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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启 

 

壹 二零二一年国际感恩节特会 
 

特会将于二零二一年 11 月 25 日至 28 日（周四

至主日）在线举行。  
 

总题：活在神圣三一里并与神圣三一同活 
 

访问召会网站 www.churchinnyc.org 可取得聚会

时间表、纲目和聚会链接。特会将经由 Zoom 翻

译功能提供中文、西语和韩语的翻译。  
 

特会 Zoom 链接:  
https://zoom.us/j/98956593911?pwd=K2JmbzJnRU
ErYmREWWY5Zm1XN0pMdz09  
Meeting ID: 989 5659 3911 Passcode: 2021  

电话: +1 929 205 6099 US (New York)  
 

特会时间表:  

日期 时间 信息 

11 月 25 日  

(周四)  
晚上 7 点  第一篇信息  

 

11 月 26 日  

(周五)  

上午 8 点  
第一篇信息  

(重播)  

上午 10 点  第二篇信息 

晚上 7 点  第三篇信息 

11 月 27 日  

(周六)  

上午 10 点  第四篇信息  

晚上 7 点  第五篇信息  

11 月 28 日  

(主日)  

上午 10 点  各区擘饼聚会  

上午 11 点  第六篇信息  
 

请注意：圣徒们可以在主日早上 10 点参加所在

区的擘饼聚会，然后于上午 11 点参加特会最后

一堂聚会。  
 

二零二一年国际感恩节特会标语  
 

活在神圣三一里，就是住留在祂里面，停留在祂

里面，以祂作我们的家而居住在祂里面；与神圣

三一同活，就是让祂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祂

的同在，祂的人位，作我们的享受。 

 

与神圣三一同活，就是有复活的基督活在我们里

面；复活的意思是：一切都是出于神，不是出于

我们；只有神能，我们不能；一切都是神作的，

不是我们作的。 
 

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受苦之耶稣与复活之基

督的灵--全备的供应，就能与神圣三一同活，这

供应使我们能活基督并在任何境况中显大祂。 
 

对神圣三一丰满的经历和享受--有分于神的爱、

主耶稣基督的恩、并圣灵的交通--乃是借着那今

是昔是以后永是者，借着七灵，并借着那忠信的

见证人、死人中的首生者、为地上君王元首的耶

稣基督，得着终极完成。 
 

贰 二零二一年 12 月半年度训练 

二零二一年 12 月半年度训练（撒母耳上、下结

晶读经）将只提供录影训练。用以下链接向纽约

市召会报名：http://bit.ly/nycregistration，截止日

为 12 月 6 日。训练日期和聚会时间后续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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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urchinnyc.org/
https://zoom.us/j/98956593911?pwd=K2JmbzJnRUErYmREWWY5Zm1XN0pMdz09
https://zoom.us/j/98956593911?pwd=K2JmbzJnRUErYmREWWY5Zm1XN0pMdz09
http://bit.ly/nyc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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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众圣徒每早晨与主个人的交通，并在每日

阅读并享受神的话上得加强祷告 

以赛亚书三十 15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

说，你们得救在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于

平静信靠；你们竟自不肯。 

马太福音四 4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人

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

切话。” 

2. 为纽约市召会生活的往前祷告 

a. 众圣徒借着个人接触，探望和家聚会彼

此牧养 

b. 召会生活里的所有的家得加强 

c. 主加强这周所有的小排聚会和召会聚会 

d. 所有的服事得加强 

3. 为青少年和大专圣徒祷告—所有的初、高中

生和大专圣徒在他们的校园里作“地上的盐”

和“世上的光”（太五 13～14） 

4. 为 11 月 25 日至 28 日的周末在线举行的 2021

年国际感恩节相调特会祷告（访问召会网

站 www.churchinnyc.org 获取更多细节） 

5. 为主在欧洲的行动祷告： 

a. 已过周末在英国举行的 2021 年欧洲大专

秋季特会 

b. 有负担的圣徒们移民去 6 个欧洲目标城市

（巴塞罗那，布鲁塞尔，都柏林，里斯本，

罗马，和苏黎世） 
 

晨兴圣言 
 

二零二一年春季长老负责弟兄训练  

召会生活之恢复极重要的因素 
 

第一周 因素一：与主合作带进 

新的复兴，以终结这个世代 

今天我们从主所看见的，……乃是神中心的

线，就是神的经纶，以基督为中心与普及，也就

是以基督为中心、实际和一切。这位基督如今是

赐生命的灵，内住于我们重生的灵，与我们的灵

成为一（林前十五 45 下，六 17）。 

为着这样一个高深奥妙的启示，主需要一个

模型。祂需要一班团体的人，借着这神圣启示的

高峰，凭着祂的恩典被兴起来，过一种照着这启

示的生活。……过钉十字架的生活，好叫我们能

活基督，这个模型在哪里？……借着耶稣基督之

灵全备的供应而活基督、显大基督，这个模型在

哪里？这种生活在哪里？这些启示都释放出来了，

并且这些信息也都印成了书，但是模型在哪里？

（过照着神启示之高峰的生活，二九页）。 

召会是爱的家，为着养育儿女。召会也是医

院，为着医治并恢复有病的人。最后，召会也是

学校，为着教导并造就尚未学习的人，就是那些

没有多少认识的人。召会既是家、医院和学校，

同工和长老就应当与主是一，在爱里养育、医治、

恢复并教导人。 

爱遮盖人并建造人，所以为着建造基督的身

体，在我们的所是所作上，爱乃是极超越的路。 

我盼望因着我们接受有关牧养的这个负担，

在我们中间会有真正的复兴。众召会若都接受这

教训，有分于基督奇妙的牧养，在主的恢复里就

会有一次大的复兴。我们在已过讲说并教导了很

多，但很少牧养。牧养和教导应当像双脚，为着

我们与主一同行动。我们的牧养该一直带着教导，

而我们的教导也应当一直带着牧养（活力排，九

三至九五、四九页）。（摘自第三、六日） 
 

团体追求：《神在祂与人联结中的历史》第十

三篇 借着摩西在祂选民身上的工作（三）训练

他们敬拜并分享神，且过圣别、洁净并喜乐的生

活 

 

经节选读  

彼得前书二 4～5，9，25 

二 4 你们来到祂这为人所弃绝，却为神所拣选

所宝贵的活石跟前， 

二 5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

圣别的祭司体系，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

属灵祭物。 

二 9 惟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

体系，是圣别的国度，是买来作产业的子民，要

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祂奇妙之光者的

美德； 

二 25 你们好像羊走迷了路，如今却归到你们魂

的牧人和监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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