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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禱告的中心目標與時代的禱告

禱告的中心目標是讓神得著一個榮耀的召會作基督的

權柄乃是身體所運用之頭的權柄；因此，身體的權柄就
是頭的權柄，我們需要取用基督的權柄。

配偶，使基督得以滿足；這禱告乃是照著時代的職事和時
代的異象。我們都需要進入神在這時代所要恢復、所要作

第四，我們需要看見那作基督身體之召會的禱告。這種

的工作；學習照著神的需要、神的權益和神的目標來向神

禱告不是個別信徒的禱告，乃是召會作為基督身體的禱

禱告，使神能成就祂的經綸。

告。在這種禱告裏，我們不是乞求主為我們作一些事；
我們乃是支取主已經得著並達到的（弗一 20 ～ 21）。

我們要為著完成神的經綸而有時代的禱告，就必頇是活在
升天裏的人。我們必頇看見，每一個得救的人，都是與基

我們根據主在升天裏所得著的而禱告時，可以禱告：

督一同坐在諸天界裏（弗二 5 ～ 6）；同時，我們所得著

『主，我們不同意目前的光景。作為你的身體，我們取

之基督的生命也是升天的、屬天的；甚至，這生命還要把

用你升天的立場，並支取你的為主身分，以應付目前的

我們救到一個地位，使我們與祂一同坐在諸天界裏，遠超

光景。』再者，我們根據主在升天裏所達到的而禱告時，

過神的眾仇敵。這一切的實際都是我們在靈裏藉著信而領

只要宣告我們在身體裏，支取主所已達到的這超越立

略並經歷的。我們還需要在日常生活中維持升天的地位， 場，並告訴一切消極的事物說，『不要攪擾我；到火湖
活在屬天的生命裏；藉此，我們就被變化成為主的新婦軍 裏去！我是超越的，你不能摸我，你是在我腳下。』這
隊（歌六 10，參創一 16 ～ 18），就能有爭戰的禱告和時

樣我們就會經歷到身體有權柄捆綁或釋放在諸天之上

代的禱告，敗壞仇敵一切的作為。

所已經捆綁或釋放的；並且，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召會
（太十六 18）。

時代的禱告乃是作基督身體之召會的禱告，就是運用基督
這升天之主與身體元首之權柄的禱告，為著成就神的經

要完全進入這種禱告，而能運用頭所賜給身體的權柄，

綸；我們要進入這種禱告，就需要屬天的異象，看見一些

我們必頇在身體裏生活、行事並行動。在我們的日常生

遠超過我們天然觀念的事。

活中，我們必頇一直脫去舊人，並藉著在我們心思的靈
裏得以更新，而穿上新人（弗四 22 ～ 24，二 15 ～ 16）。

首先，我們需要看見基督升天的意義。基督的升天指明救
贖的全部工作已經完全完成（來一 3，十 12）；同時，基
督的升天也指明基督為主的身分已經得著建立（徒二
36），並向著召會作萬有的頭；萬有都在祂的腳下，祂所
得著並所達到的一切，都向著那作祂身體的召會傳輸（弗
一 22 ～ 23）。

我們實在需要看見升天基督的異象，並學習權柄的禱
告。兩千年來這些事被忽略了，但我們相信在這末後的
日子，主要恢復這些事。我們必頇領悟這事實，取用這
立場，支取頭所得著並所達到的。這是召會得勝的禱告。
這是時代的禱告。
(摘自台北市召會週訊)

第二，我們需要看見那作基督身體之召會的地位。因著召
會是基督的身體，召會的地位與基督的地位完全一樣；身
體既與頭是一，身體的地位就與頭的地位完全一樣（林前

週刊目錄：

十二 12，27，弗五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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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慈愛的神和苦難的世界

聖經上說，『神就是愛。』既然神就是愛，為甚麼
世上還有這麼多的苦難﹖為甚麼人有許多不幸的遭
遇﹖又為甚麼連基督徒也常有痛苦的境遇﹖這些苦
難到底是從那 裏來的？

其次，我們知道，今天的世界是控制在撒但的手下。
當信徒 蒙了神的救恩，要在這個世上為神活著，並作
見證的時候，撒但就千方百計，藉著各樣的人、事、
物來苦害我們，想要動搖我們的信心。聖經上說，撒
但之於信徒， 好像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

我想大多數的人都曾經有過類似的問題，尤其當我們

喫的人。他知道他的結局已經近了，就越發苦害、越

正在經歷苦難，或者是我們的親友正陷於非常的遭遇

發攪擾信徒。

時，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感觸就 特別的深。但是請不
要懷疑神的心，神的確就是愛，神不僅愛祂的兒女，
祂也愛世人。那麼到底苦難是從那裏來的？

第三，神不僅救了我們，還要成全我 們，使我們能有
分於祂神聖的性情。因此，萬靈的父必頇管教我們，
這乃是為了我們的益處。(來十二 5~11。)這也是出於

當初神造人在地上，是沒有苦 難的。人在神為他所創

神在我們身上的美意。神的兒女必頇 知道，臨到我們

造並安排的環境中，一切都是安樂的。生活需要既不

身上一切的苦難，都有神的美意。我們不該把所遭遇

用愁，天災、人禍、病痛、死亡也都沒有。乃是等到

的任何苦難當作是自然的、偶然的，乃是神所允許的。

人犯罪墮落了，這位公義的神不得不 以公義的法則

主耶穌說，若不是我們的天父允許，就是 值半分銀子

來對待人，所以就帶進了苦難。那個原來為人效力， 的麻雀也不會落在地上；連我們的頭髮，祂都數過
生產糧食的地，因受了咒詛，就長出荊棘和蒺藜，叫 了。(太十 29~30。)何況是發生在我們身上其他的事﹖
人必頇終身勞苦，汗流滿面，纔得餬口，維持 生存。 所以我們無論是因人墮落而遭遇世人共有 的苦難，
(創三 17~19。)不僅如此，就是整個的受造之物，也都 或是由於撒但惡意作祟而有的不尋常的苦難，亦或是
因人的墮落而陷入了敗壞的轄制，服在虛空之下，一

神為管教祂的兒女而特意安排的苦難，都是為神所使

同歎息勞苦。人的身、心也不例外。因為有 罪在我們

用，以成全祂的兒女。因此，凡事臨到我們，都是 為

裏面，所以我們的身體會病、衰、老、死；我們的心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裏也會憂慮、不安、恐懼。並且人與人之間，民與民

(摘自 www.lsmchinese.org)

之間，國與國之間，有仇恨、有衝突、有爭戰。如 此
一來，原本安樂的天地，就成為苦難的世界。究其原
因，基本上是由於人犯罪所致。

造就系列
晨興的意義

在新路中實行召會生活很重要的一件事，乃是過晨

想、或意志。這時候最好也不要思考聖經中許多不同

晨復興，日日得勝的生活。我們不該認為很難有個人

部分的話。只要全人專注於主，並盡力操練靈呼求祂

的晨興。得復興就是重新被主摸著。每逢主摸著我們， 的名。我們必頇學習在早晨呼求祂的名。禱讀兩、三
我們就得著復興。… 我們既是新約福音的祭司，就必 節經文，用作你的禱告也是有幫助的。你不需要作禱
頇有聖別的生命與生活。這聖別的生命與生活是藉著

告文章，只要照著經文禱告。在這十分鐘內，最好不

晨晨復興而得以維持。每早晨我們都該有新的開始。 要為別的事禱告。在這一段時間內，我們只該直接和
每早晨花時間與主同在，並不是說必頇花很多時間。 主談話。這就是真實的禱告。當你這樣接觸主時，你
我有很多的操練，我發現每早晨花十分鐘與主同在就

裏面會被復興，你的靈會被挑旺。你會得著力量過聖

彀了。在與主同在這段時間裏，我們必頇拒絕一切有

別的生活。這就是晨興。

關我們活動的打岔思想。盡力不要順著你的情感、思

（神命定之路的操練與實行，三四七，三五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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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古晉市召會五會所青職見證

青職聖徒是一班在人生的路程上正在轉彎的人。他們面
臨著事業﹐交友﹐婚姻﹐家庭﹐兒女﹐各種的挑戰和問
題。極需有長輩的指導和同輩的扶持。一旦少了這兩面的
配合﹐非常容易讓他們失去人生的方向與正確的目標﹐
而被這世界洶湧的潮流所捲走﹐失落在撤但為他們所擺
設的詴誘裡。我們已經非常痛心的見到許許多多當初曾經
非常愛主並奉獻自己一生給主的中學生及大專生﹐如何
在踏入社會之後﹐漸漸的挪移了自己的帳篷﹐搬進了所
多瑪﹐直到與世界完全的聯合﹐失去了他們原來的鹽
味﹐並把身上那一丁點的光完全的隱藏在生活的斗底
下。。。

多。好些流落在世界的青職們也被他們一個一個的挽
回。也有一些朋友們因著青職們在一起那甜美的生活受
了吸引﹐加入了他們的行列。青職們一面操練過正常的
召會生活。有主日的擘餅與服事﹐主日晚上核心的追求
與事奉交通﹐週二的禱告與擴大的交通﹐週五的小排
聚集﹐一面也常有生活上的相調與活動﹐如主日下午
打羽毛球﹐聚會後的茶點相調﹐小組的用飯﹐彼此間
的關心與顧惜等。這樣的生活叫他們有活力﹐有凝聚
力﹐並有服事的動力。
值得一題的是他們自動自發的開始了一個清晨的晨興
小組。每早晨聚集在一個青職的家裡享受主的話。雖然

五會所的一班青職們蒙了主的恩眷﹐在一些愛他們的家
庭堅定持續的看顧下逐漸的成形。他們原來是一班對世界
滿了憧憬與盼望﹐並對主與召會淡漠的青年人﹐照顧他
們並培養他們對主的愛心需要從主來的無己的愛與無邊
的忍耐。在這些家庭一次又一次的愛筳﹐交通﹐鼓勵﹐勸
勉﹐幫助之下﹐終于一個一個的﹐一對一對的青職們被
主復興了起來。

人數並不多﹐但是他們卻能從一而終﹐不屈不撓的持
續下去。願主厚待他們﹐叫他們早早飽得主的慈愛﹐天
天暢飲救恩之泉的活水。
青職們到如今已有超過五對年輕的夫婦以及數位單身
的聖徒堅固的配搭並建造在一起﹐一同擔負區與排內
日常的運作與各種活動﹐包括不定期的相調愛筳﹐戶
外野餐﹐出國訪問等。今年三月他們訪問了台灣眾召

終于在今年五月九日﹐青職聖徒們在他們當中的一個家
裡開始了第一次的擘餅聚會。這真是一個非常榮耀的新起
頭。青職聖徒們終于自己站起來了﹗看著他們有條不紊的
唱詵﹐禱告﹐申言﹐報告﹐服事﹐聖徒們真是滿心感謝
與讚美﹗覺得他們多年在主裡的服事和禱告並沒有白費。
從五月到如今﹐青職區是越過越興旺。人數也逐漸的增

會﹐明年他們也計劃訪問日本。藉此擴大他們的心胸與
視野﹐並得著基督身體豐富的供應。聖徒們非常喜樂的
看見一對一對﹐一個一個的青職徒們被興起來愛主﹐
愛召會生活﹐加入事奉與交通﹐投進身體的配搭與建
造裡。願主持續的領導與祝福他們﹐更願他們身上所享
受的生命能成為流進並建造主榮耀的身體中的恩典的
洪流。

(李國士弟兄)

本地消息
古晉市召會年終數算主恩相調特會

日期：25~26/12/2010(週六至主日)
25/12(週六)

日期/時間
節目/事項

第一堂
10:00am~12:00pm

愛 筵
6:00~7:15pm

信息
“展覽”會所/召會
(每個單位限20分鐘)

地點：A棟二樓大廳
26/12(主日)

第二堂
7:15~9:15pm

第三堂
10:00am~12:00pm

三會所

集中擘餅

一會所

各會所愛筵服事範圍:

四會所

五會所

二會所

自行安排佈置愛筵場

倫樂召會

六會所

哥漢召會

地、飯後整潔及恢復

信息

2011展望交通

場地。

餅杯服事

二會所

招待服事

六會所

各會所愛筵場地分佈

五會所

二會所

兒童照管服事

三會所

，請參閱圖表。

一會所

四會所

車輛指揮服事

五會所

六會所

一會所

會所巡邏服事

四會所

二會所

三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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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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五十週。
2. 本週“創世記”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112~114 篇。
3.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
本週開始追求“時代的禱告”晨興聖言 第一週。

本地報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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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古晉市召會大專一週成全聚會
日期/時間： 19/12(主日)晚上 7:30pm 開始至 26/12/2010 (主日)中午結束
報名費：每人 RM50/-

地點：大會所

報名截止日期﹕13/12/2010

對象：九號、十一號、高三畢業生以及各大專院校聖徒。
3. 古晉市召會青職戶外相調聚集
日期： 30/04 － 2/05/2011

地點： Hilton Batang Ai Resort

報名：請到辦事處領取表格

對象：所有青職的聖徒或朋友，社區家庭；我們也鼓勵年長聖徒報名參加。
4. 土耳其與希臘訪問之旅
日期： 18/03 － 1/04/2011

報名：預知詳情，請與陳芳堯或李美光弟兄交通

5. 四會所姊妹追求聚集
日期/時間﹕15/12/2010(週三)晚上7:30~8:30pm

地點﹕A108會廳

其它
1.作餅服事－請四會所二、三區(4─2、3)服事餅杯的聖徒們於19/12/2010(主日)安排時間來作大約100片小餅及幾片大
餅供 26/12/2010(主日)集中擘餅聚會用。
2.A棟二樓大廳整潔－請四會所聖徒安排時間於19/12/2010(主日)來作A棟二樓大廳整潔包括男、女廁。
3.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19/12)

週一晚上 (13/12)

週二晚上 (14/12)

會所/區

6－2

三會所

4－1

4.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5. 各會所/區扶持倫樂、石隆門時間表
19/12

25-26 /12

6－1及1－5、6、7區

日期
地方
倫樂

2－2

年終數算主恩

2－4區

石隆門

六會所

特會

會所/區

3－8區
4－1、8區
5－2、3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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