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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晨兴 

召会作神的殿 —— 神永远经纶的目标    

第六篇  成为神圣奥秘的人，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为着建造神那神圣奥秘的殿     
• 新、旧约读经一年一遍 

 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旧约读经一年一遍 尼六15～ 八18 九1～十39 十一1～ 十二47 十三1～ 31 斯一1～三15 四1～七10 八1～ 十3 

新约读经一年一遍 林前六17～ 七24 七25～ 八13 九1～ 27 十1～ 13 十14～ 十一6 十一7～ 26 十一27～ 十二11 

• 报告事项 

一、 今天（2/7）下午 12:45 在交通室有二月份的青少年服事者交通。 

二、 2016 年国际华语特会将于 2 月 12 日至 14 日，在加州安那翰举行。有意参加的弟兄姊妹不管

是否需要接待，都需要报名。 

三、 2/20 (周六) 下午 3:30 到 9:00 在欧文会所(3600 Esther Rd, Irving, TX)有达福区所有华语圣徒的

相调，有爱筵。 

四、 2/26(周五) 晚上 7:00-9:10 有布兰诺第四区的福音聚会。 

五、 由于参加国际华语特会，二月份李察逊召会姊妹聚会延至二月二十七日。 

六、 2016 年春季大专特会将于 3 月 4 日至 3 月 6 日在 Latham Springs Baptist Encampment 举行。 

七、 今天午餐后请李察逊英语区的弟兄姊妹负责整洁布兰诺会所。 

• 聚会 
          例会  

日期 时间 聚会 地点 

主日 
04:00 PM 麦金尼英语祷研背讲聚会 麦金尼会所 

04:00 PM 华语祷研背讲预备聚会 布兰诺会所 

周三 

10:00 AM 华语姊妹聚会 布兰诺会所 

11:30 AM 麦金尼姊妹祷告聚会 麦金尼会所 

07:30 PM 祷告、事奉聚会 (麦金尼) 麦金尼会所 

07:30 PM 祷告、事奉聚会 (李察逊) 布兰诺会所 

08:00PM 祷告、事奉聚会 布兰诺各区 

周四 
10:00 AM 長青聚会 布兰诺会所 

10:00 AM 华语姊妹聚会 (李察逊) 廖素芬姊妹家 

周六 
09:30 AM 布兰诺英语祷研背讲 布兰诺会所 

06:30 PM 青少年聚会 布兰诺会所 

          预告
日期 聚会 地点 

04 月 08 日 ─ 04 月 10 日 2016 年春季长老负责弟兄训练 加州，安那翰 

05 月 27 日 ─ 05 月 30 日 2016 年国殇节特会 华盛顿 D.C. 
07 月 04 日 ─ 07 月 09 日 2016 年夏季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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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日止) 

李察逊会所 $ 1,700,000 $ 1,690,669.04 

• 祷告事项 
一、 为 UTD 和 CC校园工作及扶持 UTD 新生读经小组祷

告。 
二、为圣徒进入对主话的享受并在主日聚会尽功用祷告。 
三、为需要更多圣徒来服事青少年祷告。 
四、为更多圣徒(尤其在职圣徒)参加周三祷告聚会祷告。   

五、为圣徒形成祷告，读经和福音活力排祷告。 
六、为各区、各小排或个别圣徒的特殊需求交通祷告。 
七、求主供应圣徒们和全时间者，借着电话、讲座和个人

访问与收到圣经恢复本的人继续联络。 
八、为李察遜会所修建财务奉献祷告。 

• 上周聚会人数统计   
排別 一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九 十 长青 英一 英二 英三 英四 英五 韩一 合計 UTD 周三祷告 主日儿童 主日 

李察逊召会 11 17 15     8   
20 

 21     

252 
0 

36  112 

布兰诺召会 14 9 6 13 20 6 10 15 9  24  12  9 74 49 213 

麦金尼召会 FE1  ME1 A13 ME2  MS1 A13 AE1   17  61 

主日分区 P1 35 P2 27 P3 42 P4 89 ME 61 RC 56 RE 46 NB  祷告分区 P1 14 P2 7 P3 19 P4 34 ME 17 RC 22 RE 14 
 



新春有感—过年的属灵意义（续二） 
 

年月日的转换在于光体 

关于年、月、日，有两个原则非常重要，一是与光体发生关系，一是死而复活的原则。我们先

来看第一点——年、月、日的问题，都是和光体发生关系。日是地球绕太阳的自转，年是地球绕太

阳的公转。每二十四小时，地球自转一周，看见太阳出来一次。每三百六十五天，地球绕太阳公转

一周，这是个大循环的开始。不论是日还是年，它的转换都在于太阳。一个大的循环，就是一年，

一个小的周转，就是一天。至于月呢？乃是在于月球绕地球的转动。这些年、月、日的转换都在于

光体。光体来了，年来了；光体来了，月来了；光体来了，日来了。 

请记得，属灵经历的转换，无论是大的像年一样的转换，还是小的像曰一样的转换，或是中的

像月一样的转换，这些大、中、小属灵的转换，都在于光体。你遇着光，就有一个转换。你遇着

神，就有一个转换。你遇着基督，就有一个转换。我们的光体乃是神，乃是基督。没有太阳就没有

日，没有太阳就没有年，没有月亮就没有月；照样，你若没有遇着神，没有遇着基督，你属灵的转

换，无论大小都没有了。一切属灵的转换，都在于人遇着神。 

什么叫作过属灵的年呢？乃是说，在过年的时候，你专专进到神面前，寻求祂的面，来遇着

祂。你把自己已往和现在一切的光景，都带到神面前，摆在神的面光中，让神光照。请记得，祂是

向着你的，是等候你的，是向你敞开的。千万不要以为，是你寻求神，实在说，乃是神等候你。你

要敞开自己，不要关闭，不要让日子随便过去。你在这样年关的时候，进到神面前，不仅要注意你

的事务，还要注意你的灵性，注意你的生命。你总要花一点时间，进到神面前，把已往和现在一切

的光景，都摆到祂面前，让祂光照你。祂会临到你，祂的灵会临到你。当祂的灵，就是祂的光临到

你时，祂会检点你，将你的光景一点一点摆在你面前。当你遇着光，遇着神，遇着基督，遇着灵，

你就有了新的起头。光来了，光体来了，就带来一个转换，最小的是一个日，大一点的是一个月，

再大的是一个年。你若要有年、月、日的转换，就必须碰着神，碰着基督。 

年月日的原则乃是死而复活 

有一班弟兄姊妹，每到年底，特别是除夕那一晚，他们会禁食并整夜祷告。他们一个个进到神

面前，把已往这一年的生活、工作、属灵的光景，都带到神面前，一点一点的祷告、省察，让神光

照。在这样的时候，他们常常遇见神，遇见基督，也常常蒙光照，看见这一年来在那一方面有亏

欠，有失败，有软弱，有过错。这时他们自然在神面前认罪，并得到赦免和洗净。同时，他们也看

见在那一面有残缺，有短少，就在神面前祷告，向神寻求。常常在这时候，他们能得到神的补足和

补满，从神领受新的恩典，蒙新的光照，得新的能力和应许。如此，他们在神面前，就有了一个新

的起头。已往的结束了，将来的有了新开始。由此可见，年、月、日的第二个原则，乃是死而复

活。每一天结束了，过去了，再来一个新的起头，就是死而复活。每一个月过去了，结束了，再有

一个新的起头，也是死而复活。每一年结束了，再有一个新的开始，也是死而复活。年、月、日的

结束和开始，乃是表征死而复活。 

在我们属灵经历的过程中，都是一个死而复活，再一个死而复活的历程。一个结束一个开始，

再一个结束一个开始。这一个结束与开始，相当于使徒在腓立比书所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的。’（三13）忘记背后的，乃是一个结束；努力面前的，乃是一个开始。 

每年的正月初一，我们应当看见一件事，去年的生活已经结束了，现在该有新的开始。已往的

都过去了，现在该有一个新的起头。从前的软弱、失败、过错、跌倒、羞辱主的事，都是去年的，

应该结束，不应该带到今年。今年应该有新的起头，好的起头，重新再来。所以，什么叫作年、

月、日的转换呢？年、月、日的转换，第一是遇着光，第二是死而复活。年、月、日的转换，第一

是遇着神，第二是结束了，开始了；旧日的结束了，现今的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不该留在旧的或

坏的经历里，也不该留在好的经历里。因为不只是坏的结束了，好的也结束了，一切重新来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