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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启 

 

壹 纽约市召会自 2015 年每年标语： 
 

一. 2015 年: 往前，扩展。 

二. 2016 年: 开拓。 

三. 2017 年: 实行相调，各尽功用，追求真理。 

四. 2018 年: 牧养，恢复，增长。 

五. 2019: 各年龄层圣徒一同为主作见证，特

别是召会的下一代。 

六. 2020: 家庭生活为了召会生活，家家过召

会生活；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赛三七

31）。 

七. 2021: 我们信心的工作，爱心的劳苦，和

盼望的忍耐；回家。 

八. 2022: 重新挑旺；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的；

长大（生命，功用，和人数）。 
 

贰 二零二二年国际华语相调特会 
 

二零二二年国际华语相调特会将于 2 月 18 日

（周五）至 20 日（主日）在线举行。 
 

特会 Zoom 链接:  
https://zoom.us/j/98047361767?pwd=T09Pak9lZX
hKblNzNW9jMjBZdzc5QT09 
Meeting ID: 980 4736 1767 Passcode: 2022 

一拨电话: +19294362866,98047361767# (New 
York)  
 

特会时间表:  

日期 时间 信息 

2 月 18 日 

(周五) 

晚上 7 点半 

至 9 点 15 分 
第一篇 

2 月 19 日 

（周六） 

上午 9 点 

至 10 点半 
第二篇 

上午 11 点至

下午 12 点半 
第三篇 

晚上 7 点半 

至 9 点 15 分 
第四篇 

2 月 20 日 

（主日） 

早上 10 点 

至 10 点 40 分 
擘饼聚会 

2 月 20 日 

（主日） 

早上 10 点 45

分至下午 12

点半 

第五篇 

 

特会复习时间表： 

日期 时间 复习信息 

2 月 21 日 

(周一) 

上午 9 点至

10 点半  
第一、二篇 

晚上 7 点半至

9 点半  
第三、四、五篇 

 

二零二二年国际华语相调特会标语 
 

标语一 

在我们灵里接受基督这恩典的灵，是一生之久、

持续不断的事；日复一日，应当有一种美妙的神

圣传输在进行，就是三一神全备地供应恩典的灵，

我们不断地接受恩典的灵。 

标语二 

新约信徒在神经纶中之恩典下的生活--一个经历

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作恩典之整体的生

活——终极完成于召会作为基督生机的身体。 

标语三 

恩典乃是基督作我们重担的背负者，并且借着我

们的受苦、受限制和软弱而繁增；我们越有负担，

就越有机会经历基督作恩典。 

标语四 

神经纶中终极并完成的产品，乃是基督的身体作

为神的诗章，成为新耶路撒冷，作神在新天新地

中义的完成；神自己的丰富作我们的享受，超越

各样的限制，并要公开显示出来，直到永远。 
 

叁 二零二二年年纽约市青少年寒假特会（2 月

20 日至 22 日） 
 

今年纽约市青少年的寒假特会将于 2 月 20 日至

22 日（主日下午至周二下午）在金士顿毗努伊

勒基督徒中心（KPCC）现场举行。鼓励六年级

至十二年级的青少年和家长们参加。仍可继续

报名。报名请用以下链接：

tinyurl.com/nycypretreat。 
 

https://zoom.us/j/98047361767?pwd=T09Pak9lZXhKblNzNW9jMjBZdzc5QT09
https://zoom.us/j/98047361767?pwd=T09Pak9lZXhKblNzNW9jMjBZdzc5QT09
http://tinyurl.com/nycypret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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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二零二二年东北区大专特会 
 

今年的东北区大专特会将于 2 月 26 日至 27 日

的周末在康州的 Ivoryton 市举行。报名截止日是

2 月 20 日（主日），报名费是 75 美金。报名和

细节，请用以下链接：

https://tinyurl.com/22springretreat。 
 

伍 执事室值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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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挑旺—祷告众圣徒对主起初的爱和对召

会聚会及服事的热心被重新挑旺 

提摩太后书一 6 为这缘故，我提醒你，……

在你里面神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 

2. 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的—祷告众圣徒在每日与

主的个人交通和借着祂的话享受主上往前，

结果就是供应基督给别人 

以弗所书三 2 谅必你们曾听见那为着你们所

赐给我，神恩典的管家职分。 

3. 长大—祷告众圣徒今年在生命和功用上长大，

借此带进召会的扩增 

以弗所书四 15 惟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

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祂，就是元首基督里

面； 

4. 为上西区（6 会所）和布鲁克林（4 会所）主

的见证的往前和扩展祷告 

5. 为要来的特会祷告： 

a. 2 月 18 日至 20 日的周末将在线举行国际

华语特会 

b. 2 月 20 日至 22 日在 毗努伊勒营地（KPCC）

举行的青少年寒假特会（这次特会是为着

纽约市召会目前就读于 6 至 12 年级的青

少年） 

c. 2 月 26 日至 27 日的周末将在康州 Ivoryton

举行的东北区大专特会 
 

晨兴圣言  

 

腓立比书晨兴圣言 

 

第六周 以基督为能力及秘诀 

  

腓立比书这段话陈明活基督之生活的彰显；

这种生活就是以基督为榜样，看万事为粪土，为

要多得基督的生活。活基督之生活的彰显，第一

面就是谦让宜人；……在第六节我们看见这彰显

的第二面乃是一无挂虑。活基督的生活里有谦让

宜人，却没有挂虑。保罗认为谦让宜人和一无挂

虑，是活基督之生活彰显中最重要的两点。 

与保罗前面所说过的比较起来，谦让宜人似

乎只是次要的事。然而谦让宜人乃是实际考验我

们是否活基督。……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

我们听到坏消息的时候，常常会担心、挂虑。挂

虑会暗中破坏活基督的生活。我们不应当挂虑，

反倒该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我们

所要的告诉神。神的平安，就要在基督耶稣里，

保卫我们的心怀意念（四 7）。神的平安拯救我

们脱离忧愁和挂虑。保罗这里的话证明，我们照

着经历来解释这些经节是正确的。没有挂虑，目

的是要使我们保持宁静、平静。（《腓立比书生

命读经》二七四，二七六，二七八页）（摘自第

二日） 

 

团体追求：《如何享受神及操练》第十二篇 

定时祷告享受神 
 
 

 

https://tinyurl.com/22springretre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