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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與主的行動－
美國感恩節特會信息紀要

這次感恩節特會於美國靠近中南部的奧克拉荷馬州的奧

說，因着有爭戰，所以我們的禱告要堅定持續，並要儆醒感
克拉荷馬市舉行，此地於 1995 年曾發生着名的美國聯邦政 恩（西四 2），要有各樣的禱告與祈求（弗六 17，18），在
府辦公大樓爆炸事件，168 位辦公人員（含 19 位托育孩童） 禱告上更要抗拒三種的睡：身體的睡、心理的睡與屬靈的
於事件中瞬間失去性命；另外此地因位於墨西哥灣暖流與 睡（太二六 41）。第五篇說到，這行動就是以西結書所啟
洛磯山脈冷氣團的交會處，又是一望無際的平原農作耕種 示之大輪的行動，我們要藉禱告為神經綸的行動鋪路。這行
地區，因此每年約有上百個龍捲風在此形成，造成許多財產 動是「輪中套輪」（西一 15），因此我們的禱告是「在禱
與生命的損失，可見地上沒有真正令人安息的地方。雖然如 告中禱告」（雅五 17），也就是「神在我們的行動中來行
此，這裏卻也是美國着名的聖經帶（Bible Belt），此地百姓 動」（結一 20）。最後，保羅囑咐召會工作的首要就是「第
信仰純正，民風純樸，穿着簡單樸實，各派教堂林立。此次 一要為萬人祈求、禱告、代求、感謝」（提前二 1），並題
大會於市中心的 COX 會議中心舉行，與會約 2,200 人，聖 到神的工作是一條神聖的水流，這水流流自神和羔羊的寶
徒們到會非常整齊，鄰近各州的聖徒們開車約四至六個小 座，流經歷世代從未停止，現在這流臨到了我們，我們要保
時前來參加，大家靈裏相調為一，分享主今日的說話，有份 守自己在這聖靈的水流中。
神經綸的行動，眾人非常的喜樂。
為七件事有爭戰的禱告聚會結束前余潔麟弟兄題到我們需
此次特會總題為：「禱告與主的行動」。各篇篇題如下： 要為七件事有爭戰的禱告：第一，為國度福音能傳遍所有
第一篇 禱告的意義，禱告的原則，以及召會禱告的職事。 的國家；第二，為倪、李二位弟兄的職事能被推廣；第三，
為黑暗邪惡權勢的捆綁；第四，為召會下一代生命的長
第二篇 禱告的人。
第三篇 在香壇禱告，為著編組成軍，為神在地上的行動爭 大；第五，為新的復興在聖徒中的渴望；第六，為召會能實
行神命定之路，成為耶穌的見證；第七，為興起召會中禱告
戰。
的職事，以結束這世代。
第四篇 堅定持續的禱告。
第五篇 在神經綸大輪的行動上與三一神是一。
第六篇 在神工作獨一的水流裏禱告的召會。
從總題及篇題可看出相調弟兄們深處的負擔，就是盼望在
主的恢復中興起許多禱告的人，來推動主今日的行動。首先
需認識禱告真實的意義，就是在禱告中神將祂自己與人聯
調是一；而有合乎禱告原則的禱告，這原則就是：第一，祂
先啟示祂的心意；第二，需人配合禱告出祂的心意；第三，
神纔能推動祂在地上的行動；在召會中要興起許多這樣禱
告的職事。第二篇說到，主耶穌就是這樣禱告的人，主獨自
上山禱告（太十四 23），清早到曠野禱告（可一 35），整
夜禱告（路六 12），帶彼得、約翰和雅各上山去禱告（路
九 28）。第三篇，說到我們需對帳幕作為召會的豫表有最
深入的經歷，就是完全與祂合併是一，而與作大祭司的基督
一同經歷金香壇升天的禱告。這禱告有一個目的，就是為着
神子民被編組成軍，好為神在地上的行動爭戰（每個二十歲
的男丁要獻上贖罪銀），因此，我們需為聖徒的生命長大成
熟，能被編組成軍禱告。這是此次信息的高峰。第四篇接續

摘自《https://www.churchintaichu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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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列 如果你是神 就讓我相信你吧！（一）

【裡面有一個聲音問我，『你要追求神所創造的自然律
呢，還是追求神自己?】
我從小過得非常簡單，只知道讀書。但到了大學最後一年，
突然發現事情不簡單了：馬上就要畢業了，該往何處去？路
又在哪裡？這一輩子該幹什麼？心想還是待在學校準備一段
時間吧。於是就考上了碩士研究生。
一開始上研究所，就如飢似渴地讀書，中西方歷史、人物、
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哲學、等等，無不涉獵。可是，
我一生的終極目標是什麼呢？仍然是沒有答案。其實也不可
能有答案，因為我讀的書都在講世上的事，人生的終極目標
不是其主題。
三年後，我得到了碩士學位。因為科研成果突出，就留校任
教。那時，似乎前途一片光明，我雄心勃勃地要成就一番事
業。也顧不得去問人生的意義是什麼了。以後的九年多，就
在世界上打拚，慢慢地，就覺得搞教學研究實在是沒有滋
味，也太清苦，就去辦科技開發公司。那時，心中所思念的
乃是物質的、精神的享受。

一位是某大公司的中層主管，我和他同住一間。因為他喝
醉了，夜深人靜時，就開始高聲喊叫：『媽啊，我不是人
養的，我沒臉見你呀！』一遍又一遍。因為搖不醒他，我
就摀耳朵，沒想到還是聽得見，我就蒙在被子裡，但也行
不通！只得靜靜地躺著聽他喊。漸漸地，那聲音直刺入我
的最深處，叫我顫慄、恐懼。那是他裡面的人―良心受壓
迫太久而發出的吶喊啊！而我的良心也起了響應。做過生
意的人都知道，許多事是不得不做的，要不然公司會開不
下去。
剛開始做時，良心會控告，心會跳，人會害怕，需要自己說
服自己。做多了，見多了，就習以為常了。反而譏諷那些做
得不巧妙的人，嘲罵他們笨、倒霉，以此作為笑談和消遣―
以黑為白，以邪為正了。但沒想到，有一天會有夜半驚夢。
那個悚人的聲音，縈繞我許久，叫我萌生了退出公司的念頭。
在此我也願主記念他，並喚起那些仍在這條路上越行越遠而
不知之人的良心，使他們的心回轉，悔改，得著安寧…（續）
摘自《www.luke54.org》

但神是主宰的神。祂開始藉著人、事、物對我說話，使我的
心回轉。有一天，幾個好朋友一起出去談生意並消遣，其中

系 列 生命的話

兩千年來，基督徒都承認一件事，沒有一個人不認識聖經， 主是活的話，聖經是寫成的話。寫成的話和活的話是兩種話
而能好好認識主。神給我們屬靈的產業，一面是看不見的聖 麼？如果我們以為寫成的話與活的話不同，寫成的話對我們
靈，一面是看得見的聖經。一面是聖靈 在我們裏面，一面是 就是死的知識。寫成的話不能與活的話分開，而必須與活的話
聖經在我們外面。一個正確的基督徒，對這兩面該是絕對平衡 是一。我們必須這樣對待聖經中的每一節。我們用眼看，用心
的。若是你裏頭滿有聖靈，也在外面認識聖經，這樣，你這個 思自然而然的明白，然後運用靈，把寫成 的話轉化成活的話，
基督徒定規是活的， 又是穩的；是動的，又是準的。你是活 就是基督自己。絕不要禱告求主幫助你作什麼，那是錯誤的作
而穩妥，動而準確的基督徒。（真理課程一級卷一，三頁。） 法。你要一直以祂為祂話語的應驗。譬如你讀約翰十五章十二
節，那裏說，我們要 彼此相愛。你不要這樣禱告：“主，我要
提後三章十六節說，『聖經 都是神的呼出，對於教訓、督責、
愛我的弟兄；但主你知道，我很軟弱，求你幫助我去愛。”這
改正、在義上的教導，都是有益的。』這一節原文也可譯為：
樣禱告之後，你下定決心去愛弟兄；你會被暴露，看見失敗。
『凡聖經都是神呼出的，對於教訓、督責、改正、在義上的教
你不用期望別的，只要期望失敗。你即使成功一段很短的時間，
導，也 是有益的。』要面對召會敗落中的死亡、敗壞和混亂，
但至終你會失敗。你就是成功了，那也毫無意義，毫無價值。
一章所根據的永遠生命，（1，10，）二章所強調的神聖真理，
我們必須以享受主的方式，來對待、取 用聖經的話。這樣，我
（15，18，25，）以及三章所尊重的 聖經（14 ～ 17）都是必
們就會真實的藉著讀主的話吃主，得主餵養。寫成的話就會成
需的。永遠的生命不僅吞滅死亡，也給與生命的供應；神聖的
為活的話，就是基督自己。基督和聖經成為一。我們必須來嘗，
真理，用一切神聖豐富的實際頂替敗壞的虛空；聖經不僅除
並且來看。我們 必須幫助弟兄姊妹這樣的接觸主的話。靠主的
去混亂，也給人 神聖的亮光和啟示。因此，使徒在本書強調
憐憫，我們必須把聖經當作一本生命的書，就是生命樹，而不
這三件東西。聖經—神的話—乃是神的呼出。神的說話就是神
是當作知識樹。許多基督徒越學習聖經，越自高自大。他 們得
的呼出。因此，祂的話就是靈（約六 63）或氣。所以，聖 經
了知識，只是為著定罪、批評別人。太多死字句的知識，結果
乃是這位是靈之神的具體化。那靈乃是聖經的素質、本質，猶
就是驕傲。不要把這一本活的書當作死字句的書。保羅說，字
如磷是火柴的基本本質。我們必須用我們的靈，劃擦聖經的
句殺死人。（林後三 6。）那意思是 說，字句的聖經殺死人。
靈，以點著神聖的火。 聖經（神的話）既為是靈之神的具體
我們不該把聖經當作字句來接受。我們必須把主的話當作生命
化，也就是基督的具體化。基督是神活的話，（啟十九 13，）
和靈接受進來。但願我們都來嚐嚐，就知道主是美善。（生命
聖經是神寫的話。（太四 4。）（提摩太書生命讀經，六○至
樹，一二一、一 二三至一二四頁。）
六 一頁。）
摘自《真理課程一級卷一，第一課；提摩太后書
生命讀經，第六篇；生命樹，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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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恢復中禱告的呼召

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裏問安：
自二○一二年十二月一日起至二十一日，主恢復中的眾
召會將進行為期三週的特別禱告。我們懇請許多聖徒盡
可能專特的分別自己，在這段時間盡禱告的職事。
主的恢復已經來到一個關口，需要在神寶座前有剛強有
效的禱告。罪人和基督徒有空前的飢渴，響應神救恩的高
品福音與祂真理的話；世界和宗教急速衰落的情形；地
上不法與背道的光景；撒但邪惡勢力對信徒與神工作凶
猛的攻擊；眾地方召會迫切的需要被建造，好有基督身
體的實際；以及世代終結與主即將來臨，以帶進國度時
代之無可否認的兆頭―凡此種種，接需剛強有能的專特
禱告，以擊敗撒但、完成神旨、並轉移時代。
正在五十年前，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主的恢復在西方世界
的工作起頭時，李弟兄和一些弟兄們每天數小時在洛杉
磯堅定持續的禱告了二十一天。那禱告的果效可見於主
今天在全地的恢復。
在這些日子裏，我們必須以更大的強度和規模來繼續這
樣的禱告。如果全球千百處召會裏成千上萬的聖徒，作為
團體的戰士，為著主現今在地上的行動，與神的旨意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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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回應現今這禱告的呼召，這將會發生何等的事？這樣禱
告的結果，豈不會使父的名更早被尊為聖，使祂的國更早來
臨，祂的旨意更早實現麼？
我們向主恢復中的眾召會和眾聖徒發出呼召，在十二月的頭
二十一天當中，要個人且團體的醒起，儆醒禱告，以盡神的
召會最大的職事，使這些日子成為得勝的代禱與代求的日
子。
願恩典和懇求的靈澆灌我們。(亞十二 10)願主將不住禱告
的負擔充滿我們。願我們一直留在香壇那裏事奉祂。(徒十
三 1 ～ 2 上。)願祂得勝的血保護我們，並且祂的十字架運行
以征服我們的肉體。且願眾聖徒得勝的禱告，同著復活升天
的基督作為香，(啟八 3，)升到諸天之上。
親愛的弟兄姊妹和愛基督者，為著神的權益，讓我們聚集在
神的寶座前，在一裏和諧一致，以信心、純誠、並且堅定持
續的禱告。讓我們在禱告中彼此聯結以轉移時代。阿們。
『關於我眾子將來的事，你們可以問我；關於我手的工作，
你們可以吩咐我。』
---賽四五 11 下。
摘自《http://beseeching.org/》

A CALL TO PRAYER IN THE LORD’S RECOVERY

Greetings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From December 1 through 21, 2012, a special three-week
prayer time of the local churches in the Lord’s recovery will
take place. We urge as many saints as possible to deliberately
separate themselves unto the ministry of prayer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The Lord’s recovery has come to a point where strong and
effectual prayers before God’s throne are required. The unprecedented hunger of sinners and Christians who are responding to the high gospel of God’s salvation and the word
of His truth, the rapidly declining situation of the world and
of religion, the condition of lawlessness and apostasy on the
earth, the fierce attack of the evil forces of Satan against the
believers and the work of God, the desperate need of the local
churches to be built up to have the reality of the Body of
Christ, and the undeniable signs of the consummation of the
age and of the Lord’s imminent return to bring in the kingdom age all require particular prayer that is Satan-defeating,
divine-will-fulfilling, and age-turning in power and impact.
Exactly fifty years ago, in December 1962, Brother Lee and a
few brothers prayed steadfastly several hours each day for
twenty-one days in Los Angeles at the start of the work of the
Lord’s recovery in the Western world. The results of that
prayer can be witnessed over the entire earth in the Lord’s
recovery today.
Such prayer must be continued with greater intensity and
scale by us in these days. What would happen if thousands of
saints in hundreds of churches around the globe align their

will with God’s and respond to this present call to pray as one
corporate warrior for the Lord’s present move on earth? Will
not the Father’s name be sanctified, His kingdom come, and
His will be done sooner as a result of such prayer?
We are issuing a call to all the churches and the saints in the
Lord’s recovery, both individually and corporately, to awake
and arise, to watch and pray, and to fulfill the greatest ministry of the church of God during the first twenty-one days of
December, making them days of prevailing petition and intercession.
May the Spirit of grace and supplication be poured out upon
us (Zech. 12:10). May the Lord fill us with an unquenchable
burden for prayer. May we linger at the incense altar to minister to Him (Acts 13:1-2a). May His victorious blood protect
us and His cross operate to subdue our flesh. And may the
prevailing prayers of the saints ascend to the heavens with the
resurrected and ascended Christ as incense (Rev. 8:3).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lovers of Christ, for the sake of
God’s interests let us meet at the throne of God to pray in oneness and in harmony, and with faith, earnestness, and perseverance. Let us join one another in prayer to turn the age.
Amen.
“Ask Me about the things to come concerning My sons, and
concerning the work of My hands, command Me.”
—Isaiah 45:11b
The co-workers in the Lord’s recovery in North America
November 27, 2012
摘自《http://beseech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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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方向的建議
以下各點是對眾聖徒和眾召會禱告方向所題的建議。這些點不是要被當作規條和律法來接受，而以任何方式
限制我們的禱告。任何列出的禱告負擔都不能頂替我們與這位復活並升天之基督活的接觸；祂在寶座上並在
我們的靈裏代求，也惟有祂能供應我們禱告的真實負擔和發表。(羅八 26，34，來七 25。)
一 擴增並擴展主恢復的見證到萬民，好應驗主在馬太二十四章十四節關於宣揚國度的福音以終結這世代的
豫言。
二 藉著各種媒體，在全球傳播倪柝聲和李常受的職事，得著所有言語的尋求者、成全聖徒在生命裡長大以
致成熟、產生一個新人、並預備基督的新婦為著祂的來臨。
三

捆綁一切宗教、人為組織、屬世權勢所有反對背後的黑暗權勢，好將撒但摔下並引進神的國。

四 興起聖徒的下一代勝過罪、世界、肉體和己，並被神聖的生命和真理構成，好叫神的行動得以在地上繼
續，以完成祂神聖的經綸。
五 藉眾聖徒追求高峯的真理、實行神人的生活和普遍的牧養，而渴望、實現、並繼續主恢復裏眾聖徒中間
新的復興。
六 藉著操練並實行神命定之路的各方面，主恢復中的眾聖徒和眾召會能滿有活力，在各地成為耶穌活的見
證，向我們周圍墮落的光景作相反的見證。
七 藉著眾聖徒在生命裡長大以致成熟，眾地方召會得著建造，使基督生機的身體得着建造，以終極完成新
耶路撒冷，作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之三一神永遠、團體的彰顯。
八 在眾召會中繼續盡禱告的職事，為世界局勢並主在北美、南美、歐、亞、非州、中東、澳洲和以色列的
行動禱告，以終結這世代。

追求
進度

1. 本週“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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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繼續追求“小申言者書結晶讀經”晨興聖言 第九週。

本
地
報
告

1. 全召會事奉成全聚會
日期/時間： 10/12/2012 (週一)晚上 7:30pm
地點： A107 會廳

外
地
報
告

1. 在馬來西亞的相調特會報名通啟
日期/時間： 10/02（主日）晚上 7:30pm 開始至 12/02/2013（週二）中午結束
地點：梳邦再也之 Holiday Villa Hotel & Suites Subang
報名截止日期： 17/12/2012
備註：其他報名相關詳情，請到 A 棟一樓佈告欄查閱。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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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東馬眾召會相調大會報名通啟
日期/時間： 31/05（週五）晚上 7:30pm 開始至 02/06/2013（主日）中午 12:00pm 結束。
地點：沙巴，亞庇，沙巴基金局歌劇院
報名截止日期： 31/03/2013
備註：報名相關詳情，請到 A 棟一樓佈告欄查閱。

1.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它
2.

日期

主日早上 (16/12/2012)

週一晚上 (10/12/2012)

週二晚上 (11/12/2012)

會所/區

6－5區

五會所

4－1區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會所/區

會所/區

會所/區

會所/區

會所/區

6 － 2 區及 1 － 5、6、7 區

2－4區

3－4區

4－5區

5－5區

3.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召會輪值表
十二月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09 日

七會所

三會所

十二月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16 日

八會所

四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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