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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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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愿圣徒们能够在今天国度的实际—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罗 14:17, 17注1和注2）里过召

会生活。祷告愿圣徒们能够天天与赐生命之灵的内

里运行合作，照着调和的灵行事为人，促使他们自

然而然成为义的，以至于能够模成基督的形象。 

☸ 为我们的儿童，青少年和大专生的照顾和牧养祷
告，特别是在这段疫情期间；祷告父母们能够被加

强，在如何兴起他们的孩子成为主手中成为有用的

器皿中，仰望主；祷告愿主能够在他们所处的情况

下，照着他们的水平，顾到他们的需要；祷告捆绑

仇敌使我们的下一代免遭仇敌的攻击。祷告释放我

们下一代能来享受主并有一颗追求主的心；祷告我

们的下一代在召会生活中能被主遮盖和保护。 

☸ 西班牙马德里召会的会所：在与欧洲同工的交通和

祷告中，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感觉，要在马德里召

会会所旁边购买一个房子。这不仅仅对马德里的召

会非常有帮助，而且对在半岛的行动也非常有帮

助。我们愿意照着对身体的考虑，提出这个购买的

机会。这个房子的标价为795,000欧元。到目前为

止，仍需要约600,000欧元才能完成对马德里房屋

的购买。请为此祷告为着这个需要释放财务。祷告

使圣徒们能够配搭参与身体的需要。 

☸ 印度：1. 为着在疫情期间，Rhema小册子的分发而

祷告，以至于神的话能够繁增，繁衍并盛行在各个

州，并且更多的真理寻求者能够进到召会生活，成

为主的见证。2. 为加强印度的主要城市而祷告，

使圣徒在话语上得供应，继续在生命里长大，在数

量上有增长，为了主的见证。 

☸ 为本地各项需求，包括蒙特利尔圣徒，交通以及需

要看顾牧养的人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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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版圣经经文&注解：路加福音 19:28- 22:20 

  

 

☸ 晨兴圣言：申命记结晶读经 第 3周 

  

 

报告事项

报告事项报告事项

报告事项 

  

 

☸ 青少年家长今天晚 7：00-8：30为着青少年负担特

邀相调。我们鼓励青少年家长一起参与相

调，希望能够从青少年服侍者那边获得更新消息。

如果没有收到邮件，请联系青少年服侍者。 

☸ 为着要来的一年两次训练，我们计划 11 月 1 日至

12 月 18 日追求约伯记，箴言，传道书，根据您方

便时间，可以通过以下形式： 

1. 听生命读经广播（周一，周三，周五，12：00-

12：40 pm） 

2. 按照读经进度雅各书，箴言，传道书 

3. 追求生命读经 （每日一篇） 

如果需要每周追求进度邮件，请联系Johnathan 

Lin (438-924-5949)弟兄。您可以点击这里，

加入我们的 WhatsApp 群组获得更新信息。 

进度与 Zoom 参与连接： 

https://tinyurl.com/MontrealPursuit 

☸ 每个月第一个和第三个周六下午 4点我们会有法语

祷告聚会。 

☸ 主日 11：00-11：45我们有3-6 年级（高年级）儿

童 Zoom 聚会，1：30-

2：15是2年级及以下的儿童聚会（低年级）。 

☸ 所有的聚会继续采用线上聚会/电话会议的形式。

主日聚会

主日聚会主日聚会

主日聚会将按照底下的分组进行： 

o 英文西岛/城中/NDG- Dennis L. 带领 

o 法语- Allan Y. 带领 

o 中文东区 1，2，3排和中文城中 1，3- 陈超伦/

尤约翰带领 

o 中文南岸- William L./John C. 带领 

o 中文西岛和北区- John Y. 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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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排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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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排聚会- 分区进行 

  

 

要来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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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8 日：全加拿大特会 

☸ 11 月 26-29 日： 感恩节特会，线上水流职事网络

广播 

☸ 12 月 21-25：安那翰：一年两次的训练 

 

召会网站上列出了更多活动 

本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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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 

主日 

☸ 10:00am-12:00pm 

线上擘饼和申言聚会 

☸ 11:00am-11:45am 

3-6 年级儿童线上聚会 

☸ 1:30pm-2:15pm 

2 年级及以下儿童线上聚会 

9 日 

周一 

☸ 9:30am–11:00am  

录影信息与小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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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 

  

 

周二 

☸ 7:30pm-9:00pm 

英/法/中分区祷告聚会 

11 日   

周三 

 

12 日 

周四 

 

13 日 

周五 

☸ 6:30- 9:00pm: 各区线上小排 

14 日 

周六 

 

15 日 

主日 

☸ 10:00am-12:00pm 

线上擘饼和申言聚会 

☸ 11:00am-11:45am 

3-6 年级儿童线上聚会 

☸ 1:30pm-2:15pm 

2 年级及以下儿童线上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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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约 5:14, 8:11;罗 6:1-2;民 19:1-10,12-13,17-

19;约壹 1:7-2:2 

肆 需要认罪 

（续） 

 

一个信徒犯了罪，在他里面就有感觉，立刻感

觉不安，好像有一根剌在他里面一样。这不安就是圣灵

的工作。这时候，他就应该跟着圣灵的工作，承认罪是

罪。 

 

   信徒是光明的子女（弗五 8），是神的儿女，

（约壹三 1；）他现在不再是外人，而是父神家里的人

了。在家里面应该要有家里面的样子。你是父神的儿

女，你对于罪应该有认识，你对于罪应该有父神那样的

态度。父怎样看罪，你也要怎样看罪。认罪就是神的儿

女在他父的家里，向罪表示父所有的态度。父怎样定罪

为罪，他也怎样定罪为罪；父对于罪是什么态度，他对

于罪也是什么态度。一个神的儿女若犯了罪，必须定罪

为罪，像我们的父一样。  

 

   我们如果这样承认自己的罪，那么，“神是信

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

不义。”我们如果犯了罪，我们知道自己的罪，我们也

承认我们有这个罪，那么，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

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神是信实的，“祂对于祂自己

的话，对于祂自己应许，不能不守信，不能不兑现；并

且祂“是公义的，”祂对于祂自己的工作，对于祂儿子

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不能不满足，不能不算数。祂有了

应许，不能不赦免；祂有了救赎，不能不赦免。祂是信

实的，祂是公义的，祂不能不赦免我们的罪，不能不洗

净我们的不义。  

 

   我们要注意约壹一章里面的两个“一切。”

（約壹一 7，9）“一切的罪，”“一切的不义，”完

全赦免了，也完全洗净了。这是主所作的事。主说一

切，就是一切，千万不要把它改变了。祂说一切的罪，

就是一切的罪，不只是信主之前所犯的罪，也不只是已

往所犯的一切罪，祂都赦免了，乃是一切的罪祂都赦免

了。 

  

伍 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 

 

   约壹二章一节说，“我小子们哪，我将这些话

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这些话”是指着我

们的罪怎样凭着神的应许和神的工作，都赦免了、洗净

了说的。约翰将这些话写给我们，是要叫我们不犯罪，

是要叫我们因着看见主赦免我们这么多的罪，所以我们

不犯罪。不是因着得赦免的缘故，而放胆去犯罪，乃是

反而不犯罪。  

 

   下面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

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在父那里，这是在家庭

里的事，这是得救以后的事；我们已经相信了，我们乃

是神许多儿女中的一个。我们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

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祂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

（約壹二 2）因着主耶稣死的缘故，因着主耶稣为我们

的罪作了挽回祭的缘故，祂在父那里，作我们的中保，

这些话，乃是对基督徒说的。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初信造就第三册 第二十一篇 若有人犯

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