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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5 年 9/27~ 10/3 
主日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交通聚會                  10:50-12:15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黄志杰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曹振东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闵永恒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国华姊妹家 

(一)10月 4日主日聚會之後，我們計劃全教會去看欲建會所的一塊

地，請為此事禱告。 

 

 

 

 
 

九月廿七日 

讀經 加五；聖靈果子 

鑰節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

善、信實、 溫柔、節制。(加五 22～23上) 

九月廿八日   

讀經 加六；只誇十架 

鑰節 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這

十字架，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

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加六 14) 

九月廿九日 

讀經 弗一；基督身體 

鑰節 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一 23) 

九月三十日   

讀經 弗二；神的傑作 

鑰節 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

善，就是神所豫備叫我們行的。(弗二 10) 

十月一日 

讀經 弗三；福音奧秘 

鑰節 這奧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裏，藉著福音，得以同為後

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弗三 6) 

十月二日 

讀經 弗四；身體合一 

鑰節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

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一切的父，超乎一切之

上，肯乎一切之中，也住在我們一切之內。(弗四 4～6原文) 

十月三日 

讀經 弗五；被靈充滿 

鑰節 乃要被聖靈充滿。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

心和的讚美主。 (弗五 18-19) 

【本週聖經鑰句】 
「一身」、「一靈」、「一望」、「一主」、「一信」、「一

浸」、「一神」(弗四 4～6節原文)──這裏說到合一的七個要

素，分為三組，頭三個是聖靈的一組，次三個是聖子的一組，末

一個是聖父一組。基督徒的合一，乃是根據這位獨一的三一神─

─一靈、一主、一神，和祂惟一的救恩──一身、一望、一信、

一浸；而非任何的真理、實行、制度、地域、種族或階級。我們

得救已在這七個「一」裏，因此我們不能製造合一，但卻能破壞

合一。因此，我們要竭力保守靈裏的合一(3 節)，而防備一切叫

教會分裂的事。並且教會的合一，決不是組織、禮儀、制度、名

稱的「劃一」或「統一」，而是靈裏的「合一」。故我們對於其

他的聖徒，應當在不違背這七個要素的範圍內，可以有不同的想

法、認識、觀念但仍可相處。 

倪柝聲講得好，「在這裏，有七個「一」，都是和聖靈所賜的合

一相關的。每一個信基督的，是在教會裏面的，我們能稱他作弟

兄，和我們有交通的，都是因著聖靈的合一，在這七件事上完全

相同。這七個「一」是每一個基督徒所共有的。多一個用不著，

少一個也不行。因為比這多，就難免要把有的弟兄關在外面；比

這少，就難免要把不是弟兄的混在裏面。這裏所說的七個一，是

每一個信主的人所不能不有的。所以，我們若要竭力保守聖靈所

賜的合一，我們就得注意這七件，不在這七件上和神其他的孩子

發生甚麼問題。以上這七個神聖的合一，乃是我們作為基督徒聯

合的根據。任何一個基督徒，不管是那一時的人，是那一地的

人，他定規是這七點俱全的人。這七點乃是聖靈所用的七股繩

索，將中外古今所有的聖徒緊緊的綁在一起，將他們聯合作一個

沒法解散的團體。聖靈在裏面給我們一個屬靈的合一，又在這相

同的七點來表明這個合一。我們基督徒間有千萬不同的事情，但

是那些不能分別我們，不能分開我們，因為我們在這七樣上相

同，有了沒法取消相同之處。這七點的合一乃是神聖的、永遠

的、屬靈的、超越一切的。這七點叫我們能作基督徒，也把和我

們在這七樣上一樣的人永遠聯合在一起。」 

【何謂教會復興(下)】 
當教會有下列情況發生時則可預期復興時機來臨： 

 (一)當惡的不道德行為令基督徒感到極度憂傷、謙卑至極、痛

苦不堪時。基督徒有時似乎不太在乎環繞於他們周遭的一些不道

德事物。即使偶爾談及，也是一副冷淡、無動於衷和漠不關心的

態度，好像他們對改革這些事已絕望了似的。他們只是一味地指

責那人，而絲毫沒有感覺到神兒子對他們的憐憫。然而有時候，

不道德的行為卻能驅策基督徒去禱告、謙卑俯伏、破碎自我，使

他們的心因憂傷而柔和軟化，日夜地流淚，不再光是嚴厲譴責，

而是迫切地為罪人代禱。然後，你就可預期會有復興來臨。事實

上，它已經揭開序幕了。 

 (二)有時，這些惡人會建立一股對信仰的反對勢力。而當這些

事驅使基督徒屈膝下來呼喊流淚祈求神時，你就可以確定復興已

在眼前了。即使放眼所及，罪惡充斥，甚囂塵上，也絕不意味著

不會有復興臨到。反而，這通常是神作工的時刻。當仇敵排山倒

海而來時，主的靈必立刻高舉起旗幟對抗牠。 

而常常復興的第一跡象即是，魔鬼會應用新的戰術來攻擊。然而

其結果總不外乎下列二者：驅使基督徒更加歸向神，或是將他們

遠遠引離神、隨從出於肉體的辦法和其他會使事情更糟的手段。

往往緊隨著昭彰惡極的罪行與悖逆神的劣跡之後，就是復興的曙

光。如果基督徒們能因此覺悟除了神以外別無盼望，並有足夠的

感情來關心神的榮耀，以及冥頑罪人的靈魂救贖，那麼就必然會

有復興。任憑地獄喧囂沸騰，噴吐出像馬路上的石頭那樣多的魔 

鬼，但若這些只是促使基督徒歸向禱告，那就一點也不會攔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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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事項】 
◆ 為2015年主在教會中生、養、敎、建的帶領禱告。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在病中紐約教會朱永毅弟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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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復興。 

任憑撒但「擺開陣勢」，把號角吹得震天響，只要基督徒能謙卑禱

告，必然很快看見復興中耶和華的膀臂。我知道許多的實例，復興有

如迅光急電，挾其雷霆萬鈞之勢衝破仇敵的陣勢，驅散牠們，捆綁其

魁首為戰利品。頃刻間，百萬魔軍便土崩瓦解了。 

芬尼必然對這一點感觸良深。在他真正得救之前，他所在教會的幾位

會友曾提議別再以他為禱告目標，而且由於芬尼極其剛硬，以致牧師

也勸他們把心力花在別處，他宣稱：「我絕不相信芬尼會得救！」曾

幾何時，芬尼居然成為一個基督徒，這消息不脛而走，傳遍了整個亞

當斯城，聞者莫不興奮。雖然並未散發邀請函，人潮卻於隔天晚上蜂

擁進入教會。芬尼按時到會，訴說主如何施恩於他的經歷。之後，這

位牧師站了起來，愧疚地承認自己的過錯，並說在當天稍早時，他還

大放厥辭：「我絕不相信！」這真是滿了神成就應許的事實。從這次

聚會起，當芬尼宣告他是基督的僕人之後，復興彷如巨浪排山倒海而

來，吞沒了許多鄉鎮。 

（三）當基督徒有為復興而禱告的靈時，便可預期復興的臨到。也就

是說，當他們的心專注在這件事上。為它禱告。有時，基督徒即使禱

告很熱烈，卻非明確地投入為復興祈求。他們的人專注在別的事物

上，他們在為其他的事祈求－－諸如使不信的外邦人得蒙救恩－－而

非為他們當中的復興禱告。但當他們覺得有復興的需要時，就會為此

祈求；他們覺得要為家人與鄰居禱告，以免他們遭受棄絕。 

禱告的靈是由什麼構成的呢？是不是要有許多禱告詞和熱烈的字句

呢？不！真正的禱告乃是內心的一種狀態。禱告的靈就是心靈中有一

般持續的期盼和渴望，要見到罪人得救。禱告也是某種令他們覺得有

沈重負擔之物。從心靈的狀態而言，和世人為屬世利益而擔憂的情形

很近似。一個具有禱告之靈的基督教，必然會為罪人的靈魂憂傷。他

的思維不時縈繫在這個問題上，以致他的外表與行為看起來都像心負

重擔似的。他必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亦即是名符其實的「不住的禱

告」。(帖前五 17)他的禱告如同活水從心中湧流而出：「主啊！求你復

興你的工作。」有時這種感覺是如此深切，使人折腰俯伏而無法坐

立。我可說出某些人的名字為證，他們的精神毫不鬆懈，品格高超，

且終日為罪人而哀傷得喘不過氣來。儘管在他們身上，這種感觸並非

總是如此強烈，但卻比一般人所想像的要頻繁常見得多。1826年的大

復興中，上述的情形很普遍，那絕非一時的狂熱而已。保羅曾說：

「我小子啊，我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加四 19)真是一語道出了個

人感受。這種為靈魂所受的生產之苦，是如死般深切的苦楚。他們緊

抓住神，要求一項祝福，除非得著，否則絕不放手讓神過去。我並不

是指，要有禱告的靈，一定非得承受這麼大的痛苦不可。然而，這種

為救贖罪人所具深切、持續和熱烈的渴盼，是構成復興所需禱告之靈

的要素。(當教會中有這個感觸存在時，除非因犯罪而讓聖靈擔憂，

否則一般而言，基督徒都必然會有復興，並使罪人蒙恩歸向神。) 

在芬尼的經歷中，1826 年的大復興也許和其他時候的復興同樣地突

出。復興事工極其徹底有效，在紐約州的奧蓬發生的情況是最具震撼

力的明證。原先當地的反對復興聲浪甚為劇烈，一群結黨紛爭、不肯

悔改的會眾離開，重組了一個新的教會。約過了五年之後，芬尼又再

度蒞臨奧蓬。當初那群敵對的人，竟為自己先前的行為道歉，並邀他

到他們的教會。他欣然前往，而先前攻訐他的人也全都悔改，回到主

的面前了。 

(四)有時，傳道人為他們的會眾難過心痛，所以深深感到若非眼見

復興降臨，否則他們就活不下去了。有時是長老、執事，或教會中

的信徒(不論是弟兄或姊妹)，開始為教會復興而禱告的靈，就緊抓

住不放，直到說服神將祂的聖靈澆灌下來，否則絕不罷休。 

一般而言，只有極少數信徒真正明白什麼是這種說服神的禱告之

靈。我很驚訝地常看到一些有關復興的報導。其中的說法好像復

興是無緣無故就臨到似的－－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或來自何處。有

時，我深入探索這些個案：在一無所知、毫無特殊跡象之下，突

然某個主日，他們從會眾的臉上看見神的同在，或在他們的會議

室、禱告室裏看到神的同在，神神蹟式地以祂的主權臨及他們，

帶來一場復興，而卻無任何事先顯明可尋的軌跡。 

現在請注意聽我說：若你進到這些教會中去詢問一些籍籍無名的

會眾，就總會發現，有某些人一直默默地為復興禱告，並熱切地

期盼著－－有些弟兄姊妹甚至為罪人的得救聲嘶力竭地哀痛禱

告，直到祝福降臨為止。你也可能會看到，傳道人及整個教會原

本都沈睡在夢鄉中，一時間卻突然醒過來，揉著惺忪的睡眼，屋

裏屋外忙得團團轉，把各樣東西撞得東倒西歪，卻不知自己為什

麼會突然興奮抖擻起來。但，雖然鮮有人知，你卻確定必然有人

站在「守望樓」上，日夜不斷祈求，直到主賜下施恩的明證為

止。通常，復興會有或多或少的延長性，而其程度則視有多少人

具有這種禱告之靈來決定。 

 (五)當傳道人的注意力都定著在復興上，他們的信息和努力目標

也特別指向罪人之得救時，就是另一個可預期復興來到的時機。

大多數時間，傳道人似乎都在忙其他的事物。他們的信息與事工

既然都不是特別為了要罪人立刻得救而安排的，當然不可能期望

在他們的講壇下會有復興了。除非有某些人開始特別為此目標而

努力，就絕不會有復興。若一個傳道人的注意力轉向會眾家庭中

的情況，若他的心充滿對復興的呼求，並為此目標而竭盡心力，

那麼你就可預期復興會來到。誠如我前面所解說的，在使用正確

方法促使復興發生與復興之間的因果關係，就像合宜方法種植穀

物和收穫之間的關係一樣。事實上，我相信前者(復興)的因果關

係比後者更確定，更不會有失誤的情況發生，只要正確地種下

因，其效果是指日可待的。也許，在屬靈事物上的因果律，比在

大自然事物上，更不易有偏失，所以例外的情形當然較少。因為

屬靈事物有最高的重要性，所以，它有這樣的特性是可以理解的 

(六)當基督徒彼此認罪時，教會的復興就有希望了。在其他時

候，他們只是籠統地認罪，好像只有一半的真誠。他們可能用一

種扣人心弦的文辭來認罪，卻無任何實質的意義。然而若有真正

的破碎，從心底湧流出悔改、認罪，那麼水閘必被沖開，救恩的

洪流也將瀰漫遍地。 

 (七)當發現基督徒們願意為持續復興工作之必要而自我犧牲時，

復興可能就要臨到了。他們必須願意為了推展這個事工，而犧牲

自己的情感、事業與時間。傳道人必須願意盡心竭力，即使危及

健康和性命也在所不惜；他們必須願意以坦白和信心的態度來面

對那些冥頑不靈的人，或許也會得罪許多不願投入此事工的信

徒。他們必須立定心志與復興站在同一陣線上，準備承受任何的

結局；他們更必須做好心理準備，隨時與這工作共進退，甚至失

去教會那些冥頑份子、冷淡基督徒的友誼，也在所不惜。傳道人

也要預備好，若是出於神的旨意，他們可能會被趕離那個地方，

他們必須定意繼續向前走，將一切都交在神手中。 

再者，信徒也應願意為復興而作必要的犧牲。我告訴你們，除非

這些信徒能按神指示他們應負的職責，來樂意擺上，不計任何犧 

牲，否則，絕不會有復興臨到他們中間。――芬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