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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启 

 

壹 纽约市召会秋季华语特会（10 月 16 日至 17

日） 
 

纽约市召会将于 2021 年 10 月 16 至 17 日在 KPCC

营区举行纽约市召会秋季华语特会。召会也会使

用 Zoom 来直播此次特会。 
 

总题：应付神的需要和主恢复中当前的需要 
 

特会时间表： 

日期 时间 内容 

10 月 16 日 

（周六） 

上午 9 点 

至 10 点半 
第一篇信息 

上午 11 点 

至中午 12 点半 
第二篇信息 

下午 3 点 

至 4 点半 

现场特别交

通（没有直

播） 

晚上 7 点半 

至 9 点半 
第三篇信息 

10 月 17 日 

（主日） 

上午 9 点 

至 10 点 
擘饼聚会 

上午 10 点 

至中午 12 点 
第四篇信息 

 

请用此链接报名参加现场特会：
https://forms.gle/JbRig8HJaaebqbrp7 

（参加 Zoom 网路直播不需要报名） 
 

特会纲要、Zoom 聚会信息和其他细节将在召会

网站登出：www.churchinnyc.org/home-chn。 

此次特会不会提供其他语言翻译。 
 

贰 区域性特会（10 月 30 日至 31 日） 
 

Ed Marks 弟兄将参加本次特会。主题：神的美意。

特会将在线举行（链接见下并见于下周召会的网

站 www.churchinnyc.org）。无需报名。将通过

线上翻译功能提供华语、西语和韩语翻译。 
 

Meeting ID: 993 6864 4367 
Passcode: 2021 
Zoom:https://zoom.us/j/99368644367?pwd=SzR3
UHVQTEcwWG9sQW9HdGd3Qmpxdz09 
 

特会时间表： 

日期 时间 内容 

10 月 30 日 

（周六） 

上午 10 点 

至中午 12 点 
第一篇信息 

晚上 7 点半 

至 9 点半 
第二篇信息 

10 月 31 日 

（主日） 

上午 11 点 

至中午 12 点半 
第三篇信息 

 

请注意：此次特会不包括主日擘饼聚会。请圣

徒们各自在当地的召会参加擘饼聚会，然后于上

午 11点加入线上的最后一堂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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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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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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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们值班时间，我们将开始照着顺序追求高峰

真理系列第七册至十四册，每周追求两篇信息。

这八册就是 1994-1997 年的信息汇集。我们欢迎

所有圣徒们都可以打电话进来一起追求。 
 

祷告负担 
 

1. 为上周末举行的国际长老同工训练祷告： 

a. 为训练祷告，主题是“满足神的需要及在

主恢复里现今的需要” 

https://forms.gle/JbRig8HJaaebqbrp7
https://d.docs.live.net/7aff256805f6de3e/Newsletter%20Drafts/www.churchinnyc.org/home-chn
http://www.churchinnyc.org/
https://zoom.us/j/99368644367?pwd=SzR3UHVQTEcwWG9sQW9HdGd3Qmpxdz09
https://zoom.us/j/99368644367?pwd=SzR3UHVQTEcwWG9sQW9HdGd3Qmpxdz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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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为众召会的带领者们祷告（来十三 7） 

2. 为召会生活中所有的家庭得加强祷告 

3. 为儿童、青少年及大专生祷告，并为服事者

们得着加强祷告 

4. 为本周所有的现场或线上的召会聚会和小排

聚会得加强祷告 

5. 为 10 月 16 日至 17 日的周末举行的华语特

会祷告 

6. 为 10 月 23 日至 24 日的周末在线上举行的

北美韩语特会祷告 
 

晨兴圣言  
 

二零二一年七月半年度训练 

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得记结晶读经 
 

第七周 神兴起底波拉作以色列的士师 

并作以色列的母，她实行女人对男人的服从， 

以守住神的定命，并将全以色列带进 

正确的等次，服在神的作王和作头之下 
 

接受基督作大卫的子孙，乃是承认祂的君王

地位，明白我们必须在祂的君王职分和主宰权柄

之下。祂不仅仅作为救主临到我们，更是作为君

王救主临到我们。祂对我们若不是君王，就不能

作我们的救主。我们若不在祂的权柄、行政之下，

我们就不能得救。救恩乃是在祂的行政、祂的君

王职分之下临到我们。我们若说，“哦，主耶稣，

我接受你作我的君王”，我们就会蒙拯救到极点。 

我们若有基督作大卫的子孙，更大的所罗门，

也就会有祂作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真以撒。这

意思是，我们若有国度，我们也就有祝福。这是

生命之福，就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为包罗万有

之灵的三一神之福。我们许多人能作见证，借着

接受基督作我们的君王，我们享受经过过程的三

一神作我们的福。我们越在主的管治之下，就越

享受三一神作我们的福。……马太二十八章十九

节说到信徒被浸入三一神—父、子、圣灵—的名

里，这就是对三一神的享受。作为大卫的子孙和

亚伯拉罕的子孙，基督将我们带进三一神里。只

要我们得着大卫的子孙和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

就得着三一神，并且在三一神里。这就是神国里

神圣的福分（新约总论第九册，八至一○页）。 

要服从就需要有生命的供应、恩典的享受、

十架的作工以及否认己。我们绝不要想凭我们的

己服从。我们要将自己奉献给主，不是要为主作

工，而是单单地服从。姊妹们若作到服从这件事，

召会就会得着加强、丰富和更新。一处地方召会

的姊妹们若服从，召会就会活而刚强、丰富又兴

旺。姊妹们的服从，远比她们作任何的工更有效。

这是姊妹们要学的第一个功课。这不是说，姊妹

们就不必和召会交通了，而是姊妹们必须认识，

她们的位置和地位就是服从（李常受文集一九六

八年第一册，一○四至一○六页）。摘自第一、三

日） 

 

信息选读   

 

诸天之国的实际 

诸天之国的实际，就是召会生活的实际（罗

十四 17），启示在马太五至七章。约翰三章五

节启示，重生就是进入神的国。进入神的国，需

要重生作我们生命的新开始（约三 3，5），而

“进入诸天的国”，要求我们重生以后在生活中

有超凡的义（太五 20）。马太五至七章给我们

看见诸天之国的实际。 

诸天之国的外表 

在马太十三章二十四至四十二节，稗子、芥

菜种、面酵的比喻启示诸天之国的外表。诸天之

国的外表就是基督教国，充满了虚假的事物。稗

子是挂名的假信徒，基督教国里有许多这样的

“信徒”。 

圣诞节就是面酵的一个例子。原来十二月二

十五日是古罗马人庆祝太阳诞生的日子。随着天

主教的广传，吸收了这个古代的节日，因为天主

教带进了千千万万不信的人，他们仍要庆祝自己

神的生日。天主教为了容纳他们，就把十二月二

十五日当作基督的生日。这就是圣诞节这个酵的

来源。 

其实圣诞节与基督或召会毫无关系。在主的

恢复里，我们只有基督。我们没有“教国”。

“教国”是基督加上了别的东西。圣诞节就是

“教国”，是诸天之国的外表。 

在罗马天主教的教宗和枢机主教身上，我们

也能看见基督教国，就是诸天之国的外表。我们

不愿在外表里；我们要在实际里。倘若我们今天

活在诸天之国的实 里，将来我们就会享受诸天

之国的实现。 
（摘自《圣经中的基本启示》第七篇“国度（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