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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启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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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11 月 19 日上午 10 点 

时间表： 

上午 10 点至 11 点半 特别交通、见证和展览 

上午 11 点半至 12 点 休息和团体照 

中午 12 点至 1 点半 午餐 
 

Zoom 聚会链接： 
https://us06web.zoom.us/j/89498595201?pwd=Y
mhtWWRmdlkwaXdickdIcmdiOFF1dz09 

聚会号码:894 9859 5201 密码:2022 

手机一键加入号码： 
+19294362866,,89498595201# US (New York) 
 

贰 二零二二年国际感恩节相调特会（11 月 24

日至 27 日） 
 

特会将于二零二二年 11 月 24 日至 27 日（周四

至主日）的感恩节周末在首府华盛顿现场举行。

我们将提供中、英文的线上信息供大家观看。 
 

感恩节特会线上直播的时间： 

日期 时间 信息 

11 月 24 日 

(周四) 
晚上 7 点半 第一篇信息 

11 月 25 日 

(周五) 

上午 10 点 第二篇信息 

下午 2 点 
第一篇信息 

(重播) 

晚上 7 点半 第三篇信息 

11 月 26 日 

(周六) 
上午 10 点 第四篇信息 

晚上 7 点半 第五篇信息 

11 月 27 日 

(主日) 
晚上 7 点半 第六篇信息 

 

 

Zoom 聚会链接： 
https://us06web.zoom.us/j/84890791053?pwd=Q
UMzMUhPSmU5U0pZOTBURDFDL1c3Zz09 

聚会号码:848 9079 1053 密码:2022 

手机一键加入号码： 
+19294362866,,84890791053# 
 

叁 二零二二年 12 月半年度训练录影训练报名 
 

请填写录影训练报名表参加此次训练： 
http://bit.ly/nycregistration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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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这个国家感谢主，祷告主在全国的许多选

举中行使祂的权柄，使这个国家得保守，为

着福音继续得着传扬，真理得着扩展，主的

恢复得着往前 

但以理四 25 下……等你知道至高者才是人国

的掌权者，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 

但以理四 26 下……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

你的国必定归你。 

https://us06web.zoom.us/j/89498595201?pwd=YmhtWWRmdlkwaXdickdIcmdiOFF1dz09
https://us06web.zoom.us/j/89498595201?pwd=YmhtWWRmdlkwaXdickdIcmdiOFF1dz09
https://us06web.zoom.us/j/84890791053?pwd=QUMzMUhPSmU5U0pZOTBURDFDL1c3Zz09
https://us06web.zoom.us/j/84890791053?pwd=QUMzMUhPSmU5U0pZOTBURDFDL1c3Zz09
http://bit.ly/nycregistration
http://bit.ly/nyc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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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书二 1~2 所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

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为君王和一切

有权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十分敬虔庄

重地过平静安宁的生活。 

2. 为今天在毗努伊勒营地结束的纽约州和新泽

西州众召会和大专校园的秋季大专特会祷告 

3. 为 11 月 19 日（周六）在一会所举行的全市

年长圣徒特会祷告 

4. 为 11 月 24 日至 27 日的周末在华盛顿特区举

行的国际感恩节相调特会祷告 

5. 为主照料纽约市召会感恩，并为召会的继续

往前祷告： 

a. 感谢主赐给召会每个区各自的会所，祷告 

各个区尽可能地使用会所，不仅是召会聚

会，还可以使用来成全和牧养圣徒们 

b. 召会 9 个会所的事务服事得加强 

c. 本周的召会聚会和小排聚会得加强 

6. 为主在南美洲的行动祷告： 

a. 昨天（周六）开始在巴西举行的南美洲众

召会青少年服事者训练（11 月 12 日至 15

日） 

b. 这周（11 月 15 日至 16 日）在巴西举行

为时两天的全时间服事者的成全交通 
 

晨兴圣言 

 

二零二二年七月半年度训练 

列王纪结晶读经 
 

第三周 以利沙预表基督在生命里 

尽恩典的职事，并且作为神人， 

行事如同神的代表，如同代理的神 
 

在神与法老之间的冲突里，我们也能学到为

神作工正确的路。正确的路不是劳苦努力，乃是

代表祂。正如摩西为神所差，照样我们也都必须

为神所差。 

我们该祈求碰着主，认识祂的心意，摸着祂

的感觉。我们需要停留在神面前，直到祂浸透我

们全人。然后我们将代表祂，祂要差遣我们。请

记得，不在于那奔跑的，也不在于那定意的，只

在于那施怜悯的神（罗九 16）。我们无须奔跑

或定意。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代表神，并作神所差

遣的人。 

申言者以利沙在他的职事里，作为神人（属

神的人），行事如同神在地上的代表，如同代理

的神。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也能如此

（《列王纪生命读经》，一一四页）。 

因着神把他联于基督而膏了他，他就能与基

督是一，与信实的神是一。……现今我们因着联

于那受膏者，就能与复活的神是一，而过复活的

生活（《哥林多后书生命读经》，二二至二三、

二六页）。（摘自第四、六日） 
 

团体追求：《人生的意义与正确的奉献》第七

章 接受基督作人位，站住地方召会立场 

 

信息选读  
 

在新约的比喻里，救恩也是重在吃喝 

在神的救恩里，有穿衣服的一面，也有吃东

西的一面。当人类在伊甸园里，还没有堕落的时

候，只有吃饭的问题，没有穿衣服的问题。因为

吃东西是神的原意，穿衣服乃是神对人堕落的一

个补救。若是人没有堕落，人没有羞耻问题，就

不需要穿衣服；用属灵的话说，就是不需要称

义。……但是现在人堕落了，人是个浪子了，原

来在父亲家里那种美观的光景，那种蒙父亲喜悦

的样子，完全堕落光了。人现在变作一个看猪的

人了，衣服褴褛得很，破旧得很，骯脏得很。若

是这个浪子回到父家来，父亲不给他先换一身衣

服，就叫他穿著破旧衣服，坐在那里吃牛犊，他

里头虽吃得很舒服，但是看看外面，父亲穿了很

好看的袍子，自己却穿得破烂不堪，这就和父亲

太不相称不相配了。所以需要先有一个义袍穿上

去，这样，和父亲就相称了，然后再把那肥牛犊

拿来，和父亲一同坐席，那才真像一个父亲的儿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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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