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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线上亲子圣经营

一年一度的“亲子圣经营”将会在线举行，并向
纽约市召会 9 个会所和在罗森岱尔的召会所有的
家庭开放。只要家里有至少一个在 2020～2021
学年要升入 Kindergarten 至 6 年级的孩子，就可
以报名参加。这将是唱诗歌、听圣经故事和作手
工的一周。我们鼓励家长或监护人尽量多地和孩
子们一起参与这些线上的活动。
时间：周一（8 月 10 日）至周六（8 月 15 日）
每日时间表：
周一（8 月 10 日）至周五（8 月 14 日）
上午 10 至 11 点
周二及周四下午 3 至 4 点：自选活动
周一、周三、周五晚上 7 点半至 8 点：故事时间
周六（8 月 15 日）上午 10 点开始：和父母的交
通
报名已截止。有 90 多个家，超过 120 个孩子报
名参加亲子圣经营。
贰

纽约市召会在线华语福音聚会

8 月 14 日（本周五）和 8 月 28 日（两周后的周
五）将要举行在线华语福音聚会。详情稍后公
布。
叁

华盛顿特区召会购买新会所

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召会(CIDC)正推进在华盛顿
特区购买一处会所。我们相信：主为着祂的恢复
已经兴起了美国，这将是主的行动在这个国家更
加往前的一步。这也标志着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的
召会自 1973 年建立以来约 50 年的历史中，首次
拥有永久性的会所。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圣
徒们搬至首都附近的郊区，并在弗吉尼亚州和马
里兰州建立召会，在华盛顿特区的召会就暂停了
聚集。2012 年，在首都的金灯台借着周围众召
会的扶持得以恢复，并借着圣徒们搬回市区得着
加强。现今的召会生活大约有 80 位圣徒和 30 位

孩子，在市区附近的不同地方有家聚会，同时有
一个活跃的校园服事团队。
新会所的预计过户日期是 2020 年 8 月 26 日。
欲知华盛顿特区召会的历史和即将购置的物业细
节，请访问 https://churchindc.org/meeting-hall。
如果你有负担奉献购置这个会所，可以把奉献款
交给纽约市召会，但是请特别注明：“Church in
DC meeting hall”或者简写成“CIDC hall”。
肆

执事室暂停值班

经过弟兄们交通决定：执事室将暂停值班直到 8
月 29 日，以便圣徒们积极进入耶利米书和耶利
米哀歌的训练和复习，并使许多华语执事室值班
弟兄们参加并服事后面紧接着的华语学生和服事
者训练，青少年暑期真理学校，家庭圣经营等活
动。圣徒们有什么需要，请联系你们会所的服事
弟兄们。

祷告负担
1. 为 8 月 10 日至 15 日在线举行的亲子圣经营
祷告
2. 为 8 月 14 日和 8 月 28 日将在线举行的华语
福音聚会祷告
3. 为已过两周在线上举行的东北区暑期真理学
校祷告，这次的主题是“神完整的救恩”：
a. 使青少年的心能敞开，并成为好土，让神
的话能撒种进去
b. 在暑期真理学校过后，加强所有服事者以
牧养青少年
c. 在暑期真理学校过后，加强每个青少年的
家
4. 为纽约市召会的召会生活继续得加强祷告：
a. 圣徒们之间的彼此牧养，包括灰心的，被
霸占的，和不规律聚会的圣徒们
b. 圣徒们都有传扬福音和真理的负担（提前
二 2~4）
c. 所有的圣徒及其家人受保护、健康蒙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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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主日聚会及周中所有其他聚会，如祷告聚
会、小排聚会、儿童聚会、青少年聚会等
得加强
e. 召会里所有的家和所有的团体神人生活
5. 为要来新的学年召会九个会所的儿童服事祷
告
6. 为要来新的学期在线举行的安那翰全时间训
练和安那翰全时间训练波士顿延申班所有学
员们的安排祷告
7. 为南加州的相调特会中心（Oak Glen 营地）
祷告：让我们祷告主保护祂在这个特会中心
的权益,使大火能远离并被控制。

晨兴圣言
二零二零年三月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
第七周
负主的轭（父的旨意）且跟祂
学，好使我们魂里得安息
没有负担，无论作什么都是死的，都没有果
效；有负担才是活的，才会朝气蓬勃。这个问题
不在于方法，乃在乎“人”。
现在的难处是我们的事奉，渐渐朝向一种责
任的趋势，而缺少负担。我们的祷告多是没有负
担的祷告，所以祷告聚会差不多等于零。我们的
传福音，若有人得救，感谢赞美主；若没有人得
救，我们也能平安。我们的讲台……即使没有果
效，我们也能照旧讲下去。治理召会的情形……
没有果子也好像差不多，我们都能平安。探望弟
兄姊妹的事，也是如此。因着我们是这样的情形，
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一种责任的祷告，没有负担。
若是我们有负担，祷告聚会就会完全两样。有些
弟兄姊妹在祷告中痛哭、忧伤……，觉得再这样
下去不行；我们的福音不行，治理召会不行，聚
会的光景也不行。这种祷告，才是出于负担的祷
告。
真实的事奉不是责任的问题，乃是负担的问
题；负担永远是超过责任的（召会的治理与话语
职事，二三至二六页）。（摘自第六日）

信息选读
两种试探及其对付的路
我在这里告诉你们，我们日常所遇见的试探
有两种：一种的试探，是没有机会留给你，是突
如其来的。一种的试探，是慢慢提倡，慢慢提议
的。
关乎第二种的试探……好象一直在那里徘徊，
一直在那里劝你的，你怎么办呢？你不要睬它，
你不要抵挡它。问题全在主耶稣怎样。如果问我，
我还是没有改变；如果问我，我还是软弱；如果
问我，我还是不能抵挡。主啊，我不能；主啊，
我不只不能，我也不打算能。……同时，你仰起
头来看主说，主啊，你能！主啊，你在我身上，
不是软弱的；你在我里面，是有大能的。主啊，
我感谢赞美你，你能！阿利路亚，你能！哦，弟
兄姊妹们，你站在这个地位上，试探就跑掉了。
当你和试探挣扎，抵挡的时候，它好象不肯离开
你。当你说我不能，当你说神能，当你夸你的软
弱，当你夸神的能的时候，试探就立刻过去了。
（摘自《得胜的生命》第九篇“长进” 第二部分），全
文 链 接 https://www.lsmchinese.org/books/07-061-00309.html

经节选读
马太福音十一 28-30
十一 28 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
必使你们得安息。
十一 29 我心里柔和谦卑，因此你们要负我的轭，
且要跟我学，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
十一 30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
的。
出埃及记三一 13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
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我与你们之间世世代
代的记号，使你们知道我是把你们分别为圣的耶
和华。
玛拉基书二 7 祭司的嘴当谨守知识，人也当由
他口中寻求训诲，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

团体追求: 《得胜的生命》第十篇：得胜的音调；
第十一篇：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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