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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启
壹 二零二二年华语成全训练（7 月 27 日至 31
日）
2022 年华语成全训练将全程在线举行，时间是
7 月 27 日（周三）傍晚至 7 月 31 日（主日）下
午。每天有三个系列的信息和一个特别交通。
报名费用是每个人 25 美元，请自行交给区负责
弟兄。报名链接是：
https://forms.gle/X1pBWu8UfThi6eMT8。

叁 二零二二年纽约市召会的亲子圣经营（继
续）
8 月 20 日（周六）现场活动（上午 10 点-下午 6
点, 毗努伊勒营地 288 Hickory Bush Rd., Kingston,
NY 12401)
圣经营接受将升入 Kindergarten 到 6 年级的孩子
们参营（青少年们可以当助手）。请预留这日子，
并持续关注更多详情。
肆

聚会的 Zoom 链接和时间表会在聚会开始前几天
用电子邮件发至报名登记的邮箱，也会放在召会
网站中文首页：
https://www.churchinnyc.org/home-chn/
贰

二零二二年东北区暑期真理学校

执事室值班时间

因着暑期中召会活动频繁，执事室电话值班将暂
停七月至八月的服事，九月初劳工节之后恢复正
常值班服事。

祷告负担

2022 年东北区暑期真理学校的细节如下：
主题：第三级教材：二灵 – 圣灵和人的灵
日期：
8 月 1 日-7 日--高中生（2022 年 9 月将升入 9 至
12 年级的学生）
8 月 8 日-12 日--初中生（2022 年 9 月将升入 7 至
8 年级的学生）
地点：金士顿毗努伊勒基督徒中心(KPCC)，亦
称作毗努伊勒营地
费用：
费用

成人

大专生

青少年

高中生期间

$395

$335

$260

初中生期间

$265

$225

$175

请查询网站：www.pursuewiththose.org 获取更
多资讯，或与所在区的青少年服事者们交通。

1. 为众圣徒重新点燃他们对主上好的爱，对主
的奉献和对神家的热心祷告（提后一 6~7；
罗十二 1~2；约二 17）
2. 为新得救的五、六年级孩子们祷告—至少十
一位上个主日在不同的会所受浸，祷告：
a. 所有最近得救的孩子们都能受浸
b. 所有新得救的孩子们都有得救的喜乐
c. 他们在家里和召会生活里都能接受正确的
牧养
3. 为已过周五(在线上)和周六（在一会所）的
亲子圣经营作跟进祷告—85 个家报名参加，
包括 102 个孩子，可能超过 250 位参加了周
六的现场活动
4. 为列王纪上下结晶读经训练释放的话语成为
纽约市和主的恢复众召会的祝福祷告
5. 为 7 月 27 日至 31 日的华语成全训练祷告
6. 为青少年祷告：
a. 7 月 27 日至 31 日在巴西举行全国青少年
特会
b. 7 月 31 日至 8 月 6 日在波兰举行欧洲青
少年特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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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8 月 1 日至 12 日举行东北区暑期真理学
校

晨兴圣言
二零二一年冬季训练

撒母耳记结晶读经

第十周
大卫、米非波设以及神的恩慈
我们得救的起头是靠恩典，我们保守这得救
也是靠恩典。许多人错误地以为得救的起头是靠
恩典，保守这得救是靠行为。这是没有的事。我
们应当知道，得救是什么条件，就保守也是什么
条件。我是因耶稣得救的，我也是因耶稣得蒙保
守到底。米非波设虽然常与王同席吃饭，但他的
两腿仍是瘸的。
你不该看你的自己，乃要看神所给你的丰富。
我们每一次回头看自己，我们就没有平安。人的
眼睛，是为着看外面的，不是为着看里面的。自
省不是我们的本分。我们的眼睛如果一直仰望主，
就要从荣耀到荣耀，变成祂的形像了。如果我们
回头看自己，就不过像米非波设一样，两腿仍是
瘸的。我们得救了，就得着一个新生命，有圣灵
住在里面，整个人都是新的。
只有享受基督作我们生命的供应和我们的喜
乐，才能叫我们心存慈怜。我们若是心存慈怜，
就会彼此饶恕（参弗四 32）。在我们日常的行
事为人里，我们需要饶恕别人，也需要求别人饶
恕我们。这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很容易被人得罪，
也很容易得罪别人。我们若得罪某人，我们需要
求他饶恕。但是我们若被人得罪，我们就需要饶
恕别人，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 摘
自第四、六日）

团体追求：《生命树》第四章
第五章 生命树的果子

神殿里的肥甘；

信息选读
贰 默默无声
第二，当你这样在灵里碰着神之后，你还得
学一个功课，不要太快的开口。我们碰着神的时
候，不必大喊大叫，越肃静越好，越安静越好。
我们在祷告的事上必须学一个厉害的功课，
就是能把你整个的人从外面掉回来，能把你整个
的人都停下来，回到灵里头来朝见神。正像诗人

所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祂的荣美。耶
和华的殿就是我们的灵。我们要整个人回到灵里
头，停在灵里头，在祂面前默默无声。我再说，
这一个是需要操练的。
叁 瞻仰神的荣美
接着第三点（当然这个次序不是律法的，不
是呆板的，不过大概是这样，或者说最好是这
样）。你在静默中要学习瞻仰神的荣美。这也是
好些基督徒不会作的事。瞻仰神的荣美就是说，
你在灵里头把神好好的看一看，再看一看。当你
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你要学习把许多的话都停
下，把许多的话都摔掉，单单回到灵里，朝见祂，
碰着祂，在祂面前默默的看看祂，瞻仰祂；再看
看祂，再瞻仰祂，再欣赏祂，再赏识祂。这是非
常甜美的，也是该作的。千万不要以为说，祷告
就是求神作事。
肆 求问
到了这一个时候，就可以开口了。但这个开
口，不是求告，也不是求讨，乃是求问。……最
好的祷告乃是求问。当你这样碰着神，默默无声，
瞻仰祂的荣美，你就可以和祂商量，问祂说，神，
我现在可不可以求问一件事情？这是最甜美的祷
告。
哦，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很少是
脱离野蛮的。我们从来不会静默的瞻仰祂的荣美，
看祂的眼目行事，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们必
须在祷告中学习作个求问的人。我们要问主说，
主，我这个时候可不可以求问你一件事？然后你
就看看祂，若是祂不太高兴，你就不求了。若是
祂说，好吧。那么你就说，主，我怎样求法？这
个就叫作求问。也许你说，我求得这么慢，那事
情就糟了，人死了怎么办？弟兄姊妹们，一直要
记得，时间是在主的手中，祂是超时间的。如果
祂要拯救你的兄弟，不要说病了，就是死了也能
复活，就是臭了也能变作新鲜的。你应该信这一
位主是永不误事的。所以最好的祷告，就是求问。
但求问是从安静来的，人若没有碰着神，没有在
祂面前安静过，没有瞻仰过祂的荣美，人就不懂
什么叫作求问。
（摘自《如何享受神及操练》第五篇“如何祷告享受神”
第 3 部分）

87-60 Chevy Chase Street, Jamaica Estates, NY 11432 | (718) 454-1826 | ServiceOfficeNYC@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