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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在主耶穌的名裏禱告

禱告的心

第四篇信息論到，主藉著被高舉，得著超乎萬名之上的

聖經說到心的時候，第一是注意牠的誠實。希伯來十章

名。這名乃是主耶穌在祂身位和工作上，一切所是之總和 二十二節告訴我們，心要誠實。...許多時候，你為一
的表明。『在耶穌的名裏禱告』，意即在主一切所是的範 件東西來禱告神，一面求神指示祂的心意，一面又有自
圍和元素裏禱告（腓二 9 ～ 11，徒三 6）。『耶穌』這名 己的心意，這樣的心就是虛假的心、三心兩意的心、不
是希臘文，等於希伯來文的名『約書亞』，意即『耶和華 誠實的心。你的心必須是單純的只要神的心意。
救主』，或『耶和華救恩』；這名包括『耶和華』這名，
意思是『我是那我是』，那現在是、過去是、將來是、永
遠是的一位（太一 21，出三 14）。耶穌的名代表權柄和
能力，並指明神已將超過一切的權柄和能力賜給祂；在

好些時候，我們的心好像誠實，裡頭卻不純潔，因為還
要神以外好多別的東西。...因此清潔的心並不重在心
裡不想壞事，不想污穢的事，乃是重在只要神，不要神
之外的東西。心裡單純的只要神自己和神的心意。

耶穌的名裏，信徒得以有分於祂的名，並且可以用這名
要禱告神，心必須是坦然的，和神之間毫無間隔。心裡

（太二八 18，徒三 6）。

一不坦然，有了責備，禱告就非常為難。...你的心如
主信託我們，將祂的名交在我們手裏給我們使用；當召 果責備自己，神更要責備你，你就沒有法子禱告。所以
會用這名時，神就負召會行動的責任（徒十六 17~18）。 要禱告，就必須對付心到完全無責的地步，好叫你能坦
然而，凡我們所行的，都必須在主耶穌的名裏。這意思是， 然無懼的到神面前去，你的禱告纔能蒙神垂聽。
在我們基督徒的生活和事奉中，都必須與主是一，憑主而
活，並讓主活在我們裏面（西三 17，林前六 17，約六 57， 心不向著主，那個不向就是帕子。所以要學習禱告，心
加二 20）。因為我們與祂是一，我們就可用祂的名，並可 也必須從別的目標轉過來歸向主。許多時候，在禱告聚
在祂的名裏行事。最重要的，我們應在主耶穌的名裏禱告 會或是擘餅聚會中，禱告、感謝、讚美的人太少，十之
（約十四 13 ～ 14，十五 16，十六 23 ～ 24）。在主的名 八九的原因是出在弟兄姊妹的心有問題。…
裏意即與主是一，憑主活著，並讓主活在我們裏面。『在
主的名裏』禱告，並不是一個套文，也不是一句口語，意
思是在主裏面，聯著主，和主一同禱告（約十五 16，十四
19 ～ 20）。當主在我們裏面運行、活動、推動並加力時，

神就是光，我們的心一對著神，裡頭定規明亮；我們的
心甚麼時候背著神，偏向神，馬上裡面就黑暗。一個禱
告的人，一直要操練叫心明亮。…

我們就會發表在我們靈裏內在的感覺；這就是在靈裏的 人的心若是誠實、純潔、無責、歸向神，而且明亮，對
各方面都正常，這時候人纔能禱告。...雖然禱告的器
禱告，這也就是在主耶穌的名裏禱告。
(摘自台北市召會週訊)

官是用靈，但是心若沒有好好對付過，還是不可能禱
告，就是禱告，也不能信神會聽。...許多時候，我們
的禱告沒有多少分量，沒有多少價值，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們的心不行。約壹三章十九至二十二節告訴我們，我

週刊目錄：

們的心若不責備我們，就可以向神坦然無懼了，並且我

職事信息

1

福音系列
造就系列

3

們一切所求的，就從祂得著。所以要叫禱告有分量、有

2

特別交通
外地消息

3

地位，必須對付心。

2

報告事項

4

（摘自『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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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蘆葦

『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太十二20。）

人，竟在祂被捉拿時，以一根葦子充作權杖放在祂
手裏，來戲弄祂，並拿葦子打祂的頭；在祂釘十字

猶太人習慣用蘆葦作笛子；壓傷的蘆葦，沒有用處， 架時，更以海綿蘸滿了醋，綁在葦子上，給祂喝。
自然不再有價值。主在地上時，祂的百姓有些就像壓 主不折斷的是蘆葦，雖然我們都曾被罪壓傷；人羞
傷的蘆葦，不能吹出樂音；然而，主說，『壓傷的蘆 辱祂時所用的竟是同樣的蘆葦，雖然祂不曾有一點
葦，我不折斷。』主耶穌用蘆葦來形容祂的子民，也 罪過。
藉此啟示出祂向著他們的心懷。
千百年過去，『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一直傳
蘆葦通常生於潮溼之地，葉子廣闊，形狀如埃及的紙 誦在所有愛祂的人中間，成為他們患難中甜美的安
草，繁生於約但河流域。古時以色列人常借此丈量， 慰，使被壓傷的人能在一切處境中，發出最甜美的
長約六肘。（結四十5，四一8。）在啟示錄裏，約翰 樂音。因為那不折斷蘆葦的祂，曾經為我們受羞
記著天使用葦子丈量聖城、聖殿和壇，所言即此。 辱，甚至於死在十字架上。
（十一１，二一15，16。）
(摘自www.lsmchinese.org)
可歎的是，在主耶穌地上行程的末了，那些逼害祂的

造就系列
The Bible: A Book that Demands A Verdict

Throughout the past 20 centuries, many people have
given themselves to study the wonderful word of God. The
Lord our God has always blessed those who enjoyed and
shared with others the rich truths that are found in His
Holy Word, the Bible. Below are some of the apparent
facts about the Bible.
The Most Widely Circulated Book: It's not the mysteries
of Agatha Christie, nor Asimov's science fiction, nor even
the thoughts of Chairman Mao. It's The Bible. During the
160 years from 1815-1975, it was estimated that 2500 million copies of the Bible were distributed worldwide.
The Most Translated Book: The Bible has been translated
completely into more than 300 languages, and at least one
book of the Bible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ore than 2000
languages.
The First Book In Print: With the invention of his movable
type printing press, Johann Gutenberg completed the printing of the first full-length book--the Latin Bible, at Mainz,
Germany, not later than 1455 A.D.
The Most Expensive Book: On June 9, 1978, a benefactor
of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paid US$2.4 million
for one of the surviving copies of the Gutenberg Bible.

The Least Expensive Book: Every year, the number of
copies of the Bible given away free is in the order of millions. In 1991-1992, The Gideon's International handed
out 34.5 million copies of the New Testament!
The Longest In Writing: The Bible holds the record of
taking close to 1600 years to be completed. The first
book, Genesis, was written by Moses in circa 1400 B.C.,
and the last, Revelation, was completed in circa 90 A.D.
People Died For This Book: William Tyndale was strangled and burned at the stake in the Netherlands--His
crime? Translating, publishing and distributing the Bible.
John Wycliffe's bones were exhumed, burned and the
ashes thrown into a river. Why? His vernacular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had become widely read.
The Most Persecuted Book: As part of the great persecution (against Christian) in 303 A.D. the Roman Emperor,
Diocletian, ordered all copies of the Bible burned.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beginning in 1408, English law prohibite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into English under the
penalty of death. Hitler burned it, Stalin banned it, and
Mao denied it. All the persecutors have passed away, yet
the Bible survives.
(Literature Te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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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來自三個月訓練學員的信

致古晋市召会的弟兄姊妹：
赞美主！第十四期东马福音真理生命事奉成全训练共

在训练期间，我们经历到环境规条的限制。但感谢

有 九位弟 兄姊 妹（六位弟 兄，三位 姊妹） 来自 古

主！当我们坚定持续地过规律的生活，这就促使我

晋。蒙主怜悯及恩典有分于这次的训练。我们愿将三

们在生命上有长进，以致成熟并尽身体的功用，成

个月的时间奉献给主，受主训练，成为合乎主使用的

为精明的童女和忠信的奴仆以事奉神。

器皿。
最后，我们由衷地向你们说声：＂谢谢你们！我们
我们非常感谢弟兄姊妹极力地鼓励我们参加训练，使

爱你们！主耶稣也爱你们！＂深信主所带领并安排

我们能更多地在生命上有长进，在真理上有追求及装

的一切，以及圣徒们信心的工作，爱心的劳苦，并

备，福音和事奉上有成全，在性格上有建立，使我们

盼望的忍耐，在主里不是徒然的！阿们！

被变化成为金，银，宝石来建造神的家。弟兄姊妹的
代祷让我们的灵，魂，身子都能构得上这训练。我们

主内，

也非常感激服事者能成全并带领我们过正常的召会生

邱光典弟兄，蔡瑞豪弟兄，陈万福弟兄，李国宝弟

活，好使我们能在属灵方面打下美好的根基。

兄，许友瀚弟兄，赖志文弟兄，郑恩琦姐妹，田荟
莹姐妹，张淑莹姐妹，

外地消息
主在印度的恢復
开始有小排聚会，八九年开始有第一張桌子設立，
CHINA

九一年設立第二処。九七年五月宋弟兄去看看，在

中國

各地訪問了三周，当即決定不会再去了。当年八月
他就被差派去，当時已有七処召會，有两処是马来
西亚的聖徒去學医而興起的。

INDIA
印度

有一位大学的教授，是往常负责安排达赖喇嘛到印
度訪問行程的，他接觸到我們，也受浸且過召會生
活。另外有四个泰國和尚在德裏求學，被带来聼福
音，也受浸歸主。人心向著福音是敞开的。現有兩
個學生區(在新德裏)。有很多年青人从全國各地送
來接受訓練，今年已有正式的全時間訓練。全國三
百八十三个大的城市，盼望在五年之内都有主的見

印度－大約一九二七、二八年間，倪弟兄第一次去印
度訪問，一九三二年再去，他的第一本英文出版是在印

證。
(摘自臺中市召會第1402期週訊)

度。一九五六年李弟兄去過印度。一九七八年有些印度
人在加拿大進入主的恢復，开始為印度禱告，有两本書
送進印度(一本是「聖潔沒有瑕疵」)，八七年有人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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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追求進度
1. 本週“舊約恢復本經文及註解＂共同讀經進度：根據讀經進度表第二週。
2. 本週“以賽亞書＂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3~4 篇。
3.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本週繼續追求“時代的禱告＂晨興聖言 第四週。

禱告事項
1. 求主記念2011年“區負責成全＂及“姊妹成全＂兩个重要的訓練。求主興起聖徒們报名並分别時間参加訓練。
願神祝福這兩个訓練，與我們同在，神在我們中間説話。聖徒們被成全，成爲召會的柱子，承擔召會的責任。
2. 願神記念“晨興生活＂，“讀聖經＂及“追求生命讀經＂的实行，更多聖徒能有享受基督的生活。吃主的人因
主活著。
3. 願神成全聖徒們成爲禱告的人；分别時間，操練有禱告的生活，爲著个人，爲著聖徒，爲著召會，爲著神的行
动有禱告。
4. 願神差遣我們前去，傳福音並喂养聖徒，將所享受的基督，流露出去，供應生命。

本地報告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10/01/2011(週一)晚上7:30pm

地點：在各會所指定地點。

2. 週二禱告聚會──按區/會所集合禱告將由各會所自行交通決定。
3. 土耳其與希臘訪問之旅
日期： 18/3 ~ 1/4/2011

報名：有意參加者，請連絡陳芳堯弟兄（016-8703412）

外地報告
1. 在職聖徒成全訓練通啟
日期/時間：13/03(主日)晚上7:30pm開始至19/03/2011 (週六)中午結束
費用：每人RM350/-(四人一房包括膳宿費)

地點：梳邦再也、蒲种之訓練中心(Eden Residence)

報名截止日期﹕21/02/2011

備註：報名相關細則，請到A一樓佈告欄查閱。

其它
1. 作餅服事
請五會所一區（5—1）服事餅杯的聖徒們今天安排時間來會所作大約100片小餅及幾片中餅。
2.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16/01)

週一晚上 (10/01)

週二晚上 (11/01)

會所/區

1－1

一會所

1－3

3.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4. 古晋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輿石隆門輪值表（2011年1月及2月份）

會所/區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6－5、6、7及1－5、6、7 區

9日

一會所

--

6日

四會所

四會所

2－2 區

一 16日

二會所三区

一會所

二

13日

二會所五区

三會所

3－3 區

月 23日

三會所

六會所

月

20日

五會所

二會所

二會所四区

五會所

27日

二會所六区

一會所

4－1、8 區
5－7、8 區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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