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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代求的禱告

生命的供應與禱告

我們也要看見，時代的禱告乃是代求的禱告。基督在祂
天上的職事裏，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作我們的大祭司，為
我們代求，照顧我們，要拯救我們到底，就是拯救得全備，
拯救得完整，拯救得完全，拯救直到永遠，拯救到極點。
基督為我們代求，承擔我們的案件；祂為我們顯在神前，
為我們禱告，使我們可以蒙拯救，並完全被帶進神永遠的
定旨。基督的代求需要我們的回應；我們在地上需要以代
求之基督的禱告為禱告。

所有真實的禱告，都是生命的禱告。生命的禱告，意
思就是說，這個禱告完全是從生命裡面出來的。因為
是從生命裡面出來的，所以纔是真實的禱告。所有不
是出於生命的禱告，都是裝作、模倣、勉強、儀式、
外面的；換句話說，都是假的。你的生命有多少，你
的禱告纔有多少。你的生命就斷定你的禱告。你生命
的狀況，就是你禱告的狀況。生命出了事的人，禱告
定規出事，這是很清楚的。不可能有一個基督徒，他
的生命出了事，而他的禱告在神面前沒有問題。生命

今天代求者不僅僅是基督自己，更是基督同著祂的身體；
作為基督身體的肢體，我們該有分於基督代求的生活，在

和禱告，完全是一個正比，是平行的。有生命就有禱
告，沒有生命就沒有禱告。

作為金香壇的基督裏禱告。因此，今天在神面前，不僅個

我們得到生命的供應有多少，斷定我們禱告的分量有

人的基督在代求，團體的基督，就是元首同身體，也在代

多少。有生命供應的人，可能沒有儘量的用他的生命

求。元首基督在天上代求，而身體召會在地上代求。

供應來禱告，但絕不能沒有生命供應的人，而能有禱

然而，因著我們在神的權益和神聖的事上常是軟弱的，不
知道神所願望的禱告是甚麼，因此，內住的靈會在我們裏
面作工，幫同擔負我們在禱告上的軟弱。當我們歎息時，
那靈照我們的樣式用歎息為我們代求，主要的是叫我們能
在生命裏變化，好在生命裏長大達到成熟。那靈也會在我
們裏面作工，在我們的禱告中將祂那照著神的意思，注入
我們裏面，使我們的心思與那靈的心思成為一。

告。...我願意每一個弟兄姊妹都記得，如果你沒有
每一天按時候得到生命的供應，你的禱告定規有問
題。沒有生命的供應，定規沒有禱告的生活。所以我
們一直要學習接受基督的供應，接受生命的供應。要
藉著安靜的時間，藉著默念，藉著讀經，藉著和眾聖
徒相交，接受生命的供應，這些生命的供應纔能叫我
們在神面前有真實的禱告。另一面我們也當學習，在
禱告中接受負擔，但不可太重，免得太受虧損。每一

在歌羅西一章九節，保羅禱告，願聖徒『在一切屬靈的智

天都按時接受生命的供應，這是禱告一個大的原則。

慧和悟性上，充分認識神的旨意』。這裏神的旨意是關於
包羅萬有的基督作我們的分。神的旨意是深奧的，與我們

禱告完全是一個生命的問題。所以要學習禱告的功

認識、經歷、並活這位包羅萬有的基督息息相關；神的旨

課，就得學生命的功課。要學習在生命問題上多有對

意是要我們認識基督，經歷基督，享受基督，活基督，並

付，多有改正，也學習活在生命裡頭，接受生命的負

使基督成為我們的生命和人位。我們要藉著尋求在上面的

擔。這樣，不必人勸你去禱告，你定規有禱告。在生

事，並思念這些事，而堅定持續的禱告，以回應基督的代

命裡頭有多少，禱告也定規有多少。
摘自『禱告』

求。
(摘自台北市召會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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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福音系列
耶穌給你甚麼？

耶穌給你甚麼？

使我們的心受盡了冷酷的摧殘；我們需要一個完美不
赦罪平安，不變的愛，神的生命

變的愛。耶穌將神的大愛賜給我們，使我們能永遠沐
浴在這廣大、浩瀚、完美、無缺的神聖大愛中。

這三樣東西，惟有從耶穌纔能得到。

三、神的生命：神的生命是神聖無罪的，使我們能過
一、赦罪平安：『惡人必沒有平安』這是神定的心理
定律。人無論怎樣自尋解脫，都無法得到真正內心的
平安。你若沒有真平安，就證明你有罪。你雖不承認
有罪，但你得承認你沒有真平安。正如人有病身體就

光明聖潔的生活。神的生命是豐盛充實的，使我們脫
離虛空困乏的人生。神的生命是大能剛強的，消除了
我們的軟弱和頹廢。神的生命是永遠的生命，因此我
們得以步入永存、不朽、榮耀無比的生命之途。

不舒適，你雖查不出有病，但你身體的不適就足證你
(摘自www.lsmchinese.org)

必定有病。故請你不要自欺。耶穌為罪人流血贖罪，
請你速來投靠，必獲赦罪平安。
二、不變的愛：滿足人性最大要求的，不是金錢而是
『愛』。但世間所給我們的愛，都是殘缺而易變的，

造就系列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甚 麼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

…正常的基督徒生

只有一個答案，那就是祂的兒子耶穌基督。祂在我們

活，與一般的基督徒生活很不相同。當我們思想主山

身上所有的工作，乃是除去我們，而以基督來代替。

上教訓的時候，我們就難免要問說，除了神的兒子自

神的兒子，為叫我們得赦免，代替我們死了；為叫我

己之外，地上是否曾經有人實際

們得拯救，代替我們活著。

活出這種生活? …『除了神的兒

所以，我們可以說有兩種代

子自己之外』這句話，正是這問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

替—一種是基督在十字架上

題的答案。

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的代替，使我們得著赦免；

關於基督徒的生活，使徒保羅在

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

加拉太二章二十節…說，『現在

身裡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

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

的信裡，與祂聯結所活的，祂是

用一個方法來答覆，那就是

愛我，為我捨了自己。 』

將祂的兒子更多的啟示給我

我裏面活著。』他不是講些特別
或奇異的事，來作為基督徒高峰
生活的標準。我們相信，他是說

加拉太二章二十節

還有一種是基督在我們裏面
的代替，使我們得著勝利。
對於我們一切的問題，神只

們。如果我們將這個事實不
斷的放在面前，我們會得到

到神對於基督徒所定正常生活的

很大的幫助，並且可以免去

準則。扼要的說，就是，我不再

許多的混亂。

活著，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出祂的生命。
神在祂的話語中清楚的說出，祂對於人一切的需要，

(摘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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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事奉主的榮耀

今天我們要來對付一個嚴肅、喜樂、榮耀的問題，

該向主而活。那時林後五章14～15節常常在我心中

就是我們一生該事奉誰？神創造我們就是要我們事奉

翻湧，基督的愛困迫我，天天激動我。我那時想要

祂。創一章二十六節說我們要管理全地，並地上一切

全時間服事，但弟兄們不敢答應，我只好去會所幫

爬物；我們要與神同工，有神的形像能彰顯神，有權

忙掃廁所、作飯食。弟兄們並不知道我的情形，也

柄代表神。這是神創造人的目的。到了啟示錄廿二

沒有人供給我。有一次我餓了三天，那時我受不了

章，再沒有咒詛，我們要事奉神直到永遠。從聖經頭

了，就向主禱告：『主阿！我奉獻給你，你要不要

一卷書到末一卷都提到我們要事奉神。所以我們要清

我？若沒有食物，我只好去在職。』那時裏面就湧

楚我們不只是得救蒙恩的罪人而已，更是事奉神的祭

起了詩歌253首在我裏面唱著。隔天清早就有人按

司。光是只講論罪人蒙主恩，可能只有三個月的蜜月

門鈴，是一位弟兄拿了一個奉獻包給我，裏面的金

期；但我們若是作祭司事奉神，那可是天天過豪邁、

額足足我過一個禮拜，當時我的眼淚就流下，俯伏

榮耀、聖別的生活。詩歌416首第四節說，我們是神

敬拜主！從那天起我再也沒有餓過肚子，我的主是

的祭司，活在神的榮耀前，夜以繼晝不間斷，哈利路

又真又活的神！當我有了孩子，我將他們都奉獻給

亞，讚美主。有一個榮耀不敗落的人生，就是事奉主

主，我不在乎他們在世亨通，只希望他們愛主。奉

的人生。

獻不是我們損失，乃是我們的得著；奉獻的結果在
地上可能是灰，在天上卻是香氣，願我們都過奉獻

主寶血遮蓋，我在這裡作一點見證。我得救以前曾失

的關，答應主的呼召！

眠三年，極為痛苦，後來主拯救了我，我感到自己猶
如從火中被抽出來的一根柴，主既把我撿回來，我應

林天德弟兄

外地消息
澳門開展簡介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位於中國大陸東南部沿海，
地處珠江三角洲的西岸，毗鄰廣東省，與香港相距60
公里，距廣州145公里。
澳門總面積因沿岸填海造地而一直擴大，已由十九世
紀的22.78平方公里擴展至今日的26.8平方公里。澳
門包括澳門半島、灣仔島和路環島組成。澳門半島與
灣仔之間由舊橋及友誼大橋兩條大橋相連；至於灣仔
與路環由路彎連貫公路相接。

活而盡功用的肢體，將來畢業后，無論在哪裏，都
是願意肩負神聖託付，栽種召會樹的人。目前在服
事上配搭最需要的是陪讀聖經及飯食服事。
這學期主特別祝福祂在澳門的校園工作，藉著學期
初在校園聖經驗習社的擺攤，我們接觸了將近一百
位自願報名且非常敞開的同學，而這些同學也陸陸
續續在福音聚會和讀經小排中受浸。目前兩個月内
我們已受浸了33位大專弟兄姊妹，在身體的餵養
下，29 位都正常聚會，存留率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近幾年來由於中國經濟的嶇起，大陸到海外留學的青

此外，每週有正常召會生活的人數約六十位。這3年

年學子日益增多。据統計在澳門的中國留學生就有一

來藉著在身體裏的配搭，以得著將近300個果子，其

万叁千多人。澳門召會在二○○六年之前並無大學福

中百分之九十是大學生。對這班清心渴慕真理的尋

音，從那時起才開始重視大學校園福音工作。聖徒們

求者，我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我們的服

藉著同心合意的禱告與在基督身體裏的配搭，主將生

事是既榮耀又有價值的。

産乳養的福賜給祂的召會。我們服事的負擔和目標乃

(摘自http://www.fttt.org.tw )

是藉著我們的傳揚與牧養，成全青年人成爲基督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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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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經進度表第四週。
2. 本週“以賽亞書”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7~8 篇。
3.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
一、本週繼續追求 “時代的禱告” 晨興聖言 第六週。
二、下一卷晨興聖言是追求“需要對主的恢復有新鮮的異象”，請各區一位區召集人到書房代購並帶到區裏去分
發。

禱告事項
1. 爲著主在印度的行動代禱：
一、爲著主恢復真理的豐富能在印度各大城市及各大學校園被廣傳，被接受。主在印度恢復的行動剛強開拓。
二、爲著新德里訓練中心的財務奉獻代禱。
2. 願神記念“晨興生活”，“讀聖經”“晨兴生活”及“追求生命讀經”的實行，更多聖徒能有享受基督的生活,吃
主的人，因主活著。
3. 願神成全聖徒們成为禱告的人；分别時間，操練有禱告的生活，为著個人，为著聖徒，为著召會，为著神的行動
有禱告。
4. 願神差遣我們前去，傳福音並喂養聖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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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1/2011(週一)晚上7:30pm
地點：在各會所指定會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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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晉市召會新春特會通啟
日期/時間
04/02(週五)
05/02(週六)

8:30~10:00am

10:30am~12:00pm

7:30pm~9:00pm

第三堂

第一堂
第四堂

第二堂

4.2011年青職戶外相調聚集
日期： 30/4-2/5/2011（週六至週一）

地點：B二樓大廳
負擔：以賽亞書結晶讀經(二)鳥瞰

地點： Hilton Batang Ai 渡假村

外地報告
1. 土耳其與希臘訪問之旅
日期： 18/03 － 1/04/2011
2. 印度訓練中心奉獻通啟
奉獻指標：馬幣十萬(RM100,000/-)

報名：預知詳情，請與陳芳堯弟兄交通
奉獻截止日期：30/01/2011

其它
1.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30/01)

週一晚上 (24/01)

週二晚上 (25/01)

會所/區

1－2

三會所

3－1

2.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3. 古晋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輿石隆門輪值表

會所/區
6－2及1－2、3 區

一月

2－4 區
3－5 區
4－2、4 區
5－9 區

二月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30日

二會所四区

五會所

6日

四會所

四會所

13日

二會所五区

三會所

20日

五會所

二會所

27日

二會所六区

一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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