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特利尔
蒙特利尔召会周讯
祷告事项
告事项
多伦多：多伦多召会已经开始在东艾琳顿大街1921
号的跳蚤市场开始发圣经，
愿主话得扩展并到达寻求和饥饿的人手里；祷告圣
徒们能起来并奉献自己加入到这个劳苦中来。
伦敦全时间训练的毕业学员：请祷告所有的结业学
员能持续爱主，在生命的道路上追求祂，
在祂建造他的身体和预备祂新妇的终极行动上与祂
是一；愿主得着一批的毕业学员来全时间服事祂。
波士顿全时间训练中心德国福音跟访行动：请为难
民的牧养和大专生的接触祷告；祷告学员中一直保
持对主在德国的负担的敞开。
2017东北部大专训练：祷告大专生们和高中毕业生
们都能来报名参加训练；他们的时间和财物能得释
放来参加训练。
GTCA在渥太华和拉瓦勒：祷告愿主使我们有心牧养
新的接触者；愿新的接触者能照着他们的需要被牧
养；加强每周探访拉瓦勒的圣徒的灵与身体；愿主
给我们长存的果子；愿主在渥太华和拉瓦勒得着他
想要的。
为各面需要代祷，包括本地圣徒、寻求者及那些需
要照顾并牧养的。
本周追求进
本周追求进度













恢复版圣经经节和注解：行传10：3414：5（召会网站上有每日进度）



晨兴圣言，出埃及记结晶读经，第47，48周

 报告事项
告事项
 以下是英、法文录影训练的时间表：
• 7月 4日： 第1、2篇信息：下午5：30 和
7：30，请自备晚餐
• 7月
5日：
第3篇信息：下午7：30，
下午6-7点事小组学习时间，请自备晚餐
• 7月
6日：
第4篇信息：下午7：30，
下午6-7点事小组学习时间，请自备晚餐
• 7月
7日：
第5篇信息：下午7：30，
下午6-7点事小组学习时间，请自备晚餐
• 7月
8日：
第68篇信息：早上10：00，下午1：00
和
3：00，请自备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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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9日：
第9、10篇信息：早上11：00，下午1：00
，请自备午餐
• 7月 11日： 第11、12篇信息：下午5：30
和 7：30，请自备晚餐
法语翻译工作今年预计要做2500页法语翻译
。但是这需要对翻译工作者和编辑有持续的
财物扶持。法语翻译专款目前很少，请为这
个需要祷告。
东加拿大暑期真理学校将于8月1318在安大略，Palgrave的上加拿大营举行。
费用是290加币，报名截止日期是7月23日，
请尽快向Aaron Chao报名。
夏季训练的报名已经开放，截止日期是今天
。现场训练200加元，录影训练100加元。逾
期报名加收：现场训练50加元，录影训练25
加元今天之后，请找Monica姊妹报名。
李常受文集将在2018年8月完成，之后将只
印刷现有的订单，因此文集完成后将无法再
订购。想要订购的仍可以享受4045%折扣的下单。所有现有订单在印刷完毕
后都会得到一份索引，详见公告栏的小册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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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饭
主日饭后整洁轮
后整洁轮值表

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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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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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5
日
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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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南岸A组
整洁：英文西岛，中文西岛，青少年（
John Y, Boy, Aaron负责）
服事：中文北
整洁：中文北区和中文城中1（Jun Y,
世勋负责）
服事：英文A组
整洁：中文东区（谢力和国荣负责）
服事：英文B组
整洁：中文南岸（世山、学成弟兄负责
）

要来的活动
的活动



月3-8， 安那翰，
安那翰，加利福利亚
加利福利亚，夏季训练
夏季训练
月4-11， 蒙特利尔会
蒙特利尔会所
尔会所,英法语录
英法语录影
语录影训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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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3-18， 安大略，
安大略，Palgrave，上加拿大营
上加拿大营：
东加拿大暑期真理学
加拿大暑期真理学校

2017

年06月11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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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活动
本周活动


6月
月

11日
日
主日
12日
日
周一
13日
日周二


擘饼聚会及申言聚会
爱筵

10am – 12:15pm:
12:15pm – 1:30pm:

7:30pm9:00pm:

告聚会

，法语／中文各区／英语祷

14日
日
周三
15日
日
周四
16周五


各区各语言小排聚会。




10am – 12:15pm:
12:15pm – 1:30pm:

17日
日周六
18日
日
主日

擘饼聚会及申言聚会
爱筵

聚会
经节：歌7：12；诗57：8-9， 63：1，78：34；
90：14； 108：2-3；出16:21；
壹 清早是最好的时间
信主的人，每天应当什么时候起床呢？
有一位姊妹曾说过几句很好的话，她说，‘一个人爱主
的心有多少，第一就看他在他的床和主中间的拣选。
你爱你的床多，还是爱主多？爱床多，就多睡一点；
爱主多，就早一点起来。’她说这话的时候，是有三十
多年前，但我们觉得到今天这话还是那样新鲜。人总
得拣选爱床多，或爱主多；你如果爱主多，你就应当
早一点起来。

为什么基督徒应当清早起来？因为清晨是人遇见主最
好的时候。除了有病之外，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应当
早一点起床。有许多病本来不是病，是人把自己爱得
太过，所以才病。所以除非医生要你多休息，你才可
以不早起。我们并不愿意走极端，对有病的弟兄姊妹
们，我们劝他们多睡一点觉。但健康的人，总是越早
起越好。因为清早是遇见主、与主有来往、与主有交
通最好的时候。吗哪总是在日出以前收取的。（出十
六14～21。）人要吃神给他的粮食，总应当清早起来
。日头一出来，吗哪溶化了，就吃不到了。你在神面
前要得着属灵的培养，要得着属灵的造就，要有属灵
的交通，有分属灵的粮食，就得早一点起来。起迟了
就吃不到吗哪。在清早的时候，神特别要将祂属灵的
食物，圣洁的交通，分给祂的儿女。谁太迟来拿的，
就拿不到。有好些神的儿女过着一种病态的生活，并
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别的属灵的难处，就是因为他们
起得太迟。有许多神的儿女，奉献也好，热心也好，
爱心也好，就是因为他们起得太迟，就活不出基督徒
正常的生活。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与灵性没有关
系；实在非常有关系。有许多人，就是因为起得迟，
灵性就不行。有许多人，花了许多年，基督徒作不好
，就是因为起得太迟。我们没有认识一个会祷告的人
是迟起来的，我们没有认识一个与神交通亲密的人是
迟起来的。所有认识神的人，都经常的在清早起来，
到神面前去交通。
箴言二十六章十四节说，‘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
上也是如此。’这里说懒惰人在床上像门在枢纽里转过
来转过去。懒惰的人一直在床上转，一直离不开床。
他转到里面去，也是在床上，转到外面来，也是睡在
床上。翻来翻去，就是在床上。许多人，就是舍不得
那张床。翻到里面，那张床是可爱的；翻到外面，那
张床又是可爱的。翻到左面，还是在床上；翻到右面
，还是在床上。他总是爱睡，离不开床。许多人就是
在那里再睡片刻，一直离不开床。但是，要学习事奉
神，要学习作好基督徒，就得天天早起，总要清早起
来。
谁在清早起来，谁就要得着许多属灵的益处。他普通
时候的祷告，赶不上清早的祷告。他普通时候的读圣
经，赶不上清早的读圣经。他普通时候与主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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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不上清早与主的交通。清早的时候，是一天最好的
时候。我们不应该把最好的时候用在别的事情上，应
当把我们一天之中最好的时候，清晨的时候，用在神
面前。有些基督徒是把一天的时间都花在别的事上，
等到晚上最累的时候，快到床上去睡的时候，才在那
里跪下来读圣经、祷告。怪不得他圣经读不好，怪不
得他祷告不好，怪不得他与主的交通不好，因为他早
上起来太迟了。所以，我们一信主，就要学习在清早
的时候划出时间来，与神交通，与神来往。摘自:
水流职
水流职事站所出版的倪柝声
事站所出版的倪柝声文集第三辑
文集第三辑，初信造就上册
初信造就上册
，第十一篇
十一篇 早起
http://gracefinder.com/folder/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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