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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行政的禱告與權柄的禱告

禱告的原則

時代的禱告必是行政的禱告與權柄的禱告。在啟示錄這

任何一個好的禱告，有價值的禱告，搆得上水準的禱

告，都必須與這些原則相合。首先我們必須看見，禱
卷神行政的書、神聖執行的書裏，神行政的執行中心並不 告不該是人發起的，禱告應該是神發起的。任何一個
是寶座，而是香壇；這香壇是直接在神權柄的寶座前。在 禱告，就連你我到神面前去認罪，都該是神在你我裡
香壇那裏所獻上的禱告支配了孙宙。神的行政需要我們的 頭作工所作出來的。…一個彀水準的禱告，也必定是
禱告。
神從裡面經過的。你的禱告裡面有神的成分，神就在
你的禱告裡面。
金香爐象徵眾聖徒的禱告（啟五 8），而香象徵基督連同
祂所有的一切功績，加到眾聖徒的禱告上，使眾聖徒的禱 所有真實的禱告，都不是人為著自己禱告，也不是人
告，在金香壇上得蒙神的悅納。眾聖徒的禱告和基督的香 為著別人禱告，乃是人為著神禱告。...禱告最高的意
一同升到神面前的時候，神就執行祂的行政。這香升到行 義，就是叫神能得著祂的權益。…但是我知道，有的
政寶座上的神那裏去，神就應允眾聖徒的禱告；結果，火 弟兄姊妹，當他們為這些需用的事到神面前去禱告的
就降到地上來執行神聖的審判。神把祂對我們禱告的答應 時候，常常不能這樣雄壯；他們往往一跪下就 落淚
傾倒出來，這就是神的行政。這是描繪香壇成了神行政的 說，神阿，可憐我，我沒得喫，沒得穿，房子也沒著
中心，讓神在祂的行政裏施行審判。

落，求你可憐我。這種的禱告實在太可憐了，因為全
數是為著自己。…

最重要、最屬靈的禱告，乃是權柄的禱告。我們若真要在
神面前有分量、有價值的禱告，就必須能在神面前發出權 所有正確的禱告，也都是人的話語說出神的心意來。
柄的命令來。權柄的禱告有兩方面—捆綁和釋放。普通的 不錯，是你在那裡說話，但卻是神在那裡把祂的心意
禱告是求神捆綁，求神釋放的禱告。權柄的禱告是我們用 發表出來。你的話就是神心意的發表。因此我們到神
權柄來捆綁，來釋放，是用神的權柄，把神的權柄拿來對 面前去禱告的時候，不要一下就照著自己的意思來禱
付難處，對付那該除去的事。得勝者最要緊的工作，就是 告。…一 個 彀 水 準 的 禱 告，必 定 是 當 你 親 近 神 的 時
他能把寶座上的權柄帶到地上來；我們若要作得勝者，就 候，有一個心意進到你裡頭來，作了你的負擔，叫你
必須學會權柄的禱告，對山說話。召會用權柄禱告，就管 覺得必須到神面前去傾心吐意，把這個負擔倒出來。
理陰府。我們若要有權柄的禱告，首先必須服在神的權柄 而當你禱告彀了的時候，你裡頭馬上輕鬆，覺得擔子
之下；除非我們服神地位上的權柄，在生活上，並在一切 都卸下去了。
實行的事上，都服神的權柄，我們就不能有權柄的禱告。
權柄的禱告，乃是以天上為起點，以地上為終點的。權柄
的禱告就是能站在升天的地位上發出命令來。有了升天的
地位，有了升天的權柄，也能發出權柄的禱告來，一到這
個時候，我們這個人就是在寶座上，和主一同掌權，叫神

每一個正確的禱告也都該百分之百是叫神得榮耀，而不
該是叫人得享受。不錯，是你禱告，是神垂聽你的禱
告，也是神成全你的禱告，但是你在裡頭應該沒有地
位。
摘自『禱告』

永遠的定旨得以成就。
週刊目錄：
(摘自台北市召會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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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將盡酒

聖經是一本引人入勝的書，神在其中用許多遙遠、

用盡了。』這時，你怎麼辦？

古老的故事，為我們寫下無數神聖的啟示。在約翰福
音第二章一至十一節，記載著一則非常有意思的往
事，當然沒有例外，其間亦蘊涵著極為饒人回味的啟
示。

親愛的朋友，今天人生的筵席裡，如果仍有滿足和享
受，是因我們還有酒！然而，在人生旅途中，我們曾
經遇過，也將再遇見許多次『酒用盡了』的場合。
你、我皆知，我們人生的酒，遲早會用盡。雖然我們
可能日日三省吾身，或者天天醉生夢死，但無論如
何，你我都有那個拋不開，躲不掉，雖然明知，卻又
不敢承認的死亡要面對。可是，雖然酒用盡了，雖然
生命到了枯竭的地步，就在這個『酒用盡了』的筵席
裡，有一位客人是你、我素未謀面，從不相識、也不
重視的。

那天，耶穌和祂的母親去喝喜酒，筵席進行了一半，
酒喝完了。主耶穌就把滿滿六口石缸的水，變成了
酒，僕人把新酒交給管筵席的嚐，管筵席的還抱怨地
對新郎說：『人都是先擺上好酒，等客人喝足了，纔
擺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這是耶穌所行的
頭一 件神蹟。
這則故事所環繞的背景有二：一是喜筵，二則是酒。
我們都知道喜筵的中心，就是那令人興奮，使人滿足
的酒，而酒在聖經中的寓意乃是生命。喜筵當中，那
種賓主盡歡，開懷暢飲的場面，就像是我們的人生。
無可否認的，在生命初綻，也就是喜筵初開的當兒，
我們的確有許多的新奇、刺激、挑戰和滿足。因為杯
觥交錯，不虞有缺，人生的筵席確有其美好、滿足的
一面。然而，正值我們酒酣耳熱之際，突然間，旁邊
有人輕輕告訴你說：『朋友，酒用盡了。』這時，你
該怎麼辦？正當我們興致飛揚、意氣風發的時候，有
人像當頭棒喝一般，通知我們說：『朋友，你的生命

祂能變水為酒，將我們的生命注入新的活力，使我們
的人生真正甘美，祂就是主耶穌。那天晚上，主耶穌
在那個『酒用盡了』的筵席中，把水變為酒。今天祂
也要在你我人生的筵席上，將我們身上的死亡變為生
命。不僅如此，這個新的生命和那天晚間的新酒一
樣，要為你、為我帶來更美好、更豐富、更實際的享
受。因為，凡喝過那『水變為酒』的，都同意那天晚
上管筵席的看法。
他說：『好酒。』不僅如此，還是『不盡的好酒』。
(摘自www.lsmchinese.org)

造就系列
把我們的需要和負擔告訴主

我們需要一些時間將我們一切的負擔帶到主面前。
這是我們為事務、事情和需要禱告的時候，以卸去我
們的負擔，將我們心裏和環境裏的一切，藉禱告來告
訴主。若是可能，我們應當每天這樣作。凡我們所作
和所需的，應當首先告訴主；…有時我們必須為著祂
的答應感謝祂，有時我們必須為著祂的應許題醒祂。
這很容易教導，但需要我們一生的時間來操練。
我們若是正確的基督徒，甚至我們去買一雙鞋，也必
須告訴在我主。一面，主會顧到我們一切的需要。然
而另一面，們所需、所作的每一件事上，我們最好先
告訴主。這不僅會從主帶來許多答應和許多祝福，這
也會幫助我們長進。
我們需要將這一切付諸實行。我們應當持孚這規律：

每天早晨花二十至三十分鐘與主在一起，忘掉、不管
我們的需要，只單單讚美祂、感謝祂、接觸祂，並藉
著將我們從讀主的話所領會的化作禱告，來消化主的
話，好與祂交通。然後一天稍晚的時候，我們要找出
時間告訴主。有些人也許說，這裏又是時間的問題。
我再說，如果我們要作這事，我們就能作。我們開車
時，我們能說，『主阿，我需要一雙鞋。』只要這樣
告訴主。…這很簡單。主不是審判官，所以我們不用
帶著豫備好的語句、用辭到法庭來。不需要這樣作。
我們能彀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景況下、並以任何用
語、發表和用辭與主談話。我們必須學習這樣禱告。
當然若是可能，找一段時間與主單獨在一起，這是好
的，但時間常不容許我們這樣作；然而我們仍然能彀
禱告。
（摘自生命經歷的實際功課，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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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在職的價值觀

李弟兄說過，在職聖徒是召會的腰，腰若不好，就

事情放下一點，這件事就有時間了。舉我一個假設的

不能站得直走得好。在職聖徒可向上托住向下照顧，

例子，我是經商的，當要與客戶簽約時，簽約是最重

使召會有衝力。但因在職聖徒的特點標記是忙、累，

要的，其他事都沒時間。但如在正要簽約時，接到兒

沒有時間，若要服事，必須先心思更新，觀念改變。

子送急診的消息，此時赴急診處看兒子成了最重要、

在神生機的救恩中，從重生到得榮，中間必須經過重

有時間作的事，簽約反成了次要沒時間了。所以不是

要的更新與變化。更新就是心思觀念改變，變化則從

我們沒有時間，而是我們認為何事重要。我們可能把

心思開始，然後有情感與意志的變化。所以心思更新

很多事都看作比服事主重要，比召會的事重要，以致

是變化的重點，若心思不更新則可能得救多年仍毫無

服事主的事沒時間，反而其他的事都有時間。這都是

變化。心思未更新時，總想要等到不忙不累時再服事

觀念的問題。我們更要看見，我們的生命氣息都在主

主。但一個健全的人沒有不忙不累的，從一天開始到

手中，祂給我們時間，我們才有時間，祂把時間拿

工作完回家，都是忙是累，即使坐在沙發上仍是累。

走，我們就一點時間都沒有了。這是我們要認識的在

只有在病倒時才能不忙不累又有時間。例如一位在職

職的價值觀：知道什麼事重要，在什麼事上就有時

弟兄每天晚上八點才下班回家，吃過飯，就沒有時間

間。求主開我們的眼睛，看見神的經綸，主的召會是

聚會服事。但因著主的復興，心思改變，願提早下班

最重要的，願把更多的時間聖別出來，為著祂和祂的

回家，簡單充飢後，先聚會，晚餐散會後再吃。可見

召會。
(摘自新竹市召會網站)

時間完全掌握在我們手中，有沒有時間，完全看我們
怎麼安排。主給你我的時間都是二十四小時，把別的

外地消息
主在柬埔寨的见证
賓的全時間訓練，成爲柬埔寨的祝福。今年因政
策開放，使柬埔寨眾召會有份于基督身體的交
通，並因此大的加強。2007年柬埔寨開始有國際
特會，並且負責弟兄也積極前往越南參加弟兄聚
會。藉著海外弟兄們的配搭，與韓國眾召會的訪
問，財務供給和開展上的扶持，使主在柬埔寨的
工作更加往前。目前，柬埔寨有三處召會，聖徒
人數約兩百五十位。今年的一月27至31日在柬埔

柬埔寨

寨依然有國際特會，而且將會釋放主恢復中的四
大支柱：真理，生命，召會，福音。願主祝福在
柬埔寨的召會。
（摘自美地季报，第十六期）

由於韓國聖徒弟兄的剛強開拓，興起了主在柬埔
寨的恢復。許多得救的青年人紛紛參加泰國和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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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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三週。
2. 本週“以賽亞書”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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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週。

禱告事項
1. 求主記念2011年“區負責成全”及“姊妹成全”兩個重要的訓練。求主興起聖徒們報名並分別時間參加訓練。
願神祝福這兩個訓練，與我們同在，並在我們中間説話，使聖徒們被成全，成爲召會的柱子，承擔召會的責任。
2. 願神加強聖徒們晨興與讀聖經的實行。
3. 願神差遣我們前去，傳福音並餵養聖徒，將所享受的基督，流露出去，供應生命。
4. 爲著各會所/區/排的需要禱告。

本地報告
1. 全召會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17/01/2011(週一)晚上7:30pm
地點：A107會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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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區負責成全訓練通啟
對象：區負責弟兄及實習區負責弟兄
日期：22/01/2011（週六）
時間：第一堂：5pm-6:30pm，晚餐：6:30pm;第二堂 7:15pm-9pm(因這是訓練，聚會五分鐘前就座)
4. 2011年第一次小牧人大相調
日期：15/02/2011 （公共假期）

時間：8:30am~2:00pm

對象：所有小牧人

外地報告
1. 印度訓練中心奉獻通啟
奉獻指標：馬幣十萬(RM100,000/-)
奉獻截止日期：30/01/2011
備註：請眾聖徒在奉獻紙袋寫上“印度”字眼，為著印度訓練中心用。

其它
1. 書房新書預訂通啟—書名：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tness Lee(Set 7─1969) ──1969年李弟兄文集(英文版)
預訂價：每套RM240/預訂截止日期：24/01/2011
備註：請直接到書房預訂並繳費。
2. 財務報告
月份
十二月

承上月結存
303,331.95

收入
48,291.10

支出
47,820.39

結餘
303,802.66

3.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23/01)

週一晚上 (17/01)

週二晚上 (18/01)

會所/區

3－1

二會所

1－1

4.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5. 古晋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輿石隆門輪值表

會所/區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6－1及1－1、8 區

9日

一會所

--

2－3 區

一 16日

二會所三区

一會所

3－4 區

月 23日

三會所

六會所

二會所四区

五會所

4－3、5 區
5－1 區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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