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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国际感恩节特会
（11 月 26 日~11 月 29 日）

感恩节特会时间表：
日期
11 月 26 日
（周四）
11 月 27 日
（周五）
11 月 27 日
（周五）
11 月 27 日
（周五）
11 月 28 日
（周六）
11 月 28 日
（周六）
11 月 28 日
（周六）
11 月 29 日
（主日）
11 月 29 日
（主日）
11 月 29 日
（主日）

时间

信息

晚上 7 点

第一篇

上午 10 点

第二篇

下午 4 点

第一、二篇
信息复习

晚上 7 点

第三篇

上午 10 点

第四篇

下午 4 点

第三、四篇
信息复习

晚上 7 点

第五篇

上午 9 点

擘饼聚会

上午 10 点

第六篇

下午 4 点

第五、六篇
信息复习

我们很高兴地宣布二零二零年国际感恩节特会的
时间表。水流职事站将完全以在线方式举行特会，
类似二零二零年国际国殇节特会的方式。纽约市
召会将主持在线聚会，以及之后的申言聚会。我
们邀请并鼓励众圣徒参加这些聚会。线上聚会的
详情见于召会网站：https://churchinnyc.org
我们仰望主，盼望祂在这段时间内使用此次疫情
在我们中间作超凡的事。我们祷告，求祂帮助我
们打开这管道，好借这职事释放祂的话语。为此，
我们盼望众召会和众圣徒为着要来这段领受职事
信息的时间作准备，并圣别这些日子，好使我们
在各处都得以听信仰。请为此次特会祷告，求主
赐下祝福。愿此次特会成为我们中间真正的记念，
羞辱神的仇敌，并使神的恩典得着荣耀！

二零二零年 12 月半年度训练
（12 月 25 日~1 月 7 日)

12 月半年度训练已经开始接受网上报名。每年
的 7 月和 12 月，众召会聚集一处参加圣经中一
卷书的结晶读经训练。在这几天里，圣徒们专注
于花时间在主的话语上、领受这份职事、并与圣
徒们有交通。今年所有的训练将以录影训练的方
式进行。纽约市召会将主持在线训练，供圣徒们
观看信息、研读、考试，以及申言。
如果你盼望参加此次训练，请务必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截止日之前报名，训练奉献款是 125 美金。
报名之后，你将收到线上聚会的信息以及进一步
的指示。请用以下网上报名表报名：
https://tinyurl.com/2020DecemberTraining
肆 华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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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事负担：
1. 圣徒们可以找值班服事者一起祷告，追求
职事信息，得着神话语的供应；
2. 圣徒们有圣经或其他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
来询问；
3. 圣徒们可以要求值班服事者为他们的特别
需要代祷，和他/她们交通自己或其他信徒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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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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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负担
1. 为圣徒们活在召会作祷告的殿的实际里祷告
以赛亚书五六 7：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
使他们在我祷告的殿中喜乐；……因我的殿
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2. 为美国得保守，并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祷告，
使主的见证在各个地方召会得着加强并往前，
并扩展到美国其他地区
提摩太前书二 1~2：所以我劝你，第一要为
万人祈求、祷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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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为纽约市的召会生活继续得加强祷告：
a. 所有圣徒们之间的彼此牧养，没有一位圣
徒被忽略或觉得单独
b. 召会生活里的所有家庭得加强
c. 召会聚会和小排聚会得加强
4. 为已过周六的华语福音聚会作跟进祷告
5. 为遭受飓风伊塔侵袭的洪都拉斯的圣徒们祷
告—在圣佩德罗苏拉，大约 40 位圣徒被撤离
开他们的家（他们的房子被水淹没，失去了
所有的东西），他们被安置在召会的会所里
面；在拉利马，社区里的 50 个人被安置在召
会的会所里
6. 为感恩节特会祷告—国际感恩节相调特会将
于 11 月 26 日至 29 日在线举行

晨兴圣言
耶利米书与耶利米哀歌结晶读经
第七周

在永远之神耶和华的慈爱、怜恤

和信实上认识祂
我珍赏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三件事：仰
望主、等候主并呼求祂的名。我们若实行这些事，
就会实际的在神的分赐之下。
当我们周围的光景似乎无望时，我们需要领
悟，我们的神绝不会被打败。凡祂所说的，祂必
信实地成就。所以，我们该信圣经所说的一切。
此外，我们需要领悟，神是祂子民的分，我们需
要仰望并信靠祂。无论祂现在或以后答应我们，

我们都需要信靠祂并等候祂。即使祂似乎没有答
应我们的祷告，我们也该继续祷告并等候祂。至
终的结果将是照着祂的定旨，我们也将是蒙祂赐
福的人。愿我们都学习这功课（耶利米哀歌生命
读经，一○至一二页）。（摘自第六日）
团体追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十
章：雅各天然生命的脱节

信息选读
和谐的意志
我们必须记得，我们的神在时间里是受限制
的……。有一个过去的永世，有一个将来的永世，
在这两个永世中间的叫作时间。神在时间里是受
限制的……。凭创世记第二章来看，神造人是给
人自由意志的。神有神的旨意，人有人的意志，
人的意志和神的旨意一不合，神就立刻受限
制。……神是有能力的神，祂什么都作得到。如
果在地上都是没有灵的物质，神可以不受任何的
限制。但是，有一天神造了人。……神没有造出
一个人是非听祂的话不可的。……当神造了这样
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之后，神的能力就受这一个
人的限制了，神就不能光凭着祂所要的去作，神
还得问人到底要不要，神还得问人到底肯不
肯。……所以我们说，在这一个时间里，介乎两
个永世之间的时间里，神的权柄是受人的限制的。
神为什么要在这一个时间里受限制呢？因为
神知道祂在第二个永世里要得着一个和谐的意
志，……神的意思是要人的自由意志拣选顺服祂。
这是神的荣耀！在将来的永世里，人自由的意志
要和神永远的旨意合在一起。那一个时候，神永
远的旨意得着成功的时候，人自由的意志与神永
远的旨意是和谐的。……在将来的永世里，人有
自由的意志，……阿利路亚！人有反对神的自由，
可是人不反对神，人所作的，就是神所要作的。
这一种和谐的意志乃是神的荣耀！
（摘自《教会祷告的职事》第一篇“教会祷告的职事”第
二部分），全文链接: https://heavenlyfood.cn/books/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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