 
 

特会时间表： 

日期 时间 内容 

10 月 17 日 

（主日） 

上午 9 点 

至 10 点 
擘饼聚会 

上午 10 点 

至中午 12 点 
第四篇信息 

 

特会纲要、Zoom 聚会信息和其他细节在召会网

站登出：www.churchinnyc.org/home-chn。 

此次特会不会提供其他语言翻译。 
 

贰 二零二一年东北区高中 11、12 年级学生特

会将于 10 月 22 日至 24 日那个周末在金士顿毗

努伊勒基督徒中心（KPCC，亦称作毗努伊勒营地）

举行。不能参加现场聚会的可以在 Zoom 上观看

聚会。关于报名、聚会时间、费用等细节，请访

问召会的网站：www.churchinnyc.org。   

 

叁  二零二一年北美韩语特会将于 10 月 23 日

（周六）至 24 日（主日）在线举行。这次特会

的主题是：应付神的需要和在主恢复中当前的

需要。关于 Zoom 聚会的细节，请访问召会的网

站：www.churchinnyc.org。 

 

肆 区域性特会（10 月 30 日至 31 日） 
 

Ed Marks 弟兄将参加本次特会。主题：神的美意。

特会将在线举行（链接见下并见于下周召会的网

站 www.churchinnyc.org）。无需报名。将通过

线上翻译功能提供华语、西语和韩语翻译。 
 
Meeting ID: 993 6864 4367 
Passcode: 2021 
Zoom:https://zoom.us/j/99368644367?pwd=SzR3
UHVQTEcwWG9sQW9HdGd3Qmpxdz09 
 

特会时间表： 

日期 时间 内容 

10 月 30 日 

（周六） 

上午 10 点 

至中午 12 点 
第一篇信息 

晚上 7 点半 

至 9 点半 
第二篇信息 

10 月 31 日 

（主日） 

上午 11 点 

至中午 12 点半 
第三篇信息 

 

请注意：此次特会不包括主日擘饼聚会。请圣

徒们各自在当地的召会参加擘饼聚会，然后于上

午 11 点加入线上的最后一堂聚会。 
 

伍 圣徒们可以在执事室值班时间打电话给值

班弟兄或姊妹们，和他/她们交通或祷告 
 

时间：上午 10 点至中午 12 点 

 周一和周四（姊妹组值班） 

周二和周五（弟兄组值班） 

服事方式：用会议电话 

电话：(978) 990-5466 密码：36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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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得牧养。 

 

弟兄们值班时间，我们将开始照着顺序追求高峰

真理系列第七册至十四册，每周追求两篇信息。

这八册就是 1994-1997 年的信息汇集。我们欢迎

所有圣徒们都可以打电话进来一起追求。 
 

祷告负担 
 

1. 为纽约市召会生活得加强祷告： 

a. 圣徒们借着个人的接触、探望和小排聚会

彼此牧养 

b. 所有新人的牧养和各年龄、各语言的圣徒

们对福音的负担 

c. 本周所有的现场或线上的召会聚会和小排

聚会得加强 

d. 召会里所有的服事得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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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上西区（六会所）和布鲁克林（四会所）

购买新会所，以加强这些区的召会生活并在

纽约市扩展主的见证祷告 

3. 为上周末举行的华语特会作跟进祷告 

4. 为 10 月 22 日至 24 日的周末举行的东北区 11

和 12 年级青少年的特会祷告 

5. 为 10 月 23 日至 24 日的周末在线上举行的北

美韩语特会祷告 

6. 为 10 月 30 日至 31 日的周末举行的为着纽约

和新泽西众召会的区域特会祷告 
 

晨兴圣言  
 

二零二一年七月半年度训练 

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得记结晶读经 
 

第八周 基甸作神大能勇士的内在意义 
 

（基甸成功的第三因素是）他拆毁巴力的坛，

砍下木像（士六 25~28）；这摸着神的心。以色

列堕落时，神恨恶偶像到极点。神这真丈夫认为，

所有的偶像都是与祂妻子以色列行淫的男人。第

四，基甸因着拆毁父亲为巴力所筑的坛，砍下木

像，就牺牲了他与父亲的关系，以及他在社会的

享受。因着他所作的，俄弗拉城的人就与他争辩，

甚至要杀他（28~30）。基甸要为神作这样的事，

就需要牺牲他自己的权益，而他的牺牲是他成功

的有力因素（士师记生命读经，二九至三○页）。 

由于这四个因素，基甸得了赏赐：经纶的灵

降在他身上（士六 34）。因此，他成为一个大

能的人，只带着三百人，就击败两个首领和两个

王（七 25，八 10~12）。在基甸身上有一幅图画，

给我们看见一个与神联结的人，就是神人，如何

实行神的话并完成神的经纶（圣经恢复本，士六

27 注 1）。 

实行主当前行动最新的路，……不是被文化、

宗教或教育充满，乃是被那灵，就是被经过过程

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所充满。为着生活和工作，

我们需要里里外外、在素质和经纶上被这样一位

灵所充满并充溢。……我们应当记住我们被充满

不是一次而永远的。基督所成就的是一次而永远

的，但我们所必须经历的不是这样。我们一生当

中的每时刻、每天、每晨、每晚、整天从早到晚，

都必须经历被这奇妙、包罗万有、经过过程、终

极完成的灵所充满。每天早晨我们必须祷告的第

一件事是：“主，新鲜地充满我。主，充满我。

以你自己这终极完成的灵充满我。我喜欢里里外

外被你充满并充溢。我要被你包裹并与你调和。”

（摘自第二日） 
 

团体追求：《神在祂与人联结中的历史》第九篇 神在时

间里的历史（创一 1～启二十 15）（八）在祂选民（从亚

伯拉罕到约瑟）身上的工作（四） 

 

信息选读  
 

诸天之国的实现 

马太二十四章三十节至二十五章三十节的预

言，启示出诸天之国的实现。千年国有属天的一

面和属地的一面。诸天之国的实现是千年国的属

天部分。这个实现就是父的国。……在千年国的

属天部分， 就是在诸天之国的实现，也就是在

父的国里，得胜的圣徒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 
 

基督的时代性赏赐 

神的国是神给所有信徒永远救恩的一部分，

借着重生就得以进入其中。 

然而，诸天的国是基督给忠信跟从者的时代

性赏赐，借着超凡的义和实行神的旨意，才能进

入其中（太五 20，七 21）。诸天的国就是基督

的时代性赏赐，因为只是一段时间，持续一千年。

我们已经得着永远的救恩，但时代性的赏赐如何？

这是未定的。这赏赐要给忠信跟从基督的人。 

救恩是永远的，赏赐却是时代性的。时代性

的赏赐是有条件的。比方说，如果一个学生的学

业优良，他在毕业的时候就会得着奖赏。他训练

自己，名列前茅，因此能得着奖赏。我们基督徒

一生的年日，必须在神的管教之下操练自己，好

得着诸天之国的赏赐。今天许多基督徒的生活松

散，因为他们不晓得时代性的赏赐与惩罚这件事。

因此需要恢复有关国度的真理。 
 

（摘自《圣经中的基本启示》第七篇“国度（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