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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启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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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12 月半年度训练
（12 月 25 日~1 月 7 日)

训练时间表：
日期
12 月 25 日
（周五）
12 月 25 日
（周五）
12 月 26 日
（周六）
12 月 26 日
（周六）
12 月 26 日
（周六）
12 月 27 日
（主日）
12 月 27 日
（主日）
1月1日
（周五）
1月1日
（周五）
1月2日
（周六）
1月2日
（周六）
1月2日
（周六）
1月3日
（主日）
1月3日
（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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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信息

下午 4 点

第一篇

晚上 7 点

第二篇

上午 10 点

第三篇

下午 4 点

第四篇

晚上 7 点

第五篇

上午 9 点

擘饼聚会

上午 10 点

第六篇
（公开聚会）

下午 4 点

第七篇

晚上 7 点

第八篇

上午 10 点

第九篇

下午 4 点

第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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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7 点

第十一篇

祷告负担

上午 9 点

擘饼聚会

上午 10 点

第十二篇
（公开聚会）

1. 祷告众圣徒“凭着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
赛程，望断以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
始者与成终者”(希伯来书十二 1~2)
2. 为圣徒们在这段富于挑战的时期里传福音的
负担，并为 12 月 19 日(周六)召会的福音聚会
祷告—福音信息的主题将是“万国羡慕万民
望”（哈该书二 7）
3. 为主日聚会和周中所有的聚会，例如祷告聚
会和小排聚会得加强和丰富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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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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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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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每个圣徒的“灵、与魂、与身子”得着全
面的顾惜祷告（帖撒罗尼迦前书五 23）
5. 为主在美国的行动的往前和移民到中西部和
东南部的十个目标城市祷告：明尼苏达州的
明尼阿波利斯；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肯塔
基州的列克星敦；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宾
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维珍尼亚州的里士满；
北卡罗纳州的夏洛特；南卡罗纳州的哥伦比
亚；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弗罗里达州的奥兰
多
6. 为本地（各区、排）和其它地方召会的圣徒
们各方面的需要祷告（例如与身体和情绪等
健康方面，工作方面，以及家庭方面相关的
需要）

晨兴圣言
耶利米书与耶利米哀歌结晶读经
第十周
应许、预言、余数和恢复
由于召会的堕落，就属灵一面说，她是已经
被掳了。神的子民已经分裂、分散，从一的正确
立场被掳到错误的立场。……就着非常真实的意
义来说，今天的信徒比以色列人更加分散。因此，
我们需要恢复。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复兴，更是恢
复。
今天的巴比伦不仅将神的子民掳去，也抢夺
了神殿中一切的丰富。那些表征基督丰富的器皿，
已经被掳掠了。这就是为什么在罗马天主教和更
正教的公会里，很少有人说到基督那追测不尽的
丰富（弗三 8），也没有鼓励信徒吃基督，喝基
督，与基督同坐席，完满地享受基督。信徒们对
基督的丰富享受不多，或没有享受，原因乃是所
有殿里的器皿，都已被大巴比伦掳去。现今主需
要恢复对基督丰富的经历。祂不仅要呼召祂忠信
的子民，从巴比伦出来回到正确的召会生活，也
要将已经失去之基督的各方面恢复并带回（新约
总论第七册，四六一至四六二、四六四至四六五
页）。
对于基督第二次的来，……若是没有召会生
活的恢复，也就是说，神的子民若没有从大巴比
伦归回到召会生活，就没有路带进基督第二次的
来。这就是为什么主在末了的时候，一直作工要
得着一个恢复。我相信这个恢复对于基督的再来，

乃是预备和基础（新约总论第七册，四六六至四
六八页）。（摘自第五、六日）
团体追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十
一章：雅各的成熟； 第十二章：圣灵的组织

信息选读
三个大原则
神有了旨意，还得有地上的自由意志响应神
的旨意，神才有所举动。如果只有天上的，神就
不举动；等到地上也要这个的时候，天上的举动
就也成功在地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教会的
职事。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教会的职事不只是
传福音--不是说不要传福音，是说教会的职事不
只是传福音--教会的职事是要将天上的旨意带到
地上来。教会怎样将天上的旨意带到地上来呢？
就是在地上祷告。祷告，不是像有的人所想的那
么小的事，那么无关紧要的事，那么可有可无的
事。祷告是一个工作。教会对神说，“神，我们
要你的旨意。”这个叫作祷告。教会知道了神的
心意，教会就开口要那一个，这就叫作祷告。教
会如果没有这个，教会在地上就没有多大用处。
许多灵修的祷告，交通的祷告，求讨的祷告，
决不能代替工作的祷告，职事的祷告。……工作
的祷告，职事的祷告，就是你站在神一边，你要
神所要的。……祷告如果是照着神的旨意，祷告
就是最厉害的东西。教会祷告，就是说，教会把
神的旨意找出来了，教会把神的旨意说出来了。
祷告不只是求告神，祷告也是一个宣告。教会祷
告，就是教会站在神的一边宣告说，人所要的就
是神所要的。教会如果是这样宣告，那一个宣告
就立刻生效。
（摘自《教会祷告的职事》第一篇“教会祷告的职事”第
三部分），全文链接: https://heavenlyfood.cn/books/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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