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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事
1. 7/14 Montessori school 的执照已拿到，于 7/20
开学。请弟兄姊妹多多代祷，并推荐给朋友。
2. 在新泽西的一周成全训练将于 7/27-7/31 在
Franklin 举行，8/1-2 日为延伸特会。目前已有
400 多人报名，有十多位同工前来参与。请弟兄姊
妹多多代祷，积极参与训练和服事。另外本召会还
要接待 40 多位圣徒需要弟兄姊妹打开家。感谢主！
3. WW 第三小排杰杰弟兄已赴西雅图上班，姊妹和孩子
暂时留在这边，正在卖房子。WW 第一小排远强弟兄
下月一号去加州 Fremont 工作，暂不搬家，姊妹还
在这边，弟兄有心愿再在这附近找工作，请多多为
他们代祷，感谢主！
其它报告
1. 晨兴追求：哥林多后书
2. 小排的追求进度：哥林多后书
3. 生命读经追求:
http://mswe1.org/reading/2013/ls_reading1
4. 新旧约圣经恢复本一年一遍本周进度:
http://rsgamen.org
代祷事项
1. 请圣徒为召会年长的弟兄姊妹的身体祷告。
2. 请圣徒为 Hamilton 召会的福音、多结果子祷告。
3. 请圣徒为青少年的聚会和牧养祷告。
4. 请圣徒为晨兴网普及祷告。
5. 为各位身体上有需求的圣徒代祷。
6. 请为服侍弟兄们代祷。愿弟兄们同心合意，奉献全
人，带头享受主，服事召会。
7. 请继续为 Daycare 的招生，如期开办等事宜。
8. 请为英文组以及青少年组的工作开展代祷。
9. 请为召会的探访负担代祷，加强弟兄姊妹的属灵和
生活的连接，更好的坚固圣徒过正常的教会
真理成全概要—从被掳到归回

从大卫到被掳，乃是从以色列国因大卫得建立，到以色列国
因诸王败坏而亡国被掳。使以色列国得建立的大卫，乃是波
阿斯的后代。在波阿斯身上，我们看见，看重神所赐长子的
名分，而带进建国的君王。在大卫身上，看见人遵行神的旨
意，而作合神心意的人，并战胜仇敌，而建立神的国度，为
着建造神的圣殿。后在所罗门身上，看见神赦免大卫罪过之
恩典的结果，和圣殿的建造。再后在罗波安身上，看见蒙恩
的所罗门堕落的结果，使神的百姓分裂并混乱。继之在耶罗
波安身上，看见在神百姓中制造分裂者的恶果，乃是家破国
亡。后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身上，看见他们的兴衰在于他们
与神的关系，和神对他们的宽容、忍耐与公义的审判，并他
们因终不悔改，而遭亡国被掳。

1，工商福音新泽西相调报告

在 7 月 23-25 日在新泽西 Hamilton 会所，约 60 位弟兄姊妹
从大陆和北美来到一起参加工商福音成全相调。一开始祷
告，就有弟兄摸到圣灵的感觉，灵特别强。有弟兄祷告到
“工商福音面向中国、联于北美”，然后有弟兄叠加祷告说
“辐射全地”，又有弟兄祷告“预备新妇”。借着大家的祷
告，众人就感到的确有圣灵的说话：“工商福音面向中国、
联于北美、辐射全地、预备新妇”。
大家自动的开始做传福音的见证和负担的分享：
• Berkely 的李弟兄见证他们周周出去发单张、接触人、传
福音；各种族的人对福音都很敞开。
• 刚从台湾来 Arcadia 的王弟兄见证到他们夫妻早晨泡透在
主的话中，常常出去传福音。有一次二个福音朋友因为看见
他们就得救。现在大陆工商移民涌进美国，他对工商福音很
有负担。
• Arcadia 的马弟兄站起来说圣灵对他有很强的说话需要对
工商福音有负担，他自己里面有响应，他小排今年已经受浸
了 15 位。
• 大陆的刘弟兄见证到因为他移民北美的弟弟传福音给他，
他和他姊妹一起受浸，然后 2 个月后打开家。由此带进了当
地的召会城中区，过去 5 年这个区已经扩展至 3 个区，有
150 多位当地人得救，很多是工商界人士。去年香港工商相
调后，他姊妹征服了一个很多的难处，开始向他们的员工表
明自己是基督徒，开始向他们传福音。
• 段弟兄分享了得救的经历，见证了工商界的虚空与危险。
• 高弟兄起来交通到最近 Richmond 一对很富裕的工商界的
年轻夫妇婚姻在破裂的边缘，丈夫正准备要自杀，把银行的
秘密等交给妻子后，晚上梦见光明的天使。第二天早晨，弟
兄姊妹去找他们读经，丈夫向弟兄姊妹哭了二次。大家祷告
后，他接受了主，过一周后星期四受浸，累积了 20 年的郁
闷一扫而空。
• 张弟兄带大家读了马太 26 章玛丽亚把极贵的香膏倒在主
头上的经节，然后把自己和姊妹再次更新奉献给主：无论主
是否完全医治他们的身体，他们也不管了，他们愿意抓住机
会服事工商福音，“面向中国、联于北美、辐射全地、预备
新妇”。
• 然后张弟兄问愿意奉献的举手，大家全体站起来举手奉献。
张弟兄，杨弟兄，吴弟兄，郑弟兄，李弟兄，刘弟兄，林弟
兄等一起奉献并祷告祝福大家的奉献！
25 日中午本召会部分负责弟兄们和工商界的弟兄姊妹
有互动交通，弟兄们简单交通了 Hamilton 召会蒙恩的历史，
特别表达了新会所能为主的身体所用而无比喜乐，希望常有
这样在主里的相调，让各处的弟兄姊妹同得鼓励与建造。荣
耀归于主！

2，暑期新泽西华语成全训练报告

4、祷告，被圣灵充满：

一年一度的暑期新泽西华语成全训练将于 7 月 27 日（周一）
早上至 7 月 31 日（周五）中午在 Church in Franklin 的会
所举行。届时将有来自北美各地众召会的学生、青职和服事
者一同参与，台湾也有近 10 位同工前来扶持训练。这是非
常难得的机会，我们鼓励所有学生，校园服事者及在家的圣
徒积极参与训练。
若是您的工作繁忙，无法参与训练，从 7 月 31 日周五晚至
8 月 2 日主日中午将有特会，我们鼓励您至少都能圣别时间
参与周末的特会。具体信息如下：

训练日期：七月二十七日（周一早）至七月三十一日（周五
中午）特会日期：七月三十一日（周五晚）至八月二日（主
日中午）
地点: 新泽西州 富兰克林召会，24 Evelyn Ave, Franklin
Park, NJ 08823
训练报到: 七月二十六日（主日）下午四时，会所电话:
(732) 297-8430
训练负担：
主的恢复在未来的 30 年当如何往前？我们的负担是年轻人
需要看见，主在外部已经预备了一个终极的局势，我们需要
拿起终极的责任，完成祂终极的行动。未来的 30 年极其重
要。我们现在需要在以下几方面把倪弟兄、李弟兄所看见的
“全体事奉，身体配搭，在奉献上作绝对的人”的异象和负
担实行出来：

1、要全体都会作：
倪弟兄在 50 年代的负担，以及李弟兄在 80 年代的负担，就
是要“全召会起来作”，全体起来传福音，全体起来造就，
全体起来尽功用。有一天我们都会过去，我们今天能作的，
要全体都会作。这与 50 年代倪弟兄、80 年代李弟兄的负担
是一样的。我们今天不是培养“精英”，而是全体尽功用。
借着在家里实行召会的生活，借着成全圣徒带进人人尽功用。
2、要能“带”的人，不是能“代”的人：
不是作“代替”的人，而是“带领”的人。户兰被成全不是
作“柱子”，而是“成全作柱子”的人。这是一个更大的挑
，就是我们要成全人，
们带领别人奉献过 ，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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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被圣灵充满，要禁食祷告。1）为每位你挂的人
过奉献的关祷告；2）为要来的 30 年祷告；3）为全体尽功
用祷告；4）为得着得胜者、转移时代的人祷告；5）为校园
核心圣徒祷告。把成全人的负担、精神传递给他们。

罗马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藉着神的怜恤劝
你们［或，恳求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圣别并讨
神喜悦的活祭，这是你们合理的事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