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市召会周讯
第 24 期

主后 2020 年 5 月 17 日

通启
壹 华语圣徒们可以在执事室值班时间打电
话给值班弟兄们，和他们交通或祷告
时间：周一至周六，上午 10 点至下午 12 点
服事方式：用会议电话
电话：(978) 990-5466
密码：360666#

篇数
第一篇
第二篇
第三篇
第四篇
第五篇
第六篇

日期
5 月 22 日（周五）
5 月 23 日（周六）
5 月 23 日（周六）
5 月 24 日（主日）
5 月 24 日（主日）
5 月 25 日（周一）

时间
晚上 7:00
上午 10:00
晚上 7:00
上午 10:00
晚上 7:00
上午 10:00

信息将以英语、华语、西班牙语、韩语、日语、和
葡萄牙语进行直播。

服事方向：

1. 圣徒们可以找服事者祷告、追求、问安；
2. 圣 徒 们 有 任 何 事 都 可 以 打 电 话 进 来 找 弟 兄
们；
3. 圣徒们有圣经问题、任何其他问题都可以进
来问问题，查询；
4. 圣徒们可以要求弟兄们为他们的特别需要代
祷，和弟兄们交通他们自己或其他信徒们的
需要；
5. 圣徒们家庭生活里的各种需要和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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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得恢复。

贰 二零二零年国际国殇节特会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传播，水流职事
站决定变更要来的二零二零年国殇节相调特会的方
式。该特会将不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举行，改由
水流职事站完全以在线方式召开。以下列明水流职
事站首次全球在线职事特会的详情：
二零二零年国际国殇节特会
主题
关于世界局势与主的恢复应时的话
说明

二零二零年国际国殇节特会的所有信息将
按各地的时区于下列时间开始直播：

每次信息聚会之后将有在线申言时段。华语圣徒还
会再安排信息复习时间，相关的细节将陆续提供。
细节
特会信息直播网站 conf.lsmwebcast.com
该网站无须凭帐号进入，乃于下列时间向众圣徒和
众召会开放：
5 月 22 日（周五）
开始时间
每个时区的晚上 6:55
5 月 25 日（周一）
结束时间
每个时区的午夜
该网站将以互动方式指导每位圣徒到正确的语言和
所在地的正确时区。

祷告负担
1. 祷告—召会的祷告职事得加强，众召会所有的
圣徒和全地所有主的儿女都兴起来祷告主的
旨意在持续的健康危机里得着成就（路十八 1；
提前二 1）
2. 为福音祷告：
a. 所有的圣徒抓住每个摆在他们面前传福音
的机会—“看哪，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
观看，庄稼已经发白，可以收割了。”
（约四 35）
b. 6 月 6 日（周六）有全召会的在线福音聚
会
3. 西语特会—刚过的周末举行了美国东北区和加
拿大的众召会的在线西语特会
4. 校园服事者特会—已过一周举行了在北美众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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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全时间服事弟兄姊妹们的在线特会
5. 为在线国际国殇节相调特会祷告

晨兴圣⾔
彼得前后书与犹大书结晶读经
第一周

在神行政下过基督徒的生活

彼得前书是论到在神行政下基督徒生活的书。
我们很容易留意基督徒的生活，而忽略神的行政。
事实上，基督徒的生活与神的行政并行。三一神经
过了漫长的过程，成了赐生命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这是为着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同时，三一神仍是宇
宙的创造主及其管治者。一面，我们重生得着属灵
的生命，神圣的生命。另一面，我们仍在旧造里。
为这缘故，我们需要神行政的对付。我们基督徒的
生命要长大，就需要神行政的管教。
主耶稣在地上受苦时，将一切交给那按公义审
判的一位。这简短的话不但指明主过一种作我们榜
样的生活，也指明祂过一种绝对在神行政下的生活。
祂自己始终在神的行政下，祂将一切与祂有关的事
交给神的审判。
（彼得前书五章六节）的“要谦卑”，原文为
被动式，指明神使我们谦卑，这主要的是借着逼迫
的苦难（10）。然而，这需要我们与神的工作合作；
我们必须甘愿在神大能的手下成为谦卑、卑微的。
因此说“要谦卑”。“谦卑”是被动的，而“要”
是主动的。当神行动，在我们身上工作时，我们需
要采取主动，让祂在我们身上工作；采取主动是主
动的，让祂工作是被动的。这就是我们甘愿服在神
的手下，神的手是有大能为我们作成一切的。
（摘自第三、四、五日）

团体追求:《基督徒的生活》第十六、七章

信息选读
撒但的试探就是要你动
当我才得救的时候，我听见一个故事，就是一
个小女孩也懂得得胜的事。在开西聚会中，有个人
问一个小女孩说，你受试探的时候，用什么法子得
胜？她说，“从前魔鬼来叩门，一叩的时候我就
说，‘不要进来，不要进来，’结局总是失败了。
现在魔鬼来叩门，我就说，‘主啊，你去开门。’
主去一开，魔鬼一看见是主，就说，‘对不起，我
敲错了门，’转身就逃跑了。”

这次在烟台，有一位姊妹……说，“你们说，
要得着得胜生命的条件，就是第一要降服，第二要
相信。但是，我不能降服，我也不能相信。”我说，
“你就也不降服，也不相信好了。”她说，“……
怎么好呢？”我仍是说，“你就不降服，你就不相
信好了。什么叫作降服呢？降服就是放手。……你
现在不能降服、不能相信，你就照着你的样子过去
就好了。改一改良也不必，放一放手也不必。……
现在你把降服、相信，当作得胜的公式，这是一点
都用不着的。你完全放手好了……倒也是（活）来
到神的面前，死也是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这样，这
才叫放手。”
我们的软弱是可夸的
林后十二章九节：“祂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
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
我。”……世上的人都是为自己的软弱叹息，但得
胜的人是以他的软弱为夸口，因为他有信心。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仁爱，我不能；忍耐，我不能；谦卑，我不能；
温柔，我不能。……神今天叫我……作了我所不能
作的，神今天叫我行了我所不能行的。……在人这
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摘自《得胜的生命》第六章“降服”，全文链接
https://heavenlyfood.cn/books/2144-6）

召会奉献的⽅式
圣徒们可以寄支票或电子转账的方式给召会奉
献。
支票奉献方式：
A.
支票抬头请写“The Church in New York City”并寄
到以下地址：
The Church in New York City
87-60 Chevy Chase Street
Jamaica Estates, NY 11432
电子奉献方式：
B.
用 ZellePay®以电子转账的方式寄奉献款。纽约市
召会在 ZellePay®电子转账系统有注册账号。圣徒
们可以通过银行账户，输入收款人（Christian
Fellowship Center Inc.）的电邮地址：
offerings.churchinnyc@gmail.com，即可完成奉献
款支付。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召会关于奉献款支付的网页：
http://churchinnyc.org/offe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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