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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四年美东北华语秋季特会信息纲目
第一篇 神的梦─
神的梦─永远的伯特利

读经：
读经：
创二八 12 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顶通着天，有神的使
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创二八 16~19 上 雅各睡醒了，就说，耶和华真在这地方，我竟不

知道。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
家，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
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10 我在灵里，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
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看。

启二一

壹 神的梦乃是祂永远定旨的梦，要得着伯特利的实际；神在这宇

宙中只作一件事─建造祂永远的居所，使祂得着永远的彰显 ─
创二八 11~12、16~19 上，太十六 18：
基督是伯特利的实际，是神永远定旨的梦每一方面的实际 ─创
二八 10~22：
神的渴望，祂的梦，是要我们借着吃基督而被基督顶替；那在
耶稣身上是实际者，乃是借着我们吃基督以享受基督，而成为基
督身体的实际 ─约六 57，徒九 4~5，林前十二 12，西三 10~11，
腓一 19~21 上，参诗十六 11。
我们需要祷告，求主把我们都带到高山，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从
自己里面释放出来，提到一个新的境界，一个超越的境地，是我
们从前所没有达到的，好叫我们能有一个超脱的眼光来看神这荣
耀的异象 ─启二一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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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

第二篇 成全柱子使主的恢复得以扩展

创二八 16~19 略）
彼前五 10 但那全般恩典的神，就是那曾在基督耶稣里召你们进入
(

祂永远荣耀的，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
你们，加强你们，给你们立定根基。
12 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绝不再从那里
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城的名，（这城就是由天上从我
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

启三

壹 主的恢复正在开展，并要快速地开展，但主的恢复扩展的速度

在于柱子；如果在要来的年日中，许多青年人被成全，主的恢复
就要快速地开展 ─太二四 14，徒一 8，八 4，约十七 23，弗四
12、16：
雅各的梦揭示，神渴望在地上有一个家，祂的心意是要将祂所
呼召的人变化为石头，柱子，就是为着祂建造的材料 ─创二八
10~22，太十六 18，彼前二 4~5，启三 12。
约瑟之梦的异象控制他的生活，并指引他的 为；约瑟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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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神对召会的定旨：
神对召会的定旨：借圣别得着完满的神圣
儿子名分，
儿子名分，作神团体的彰显
读经：
弗一 3~6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祂在基督里，
曾用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祝福了我们；就如祂在创立世界以
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爱里，在祂面前，成为圣别、
没有瑕疵；按着祂意愿所喜悦的，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
儿子的名分，归于祂自己，使祂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恩典是
祂在那蒙爱者里面所恩赐我们的。
来二 10~11 原来万有因祂而有，借祂而造的那位，为着要领许多
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就借着苦难成全他们救恩的创始者，这对祂
本是合宜的。因那圣别人的，和那些被圣别的，都是出于一；因
这缘故，祂称他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
帖前五 23 且愿和平的神，亲自全然圣别你们，又愿你们的灵、
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 们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得以
完全，无可指摘。
壹 神对召会的定旨有三要项：
一
召会必须有完满的儿子名分 ─弗一 4~5。
二 借着召会，使仇敌得知神万般的智慧；召会成了神的诗章，
作基督一切所是的智慧展
示 ─ 三 10 ，二 10 ，林前一 30 。
三
神的定旨是要借着召会，将万 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
之下 ─弗一 10、19~23。
贰 神按着祂的心愿，在祂目的里的永远定旨，乃是要得着许多的
儿子；神渴望得着许多儿子，团体地作祂的彰显─3~6 节，三 11，
罗八 28~29，约一 12~13，启二一 7。
叁 神拣选祂的子民，叫他们成为圣别，目的是要使他们成为神的
儿子，有分于神圣的儿子名分；在已过的永远里，父神“拣选了
我们，使我们……成为圣别……得儿子的名分” ─弗一 4~5：
肆 基督作救恩的元帅，借着圣别，生机地拯救神许多的儿子，而
领他们进入荣耀，就是神团体的彰显里；圣别就是神的“子化”
─来二 10~11，弗一 4~5，帖前五 23，罗五 10。
第四篇 实行召会生活极重要的经历：
实行召会生活极重要的经历：召会生活作为
在基督的身体这一个新人里之生活的各方面
读经：
弗四 12－14 为要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职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
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都
达到了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
认识上的一，达到了长成的人，达到了基督丰满之身材的量，使
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为波浪漂来漂去，并为一切教训之风所摇荡，
这教训是在于人的欺骗手法，在于将人引入错谬系统的诡诈作为。
弗四 16 本于祂，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依
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
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壹 我们若要实行召会生活，作为在基督的身体这一个新人里的生
活，就需要经历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 弗四 12、16、18、21、
24、30。
贰 为着召会生活作为在基督的身体这一个新人里的生活，我们需
要达到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 13 节。
叁 要保守召会生活，作为在基督的身体这一个新人里的生活，我
们就必须分辨教训之风为着其目的之内在的因素 弗四 14。
─

─

─

肆 召会生活就是在基督的身体这一个新人里的生活，在这生活里，
我们都需要学基督 弗四 20。
第五篇 建造召会作基督的身体：
建造召会作基督的身体：借着对内住基督的内里经历
读经：
弗三 16－21 愿祂照着祂荣耀的丰富，借着祂的灵，用大能使你们
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
们在爱里生根立基，使你们满有力量，能和众圣徒一同领略何为
那阔、长、高、深，并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使你们被充满，
成为神一切的满。然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极其充
盈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在召会中，并在基督耶
稣里，荣耀归与祂，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弗二 21－22 在祂里面，全房联结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你们
也在祂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
壹 以弗所一章十节启示，在时期满足时的经纶里，神要借着召会
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神对召会之定旨的这一面
与建造有关 二 21~22，四 16：
贰 我们若要有分于神圣建造的工作，就需要认识神的经纶和神中
心的工作，并让神在基督里把祂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 三 9、17
上：
叁 建造召 会 作基督的身体，是借着 对内住 基督的 内 里经 历
16~17 节上，四 12、16，二 21~22： 基督建造召会，是借着把祂
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就是进到我们的灵里，并从我们的灵扩展
到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里，好占有我们的全人 提后四 22，
─

─

─

─

─

林前六 17，弗三 17 上。

属灵书报追求进度：
属灵书报追求进度：
1.晨兴追求：创世纪结晶读经三十三周
2.小排的追求进度：创世纪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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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事项：
报告事项：
1.来自美东北区 23 处召会约七百位圣徒和福音朋友参加了特会。
2.11 月 1 日周六早上的福音聚会，有从各地来的将近 100 位圣徒
和 50 位福音朋友 参加。 Church in Hamilton 有 6 位 圣徒 与
Church in Newton, Church in NYC, Church in Dunn Loring
的圣徒一同配搭服事福音聚会。感谢主祝福了我们在身体里的配
搭，聚会满了圣灵强的运行。几乎所有的福音朋友都起来呼求主
名，最后 27 位福音朋友受浸。主日后又有一位受浸，感谢主！
3.关于接待安排，由于有关细节的交通较迟，也没有在前一个主日
收集可以提供接待的相关信息。时间上有些仓促。然而，在发出
email 通知的一天之内，我们就受到了不少圣徒乐于接待的回复。
加上弟兄们个别的交通，以及姊妹微信群的询问，至周三晚上，
sign up 的圣徒数目超出了接待的需要。感谢主给我们这弟兄相
爱的实际。
4.请邀请朋友参加新一期的初信成全训练将在 10 月 26 日预训，11
月 9 日正式开始训练，请鼓励小排的初信弟兄姊妹参加。
5.冬季训练报名已截止。共 16 位弟兄姊妹报名。
6.2015 年北美学者学人访问台湾将于 2 月 21-22 日在台湾举行。
欢迎弟兄姊妹报名参加。

代祷事项
1. 请圣徒为郭涛弟兄、杨慧姊妹这个家代祷。
2. 请圣徒为余洁麟弟兄、陈泽全弟兄的身体全面康复祷告。
3. 青少年的聚会和牧养。
4. 为各位身体上有需求的圣徒代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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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请继续为 Daycare 的明年开办代祷：执照申请、聘请教师、招
生及建造 playground，如期开办等事宜。
7. 请为蒙哈利的圣徒与英文组圣徒有进一步交通，彼此牧养与实行，
继续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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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