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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启 

 

壹 区域特会（10 月 28 日至 30 日） 
 

我们将于 10 月 28 日至 30 日的周末在一会所举

行区域特会，Ed Marks 弟兄会参加交通。详情请

见召会网站 www.churchinnyc.org/home-chn 及召

会应用程式。 
 

特会聚会时间如下： 

日期 时间 信息 

星期五 

（10/28） 
晚上 7 点半 第一篇 

星期六 

（10/29） 

上午 10 点 第二篇 

下午 4 点 第三篇 

主日

（10/30） 
上午 10 点 

擘饼聚会及 

第四篇 
 

贰 二零二二年纽约州众召会秋季华语特会

（11 月 4 日至 6 日） 
 

二零二二年纽约州众召会秋季华语特会将于 11

月 4 日至 6 日（周五至主日）在纽约州毗努伊

勒（KPCC）营区现场举行。将使用 Zoom 全程

直播特会。 
 

参加营区现场特会报名表： 
https://forms.gle/QJLM5JGwPGCvhAZB9 

参加网路直播不需要报名。 
 

此次特会将不提供其他语言翻译，Ricky Acosta

弟兄的交通将于现场翻译成华语。特会纲要、

Zoom 聚会信息和其他细节，请见纽约市召会网

站 www.churchinnyc.org/home-chn 和召会应用

程式。 
 

叁 二零二二年 12 月半年度训练开始报名 
 

二零二二年 12 月半年度训练已经开始接受报名。

请在网站: http://bit.ly/nycregistration 上提交参加

在安那翰的现场训练或者线上的录影训练的报名

表。报名截止日为 10 月 31 日。 
 

 

肆 纽约市召会年长圣徒特会（11 月 19 日） 
 

我们将于 11 月 19 日为全召会各语言的年长圣徒

们举行现场特会。此次特会是为着所有 9 个会所

的年长圣徒。将提供午餐和车辆服事。 
 

地点：一会所 

时间：11 月 19 日上午 10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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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着两个周末前主在东北区 11 及 12 年级学

生特会上的说话和青少年们的回应感谢主；

祷告主完全得着每一个青少年并在高中剩余

的时间和大学期间引领他们每个人 

2. 为 10 月 28 日至 30 日的周末 Ed 弟兄交通的

区域特会祷告；特会的主题是“爱主并彼此

相爱，为要生机地建造召会作基督的身体” 

3. 为 11 月 4 日至 6 日在毗努伊勒营地举行的纽

约州众召会秋季华语特会祷告 

4. 感谢主作为领群羊的大牧人（来十三 20）和

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彼前二 25）看顾召会，

并为召会的进一步往前祷告： 

http://www.churchinnyc.org/home-chn
https://forms.gle/QJLM5JGwPGCvhAZB9
http://www.churchinnyc.org/home-chn
http://bit.ly/nyc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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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各年龄层的圣徒们的彼此牧养 

b. 9 个会所的各项服事得加强 

c. 这周的召会聚会和小排聚会得加强 

5. 为主在欧洲的行动祷告： 

a. 在德国和瑞士的福音之旅 

b. 在荷兰巴洛举行的欧洲弟兄训练以及国际

相调特会（10 月 25-30 日） 

c. 在罗马的相调和福音之旅（10 月 31 日至

11 月 4 日） 

d. 在瑞士苏黎世擘饼聚会的恢复和在当地举

行的特会（11 月 5 日至 6 日） 
 

晨兴圣言 

 

二零二二年国殇节特会 

走享受基督作生命树的路 
 

第六周 成为基督这生命树的复制， 

而有供应生命的职事 
 

主耶稣已把祂的生活摆在我们面前，作我们

临摹的范本，叫我们跟随祂的脚踪行。……然而，

神的用意不是要我们试着靠自己的努力来效法祂。

我们从经历中知道，努力效法基督是不灵的。我

们不能效法祂。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效法，乃是复

制。……在外面，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在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人位，活在我们里面，成形在我们

里面，并安家在我们里面。借着这过程，我们成

为原作的复制品，就是作我们榜样之基督的复制

品。 

基督教为什么如此堕落？有一个原因就是劝

戒的有许多，分赐生命的却不多。什么能够修补

今天残破的光景？唯有这赐生命的修补职事。 

我们要让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出去，就得学

习与主有交通，学习魂被折服，学习在每一件事

上让灵作主，让灵掌权。无论是作长老的弟兄也

罢，作执事的弟兄姊妹也罢，是探望的也罢，是

传福音的也罢，都得学习运用灵，学习折服我们

的思想，折服我们的情感，折服我们的意志，用

我们的灵在一切活动上摸一切事。如此一来，主

的生命就能流露出去。不是作得规矩就可以了，

乃是运用灵，生命才能从我们身上出去（《建造

神家的事奉》，五六至五九页）。（摘自第一、二、

四日） 

 

团体追求：《人生的意义与正确的奉献》第四

章 被圣灵充满的路 
 

信息选读  
 

在旧约的预表里，救恩是重在吃喝 

在出埃及记神救以色列人的故事里，你没有

看见神用一只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一个一个带

出来。……不是神从上面来一个能力把他们带出

去，乃是他们把羊羔的肉吃到里面，羊羔的肉就

作了他们里面的营养，里面的活力。羊羔的肉就

在他们里面顶着他们，把他们从埃及顶出来了。

所以那时以色列人能够从埃及走出去，完全是靠

着他们所吃的东西。 

到了旷野，他们又困倦了，没有食物吃。神

并没有说，你们作这个，你们作那个。神就从天

上降下吗哪来，天天给他们吃一个饱，他们就有

力量走前头的路。到了一个时候，他们干渴了。

神也没有说，作这个，作那个。神就把磐石裂开，

流出活水来给他们喝一个足。你在这里看见，在

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以前，神所给他们的拯救，

都是借着吃和喝。他们吃羊羔的肉，吃无酵饼，

吃吗哪，喝磐石的水。这些吃进去，喝进去了，

就带领他们走前头的路。此外神一点没有告诉他

们要作什么，要行什么。乃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

不认识自己，把神逼到一个地步，才降下律法，

要他们作这个，作那个。实在这并不是神的原意。

神的原意只是给他们吃，给他们喝，叫他们在神

面前得到享受 

他们所吃的羊羔就是基督。……那一只羊羔

被杀，血流在神面前，抹在门框上，它的肉就给

以色列人吃到里头。叫以色列人有力量的，不是

血；血只能够赎了他们在神面前的罪过。能叫以

色列人有力量走前头的路的，乃是他们吃到里头

的羊羔的肉。照样，若是神的儿子只在十字架上

流了祂的血，赎我们的罪，那只能叫我们在神面

前的过犯得着赦免。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祂还

把祂自己分给我们，叫我们吃到里面，作了我们

的生命。祂不只是流血的羔羊，祂也是可吃的羔

羊。 
（摘自《如何享受神及操练》第八篇“神的救恩是重在叫

人吃祂喝祂”（第 3 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