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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启 

壹 二零二一年国际国殇节特会（继续） 
 

特会时间表： 

日期 时间 聚会内容 

5 月 30 日 主日 上午 10 点 擘饼聚会 

上午 11 点 第四篇信息 

晚上 7 点 第五篇信息 

5 月 31 日 周一 上午 10 点 第六篇信息 
 

特会链接如下： 
https://zoom.us/j/92001843320?pwd=bEVsbmZ6S
VBldDNXVFV6RzdnNjFUdz09 

Zoom 聚会号码: 920 0184 3320 密码: 2021 

电话：+19294362866,,92957672439# 
 

贰 二零二一年七月半年度训练读经进度 
 

七月半年度训练读经将于 6 月 1 日（本周二）

开始。读经进度表见于召会网站：
www.churchinnyc.org 

 

叁 二零二一年暑期真理学校教师训练（六月

五日） 
 

鼓励父母们和所有青少年（包括六年级生）的服

事圣徒们参加为期一天的交通。即使你未必能参

加今年的暑期真理学校，我们盼望你能参加教师

训练，和我们一同进入今年暑期真理学校的负担。

相信这次交通能够帮助我们这一年对青少年的牧

养。 
 

聚会时间表： 

聚会内容 时间 

第一场信息 上午九点半至 10 点半 

休息 上午 10 点半至 10 点 45 分 

第二场信息 上午 10 点 45 分至 11 点 45 分 

午餐 上午 11 点 45 分至下午 1 点 

第三场信息/ 

与父母的交通 
下午 1 点至 2 点 

 

日期：周六，2021 年 6 月 5 日 

时间：上午 9 点半至下午 2 点 

聚会网站：https://pursuewiththose.org/ 

主题：课本第二级：三一神--三一神与基督的

身位和工作 

报名：请用链接 https://tinyurl.com/4bf8znd2 报

名参加教师训练。 
 

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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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国殇节特会，周一组这周暂停值班，

下周恢复正常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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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负担 
 

1. 祷告所有的圣徒都“穿上信和爱的胸甲，并

戴上救恩之望的头盔”（帖前五 8），打属

灵争战 

2. 为国殇节特会祷告
(https://www.churchinnyc.org/announcements

/2021-memorial-day-conference/) -- 特会的主

题是：认识真理，对真理绝对，并在现今邪

恶的世代宣扬真理 

https://zoom.us/j/92001843320?pwd=bEVsbmZ6SVBldDNXVFV6RzdnNjFUdz09
https://zoom.us/j/92001843320?pwd=bEVsbmZ6SVBldDNXVFV6RzdnNjFUdz09
http://www.churchinnyc.org/
https://pursuewiththose.org/
https://tinyurl.com/4bf8znd2
https://www.churchinnyc.org/announcements/2021-memorial-day-conference/
https://www.churchinnyc.org/announcements/2021-memorial-day-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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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传福音给五年级的孩子们作跟进祷告--在

已过的主日，至少有 20 个孩子祷告接受主： 

a. 每个孩子都有得救的确信和喜乐 

b. 他们的受浸 

c. 每个家庭全家得救 

4. 为所有要来的夏季活动祷告： 

a. 7 月的半年度训练 

b. 暑期大专训练 

c. 华语成全训练 

d. 暑期真理学校 

e. 亲子圣经营 

5. 为这周所有九个会所的小排聚会,召会聚会和

所有的服事祷告 
 

晨兴圣言 

二零二零年国际华语特会 

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内在并生机的建造 
 

第一周 召会内在的素质， 

为着召会生机的存在 
 

基督成为召会的素质，乃是借着释放出神圣

的生命。……借着基督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

这神圣的生命得着了释放，使基督得着繁增（约

十二 24）。……借着祂的死，神圣的生命就从

一粒麦子释放出来，进到许多子粒里。 

这释放出来的神圣生命，已经分赐到我们这

些信基督的人里面。这事发生在基督复活的时候。

祂的复活包含了我们（弗二 6）。我们都在祂里

面，同着祂并借着祂复活了。……在基督的复活

里分赐到我们里面的神圣生命，乃是召会，就是

基督生机身体内在的素质（生机建造的召会作基

督的身体成为经过过程并分赐之三一神的生机体，

一〇至一三页）。 

召会存在于宇宙中，乃是神唯一的宇宙召会，

使神得着宇宙的彰显，就是神的丰满（林前十

32，十二 28，弗三 19 下）。甚至召会的存在也

是生机的。三一神在哪里，哪里就有这活的、生

机的召会，因为这召会如今与经过过程并分赐的

三一神是一。召会与经过过程并分赐的三一神不

是两个实体，二者已经成为一个实体。这样的召

会是不可能分裂的。 

召会分布于地上许多地方，成为许多地方召

会，作祂在地方上的彰显（启一 4 上、11）。就

宇宙一面说，召会存在于宇宙中。就地方一面说，

这个召会彰显于许多地方，成为许多地方召会。

有人说各地方上的彰显，应当彼此不同，这是错

误的教训。这种错谬的教训是由于没有看见召会

是生机的，是有内在素质的。……在彼得与保罗

的时候，各地方召会都有同一个内在的素质。今

天，地上的众地方召会也只有一个内在的素质，

所以召会是不能分裂的，也是不能分开的。（摘

自第二、三日） 
 

团体追求:《真理信息》第一章：真理的柱石和

根基 

 

信息选读 
 

耶稣基督的灵 

在腓立比一章十九节，保罗说到“耶稣基督

之灵全备的供应。”全备的供应乃是在于耶稣基

督的灵。这灵带着耶稣经过成为肉体，并经过三

十三年半在地上的为人生活。主耶稣多年凭着里

面的灵过着圣别、无罪的生活。这一位灵带着耶

稣经过死，进入复活。然后神的灵就成为耶稣基

督的灵。借着这样漫长的过程，人性、为人生活

和受苦、基督的钉十字架、复活甚至升天等等元

素，都与这一位灵复合在一起了。 

我们所接受的那灵不仅仅是神的灵，单有神

圣的元素。我们基督徒所接受的那灵，乃是那复

合着神性、人性、为人生活、受苦、钉十字架、

复活、与升天的灵。神是在这灵里；耶稣被拔高

的人性、为人生活和受苦，也是在这灵里；基督

的死、复活、升天，都是在这一位灵里。因此这

灵有全备的供应。保罗因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

供应，就能忍受逼迫和监禁。这供应成了他个人

天天的救恩。甚至在捆锁和监禁中，他仍然显大

基督，并且活基督（腓一 19～21 上）。他显大

基督，不是凭着他的能力或自己的力量，乃是借

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 
（摘自《圣经中的基本启示》第三篇“那灵的应用”第四

至六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