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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晨兴 

民数记结晶读经      （一） 

第十一篇       基督的同伙为着神的权益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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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三八1～ 四十31 四一1～ 四二25 四三1～ 四四28 四五1～ 四六13 四七1～ 四八22 四九1～ 26 五十1～ 五二15 

新约读经一年一遍 提后一1～ 18 二1～ 三13 三14～ 四22 多一1～ 16 二1～ 15 三1～ 15 门一1～ 25 

 报告事项 

一、 麦金尼、布兰诺会所的 2019儿童圣经营 (2019年 6月满 3 岁与晋升至 6 年级的儿童) 将于 6月

3日至 7日在布兰诺会所举行。今天开始可以上网报名 - https://biblecamp.azurewebsites.net。报

名费 20元。注册收费桌于 5月 5日至 6月 2主日中午 12:00pm~12:30pm设置于布兰诺会所。报

名截止日: 服事者 4月 28日，儿童 5月 19日。 

二、 2019年夏季训练现场训练为 7/1-7/6，报名截止日是 5月 1日，报名费 205元 (包括纲目费)。请 

圣徒们到执事室报名。 

三、 5月 1日(周三)晚 7:15-9:15，在欧文会所有与陈实弟兄的交通，请相互邀约，共同赴会。当周

祷告聚会改到周二晚上。 

四、 为着今年暑期真理学校的新的安排，有心愿服事的请在 https://tinyurl.com/SSOTsignup登记。 

布兰诺 

一、 今天会后请第二区的弟兄姊妹负责整洁。 

本周问题：
1. 神呼召以色列人的目标是什么? 

2. 为什么我们的不信最得罪神? 

3. 我们如何才能从神得着信心？  

4. 从迦勒身上，我们该学习如何作得胜者跟从神并完成祂 

    的经纶? 

 聚会 例会 

日期 时间 聚会 地点 
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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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0 PM 祷告、事奉聚会 布兰诺会所 

周四 10:00 AM 長青聚会 布兰诺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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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24日 ─ 05月 27日 2019年国殇节特会 华盛顿州，西雅图市 

07月 01日 ─ 07月 06日 2019年夏季训练 加州，安那翰 

10月 03日 ─ 10月 05日 2019年秋季长老负责弟兄训练 印度, 班加罗尔  

11月 28日 ─ 12月 01日 2019 年感恩节特会 德州，休斯顿市 
12月 23日 ─ 12月 28日 2019 年冬季训练 加州，安那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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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聚会人数统计 

排别 一 二 三 九 四 五 六 七 八 十 长青 英一英二英三英四英五韩一 合计 UTD 周三祷告 主日儿童 主日 

布兰诺召会 18 5 A13 0 12 21 6 8 23 32  10 11    
159 

0 68  189 

麦金尼召会 FN  ME  GV  MS  AE    0  0 

主日分区 P1  P2  P3  P4  ME  RC  RE  NB  祷告分区 P1 13 P2 5 P3 10 P4 17 FC 6 ME  
 

 



第二课  
训练的异象（一）生命借着规律而长大，以致成熟并尽功用 

 

壹 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调和的生命——人的生命与神圣的生命的调和。 

贰 这生命需要长大： 
 一  我们需要以神的增长而长大——西二 19。 

   西二 19   持定元首；本于祂，全身借着节和筋，得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就以神的增长而 

   长大。 

 二  使徒将神圣的生命栽种到人性的生命里——林前三 6。 

  林前三 6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长。 

 三  我们需要长到元首基督里面——弗四 15： 

  弗四 15 惟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祂，就是元首基督里面。 

  1 神圣的生命，借着相信和受浸与人性的生命调和——5 节。 

   弗四 5 一主，一信，一浸。 

  2 我们在这调和里，需要以神圣的生命，长到元首基督里面。 

叁 生命借着规律而长大——加五 25，六 16，罗四 12，腓三 16： 
 加五 25 我们若凭着灵活着，也就当凭着灵而行。 

 加六 16 凡照这准则而行的，愿平安怜悯临到他们，就是临到神的以色列。 

 罗四 12 又作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照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时之信 

   的脚踪而行的人。 

 腓三 16 然而，我们无论到了什么地步，都当按着那同一规则而行。 

 一  一切的教导产生规律。 

 二  我们需要最高的训练，以最严格的规律帮助我们长大，作君王而活。 

 三  规律产生某种性格的特征：如真实和准确等。 

 四  训练制造环境，使我们成长。 

肆 生命借着规律长大的目标： 
 一  生命成熟： 

  1 借着认罪和被那灵充满。 

  2 作聪明的童女。 

 二  有功用： 

  1 借着殷勤操练。 

  2 执行主的托付。 

问答： 

一 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为什么我们需要生命的长大？ 

二 为什么基督徒的生命必须借着规律而长大？ 

三 生命借着规律而长大的目标是什么？ 

 

参用诗歌：746 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