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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晨興 

召會作神的殿 —— 神永遠經綸的目標   

第五篇      基督建造召會作神的殿的路   
• 新、舊約讀經一年一遍 

 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舊約讀經一年一遍 拉一1～二70 三1～ 六22 七1～ 八36 九1～ 十44 尼一1～二20 三1～ 四23 五1～ 六14 

新約讀經一年一遍 林前一1～ 9 一10～ 31 二1～ 16 三1～ 13 三14～ 四9 四10～ 五13 六1～ 16 

• 報告事項 

一、 今天(1/31)中午 12:00 在布蘭諾小會所有布蘭諾與李察遜召會每月一次的兒童服事者交通(有午

餐)。如果需要的話，服事者可帶孩子在小會所用餐。 

二、 2月 6日(週六)上午十點在布蘭諾會所二樓 215室有每月一次的布蘭諾華語姊妹聚會，請姊妹

們互相邀約，同享主恩。 

三、 2016年國際華語特會將於 2月 12日至 14日，在加州安那翰舉行。有意參加的弟兄姊妹不管

是否需要接待，都需要報名。 

四、 由於參加國際華語特會，二月份李察遜召會姊妹聚會延至二月二十日。 

五、 今天午餐後請李察遜華語區的弟兄姊妹負責整潔布蘭諾會所。 

• 聚會 

          例會 

日期 時間 聚會 地點 

主日 
04:00 PM 麥金尼英語禱研背講聚會 麥金尼會所 

04:00 PM 華語禱研背講預備聚會 布蘭諾會所 

週三 

10:00 AM 華語姊妹聚會 布蘭諾會所 

11:30 AM 麥金尼姊妹禱告聚會 麥金尼會所 

07:30 PM 禱告、事奉聚會(麥金尼) 麥金尼會所 

07:30 PM 禱告、事奉聚會(李察遜) 布蘭諾各區 

08:00 PM 禱告、事奉聚會 布蘭諾會所 

週四 
10:00 AM 長青聚會 布蘭諾會所 

10:00 AM 華語姊妹聚會 (李察遜) 廖素芬姊妹家 

週六 
09:30 AM 布蘭諾英語禱研背講 布蘭諾會所 

06:30 PM 青少年聚會 布蘭諾會所 

          預告

日期 聚會 地點 

02 月 12 日 ─ 02 月 14 日 2016 年國際華語特會 加州，安那翰 

04 月 08 日 ─ 04 月 10 日 2016 年春季長老負責弟兄訓練 加州，安那翰 

05 月 27 日 ─ 05 月 30 日 2016 年國殤節特會 華盛頓 D.C. 

07 月 04 日 ─ 07 月 09 日 2016 年夏季訓練 加州，安那翰 

• 李察逊建造新会所的奉献款： 
 预估会所造价 奉献款(2016 年 1 月 24 日止) 

李察逊会所 $ 1,700,000 $ 1,687,959.04 

• 禱告事項 
一、 為 UTD 和 CC校園工作及扶持 UTD 新生讀經小組禱

告。 

二、 為聖徒進入對主話的享受並在主日聚會盡功用禱告。 

三、 為需要更多聖徒來服事青少年禱告。 

四、為更多聖徒(尤其在職聖徒)參加週三禱告聚會禱告。 

五、為聖徒形成禱告，讀經和福音活力排禱告。 

六、為各區、各小排或個別聖徒的特殊需求交通禱告。 

七、求主供應聖徒們和全時間者，藉著電話、講座和個人

訪問與收到聖經恢復本的人繼續聯絡。 

八、為李察遜會所修建財務奉獻禱告。 

• 上週聚會人數統計 
 

  排別 一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九 十 長青 英一 英二 英三 英四 英五 韓一 合計 UTD 週三祷告 主日兒童 主日 

李察遜召會 12 17 15     7   
17 

36     

270 
0 

35  107 

布蘭諾召會 12 7 7 9 7 5 11 23 7  20 19 18  6 72 49 198 

麥金尼召會 FE1  ME1  ME2  MS1 11 AE1   14  46 

主 日分 區 P1 34 P2 25 P3 35 P4 84 ME 46 RC 52 RE 45 NB  禱告分區 P1 12 P2 8 P3 21 P4 31 ME 14 RC 20 RE 15 



新春有感—過年的屬靈意義(續一) 
 

年月日都是新的起頭 

我們屬靈的生命裏，也有屬靈的年、月、日。在舊約，當神帶以色列人過逾越節出埃及時，要帶他

們有一個大的起頭，就告訴他們要以那一月爲一年之首，作他們的正月。(出十二1。)以色列人過逾越

節，就是他們的一個新起頭。那對以色列人來說，不是一個小的起頭，乃是一個大的起頭。慢慢的，他

們事奉神，有敬拜的規模，也有了會幕。民數記告訴我們，他們還有月朔。(十10，二八11。)月朔是一

個月的起頭，這是中等的起頭。一年的起頭是大的起頭，一月的起頭是中等的起頭。不只如此，神還要

他們每天早晨、晚上都有敬拜。(利六9，12。)每一天的起頭，乃是小的起頭。他們的年、月、日，在屬

靈上都有講究。你得救時就是你過逾越節，你這個人有了一個新的起頭。從那個時候起，神就喜歡你每

個月都有起頭。不只如此，神還喜歡你每一天都有起頭。 

當我蒙主恩典得救後，實在是過了逾越節。那時我就盼望，能好好追求主、讀聖經、傳福音並奉

獻。然而人是輭弱的，雖然我有這個心願，但實行起來卻不那麼理想，常常有失敗。許多時候，我回顧

已過一些年日的生活，讀經不像樣，禱告也不行，傳福音也很懶散，財物的奉獻也不忠心。這時正像到

了月尾，月亮不大放光，好像要落下去了。然而真希奇，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屬靈的月朔來了。第一個

月讓它去罷，盼望二月初一重新再來。二月初一起，讀經又新鮮了，禱告也有味道了，傳福音的熱心又

起來了，這個屬靈的月亮又放光了。這樣過了十幾天，裏面越來越明亮，真像十五的滿月一樣。很可

惜，好月不常圓，莫名其妙到了一個早晨，懶得起牀了，讀經也沒有多少味道，禱告也不起勁，傳福音

也沒有甚麼興趣；這個屬靈的月亮又一點一點落下去了。過了十天八天好像又到了月尾，月亮又沒有

了，又是黑夜了。正要覺得灰心時，第三個月又來了，再一個月朔，早晨起來又有一點味道了，讀經又

有一點滋味了，禱告也覺得甜美了，又喜歡傳福音了。相信我們眾人都有過這樣的經歷；這就是過屬靈

的月朔。 

我們不只有月的經歷，還有日的經歷。比方，主日上午我們聽了一篇信息，說到守晨更，要天天早

起親近主，好好讀主的話，與主有交通。我們聽了之後，整天都受感動，晚上擘餅時，巴不得明天早晨

快來到。第二天早晨起來，果然好好的讀經，守晨更，親近主，結果這一天從早到晚，都是過得勝的生

活，一點不失敗。到了週二早晨，還是很早起來，禱告也很新鮮，與主交通也很甜美，整個上午謹慎小

心，沒有失敗。然而到了下午三點，一不小心發了一個小脾氣，有一點失敗了。晚上回家時，好像喪

氣、灰心了。但很奇妙，睡了一晚，早晨起來，又有一個新的起頭。在主面前禱告、交通，裏頭又放明

了，太陽又出來了。這就是過日的經歷。 

這些年、月、日的故事，都是說出屬靈的故事。我們屬靈的故事，小一點的，就是日的經歷；大一

點的，就是月的經歷；再大一點的，就是年的經歷。在這陰曆年的開始，我們所碰到的，不光是初一，

也不光是正月，乃是一個年的起頭。所以在這樣的時候，我們不僅要有日的經歷、月的經歷，還要有年

的經歷。然而很可惜，許多基督徒從得救至今，雖然年年都過年，但在屬靈的事上卻從來沒有過一個

年。有人也許得救五年、十年、二十年了，一到年底，買喫的，買穿的，整理家庭，結束業務，辦理交

待，各面都是在過年，但從屬靈方面說，從來沒有過一個年。他的屬靈生命沒有一個結束，沒有一個新

的起頭，沒有一個新的準備。 

要在神面前過屬靈的年 

有些聖徒每逢年尾的時候，不只在外面隨着年日有一個進展，在裏頭也實在是過一個屬靈的年。他

們每到歲末年初時，都會回到神面前，把一年來在神面前的光景，作一個結束和清算。我們都知道，作

生意的人到年尾時，都要算一算賬；我們作基督徒，到年尾時，也理當在神面前，把屬靈的賬算一算。

若是你們光結算外面的賬，沒有結算裏面的賬，這就是只有外面過年，裏頭沒有過年。 

盼望每一位聖徒，從今年起，年年都能過一個屬靈的年，都能有一個結束，也能有一個新的起頭。

不只在事業、學業、家務，這些外面的事上有結束，更要在裏面、在屬靈的生命上，有一個結束。到了

年尾或年首的時候，都進到神面前，把已往的光景作一個清算、結算；在主面前看看，到底過去這一年

是如何過來的，有多少地方是失敗的，多少地方是得勝的，有多少地方是答應主的要求的，多少地方是

棄絕主的。簡單說，就是要把屬靈的光景帶到主面前，有一個結算，一個清理，好有一個新的開頭，過

一個新的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