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局势与主的恢复应时的话：
须向祂恳求，恒切祷告，一再烦扰祂，因为祂要
#4:以神为我们的信心而恒切祷告8/10-16 快快地给祂那些“昼夜呼吁祂”的选民伸冤
OL Summary:
F.启示录八章五节含示对六章九至十一节以及
Ⅰ.在马可十一章二十至二十四节，主耶稣教导 路加十八章七至八节的答应：启示录八章三至四
祂的门徒，要按着神的经纶，凭信为着执行神的 节里众圣徒的祷告，必是求神审判这抵挡神经纶
旨意而祷告：
的地。/神对地的审判—将火丢在地上—乃是对
A.当祷告的人与神调和，并与神成为一时，神就 那加上了基督作香之众圣徒祷告的答应
成为他的信；这就是信神的意思。
G.“人子来的时候，在地上找得到信心么？”：
B. 只有出于信心的祷告，才能摸着神；信一少， “信心”，按原文直译为“那信心”，指那使我
祷告就没有用
们恒切祷告的恒切信心，就像这寡妇的信心。/我
C.信就是信我们已经得着所求的：按照主的话， 们所借以得救的信乃是信的起始阶段；将我们带
我们该相信我们已经得着了，不是我们将要得着。 进与基督生命联结里的信，乃是联结的信—借着
/盼望是期待将来的事，相信乃是看事情已经作 不断接触三一神而进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凭
成。/信心不但相信神能、神肯，并且相信神已经 神的儿子而活的信/联结的信是对得胜者在基督
作了。
凯旋回来时与祂相见的神圣要求：联结的信乃是
D.马可十一章二十至二十四节的祷告是权柄的 在我们里面运行的三一神，把我们联于祂一切追
祷告；这种祷告不是对神说，乃是对“这座山” 测不尽的丰富/联结的信乃是信徒不信靠自己，
说：权柄的祷告，不是求神作什么，乃是用神的 而一直信靠神的信/主耶稣回来时会找着一些凭
权柄，把神的权柄拿来对付难处，对付那该除去 联结的信而活的得胜者，祂要为着祂作王一千年
的事/神神派定我们命令祂所已经命令的事，吩 的国度视他们为珍宝。
咐祂所已经吩咐的事/权柄的祷告是我们叫那拦
阻我们的离开。/召会有完全的信心，里头不疑惑，
召会的通知和交通：
清楚知道所作的是完全合乎神旨意的，就能有这 A) 神户夏日相调：
样权柄的祷告/权柄的祷告是与得胜者极有关系
在 RG 即将举行以各个年龄层为对象的夏日的
的；每一个得胜者都必须学习对“这座山”说。
合宿。日程如下所示。8/12-13(小 5～大学院
Ⅱ. 在路加十八章一至八节主耶稣对门徒讲了
生)、8/13-14(婴儿～小 4)、8/14-15(在职青
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年) 。这次的相调也会有兵库县以外的各召会
A. 这比喻的意义很深奥，我们需要认识这里所
参加（大阪/堺，东京）。请在相调时一定注意
启示的神。
疫情的防护。
B. 三节的“寡妇”表征信徒；就某种意义说，在 B) 福音、牧养的架构：
基督里的信徒在今世是寡妇，因他们的丈夫基督
①每周三(姊妹聚会 10:00-11:00 之
表面上不在他们这里了。
后)11:00-12:00@本山(第二，四周@鱼崎)&六
C. 就如这比喻里的寡妇，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
甲。
有一个对头，就是魔鬼撒但，对这对头我们需要
②每周四 10:00-12:00@本山&六甲
神的伸冤：这比喻指明主表面上不在的期间，我
(第二，四周@三宫)。
们因对头所受的苦。/祂表面上不在的期间，我们
③本山(周六)10:00-12:00(或者 14:00是寡妇，我们的反对者一直搅扰我们。
16:00)。
D. 我们的反对者逼迫我们的时候，似乎我们的
④魚崎(周一)10:30-12:00(周四)17:00神不是公义的，因祂允许祂的儿女受不义的逼迫： 18:00。
历世纪以来，千千万万主耶稣诚实忠信的跟从者
⑤六甲(周六)16:30-18:00。
受了不义的逼迫；甚至今天许多仍在受不义的对
⑥三宮/神戸(周六)15:30-17:30。
待/我们的神似乎是不义的，因为祂没有进来审
判并表白；因着这种光景，主耶稣用一个不义的
审判官表征似乎没有为祂受逼迫的子民作什么
事的神：如以斯帖记所指明，我们的神乃是自隐
的神/我们需要领悟，我们所事奉那无所不能且
无所不在的神，仍在隐藏自己，尤其是在祂帮助
我们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祂，表面看来，祂没有作
什么；事实上，祂隐藏地在为我们作许多事。
E.这比喻里的寡妇，常到不义的审判官那里，因
她的对头，求审判官给她伸冤；我们应当为这伸
冤恒切祷告，不可灰心：我们的丈夫表面上不在，
而我们留在地上作寡妇时，我们的神暂时似乎是
不义的审判官/虽然祂似乎是不义的，但我们仍

Crucial Point⑴:不要按着自己的愿望，而是
应用：在职者・大学院生篇
要按着神的经纶，为了执行神的旨意，用信心
日本的在职者经常在加班或者是和上司应
对这座山命令说：“投在海里”
酬上浪费很多时间，从这个世界上的体系中蒙拯
可 11:22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信神。
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种生活会极大地妨碍
23 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谁对这座山说，你得挪 召会生活。撒旦支配的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不让
开，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 主恢复的圣徒过正常的召会生活，以及不让传扬
成了，就必给他成了。
国度的福音。因为国度的福音是完全的福音，由
24 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 主恢复的圣徒来进传扬。因为一旦国度的福音传
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
到全地，撒旦就会了了，哪怕很短撒旦也要苦苦
OL1:在马可十一章二十至二十四节，主耶稣教导 挣扎，延长自己的时间。针对日本的这种加班社
祂的门徒，要按着神的经纶，凭信为着执行神的 会的氛围，请你持有这鸟瞰的看法。
旨意而祷告。
没有益处的聚餐，应酬式的加班是妨碍你为
OL2:当祷告的人与神调和，并与神成为一时，神 了书写神圣历史，过召会生活的大山。你不该为
就成为他的信；这就是信神的意思。
了和其他的合得来的人去喝酒，也不该为了自己
OL3:只有出于信心的祷告，才能摸着神；信一少， 的兴趣，只有为着神的经纶，为着参加召会的聚
祷告就没有用。
会和福音开展，才能有除去这座大山的带有权柄
OL4:按照主的话，我们该相信我们已经得着了， 的祷告。
不是我们将要得着。
弟兄的见证：我于2003年在一家医疗器械的大公
OL5:这祷告是权柄的祷告；这种祷告不是对神说， 司就职，2005年我成为药事法大修正的一个部门
乃是对“这座山”说。
的负责人之后，业务变得非常繁忙。导致我所在
权柄的祷告，不是求神作什么，乃是用神的 的部门成了全公司加班最多的地方，遭到了人事
权柄，把神的权柄拿来直接对付难处，直接对付 部门的提醒。我感到自己身上责任重大，同时因
那该除去的事。这种祷告，是每一个得胜者所必 为不知道该怎样去应对，而困惑不已。我迫不得
须学习的。每一个得胜者必须学会如何对山说话。 已，有些自暴自弃般的做了如下祷告：
“主耶稣，
我们有许多软弱的地方，像脾气，污秽的思 我和我的部门为了应对药事法修正非常的繁忙。
想，或者身体的病痛等，如果去对神说，好像不 但是我为了你的旨意必须参加各种聚会。主啊，
容易见效，但你如果把神的权柄拿来，对山说， 虽然对我来说现在的状况有些矛盾，但我相信你
它立刻就跑掉了。…山，就是挡在你面前的难处； 会把我从这个世界的体系中拽出来。并且命令这
山，就是那些拦阻你的，叫你的道路走不通的。 座妨碍我的大山除去。这个山，会被投在海里！”
…许多人当他在他的生命中，工作中有山的时候， 我做了这样的祷告，实际上当时的信心是小的。
都是去祷告神，求神挪开这座山。但神要对你说， 但是因着主的怜悯，我能做那样的祷告，并且对
你自己去对山说吧，只要你去吩咐山说“你得挪 部下做出说明，号召：“我们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开，投在海里”就够了。求神挪开山与吩咐山挪 来限制加班时间吧，换句话说，也就是减少加班，
开，这两个大大不同。到神面前去求神作工是一 同时提高业绩。而且战胜竞争对手。”这时，撒
件事，自己直接去命令山挪开又是一件事。这一 旦立刻对控告我说：“你说明的事情，如果是作
种命令的祷告，是常被我们忽略的。把神的权柄 为在人事部门的员工教育主题尚可说得过去，但
拿来直接去对难处说话，说“奉我主的名叫你离 是在实际的现场是不可行的。证据是，在这个行
开我”，或说“我不能容让你留在我身上”，这 业，没有负责人能在现场说得那么轻松”我对撒
一种的祷告是很少的。权柄的祷告是你要对那拦 旦叱责道：“的确在这个行业没有那样的人，那
阻你的说“离开我”，你要对你的脾气说“离开 么我就做这第一人给你看看。撒旦，退到背后去！”
我”，你要对你的疾病说“离开我，我要靠着主 然后撒旦便退去了。这样祷告之后，主祝福了我
复活的生命仍然起来”。不是对神说，是直接对 的工作，由加班带来的过召会生活的问题恢复了
山说，“你得挪开，投在海里。”这就是权柄的 正常化。并且，应对药事法的修正取得了相当大
祷告。
的成功，得到了美国总公司和大阪府的表扬。我
以这个经历为契机，为了神的经纶的实行，开始
经历对这山命令的权柄的祷告。
祷告：“哦主耶稣，至今为止，我经常地为着自
己的飞黄腾达、身体健康、家人做了一些无理的
祷告。请赦免我的罪。我更新我的奉献。主啊，
我要照着神的经纶，为着执行神的旨意，用信心
对着山（障碍物）命令说‘挪开，投在海里’。
我的心里没有质疑，我相信自己说的话会成真。
阿们！”

Crucial Point⑵:
应用：服事者篇
以神为我们的信心，不可灰心，恒切祷告。
借着马路福很多18-20岁的大学生得救并享
路 18:1 耶稣又对他们讲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 受召会生活，但是有好几十个新人因为父母的反
祷告，不可灰心，说，
对而完全不能聚会了。他们的父母害怕自己的孩
3 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 子们在将来就职或结婚时对不拜偶像的基督徒
对头，求你给我伸冤。
的迫害。在日本的文化中，强烈地蔓延着对主和
OL1:就如这比喻里的寡，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有 教会的偏见和反对。这种文化是撒旦形成的，强
一个对头，就是魔鬼撒但，对这对头我们需要神 烈反对着日本人得救和得救后的召会生活。
的伸冤。
在公司就职的时候，公司里有很多拜偶像的
OL2: 我们的反对者逼迫我们的时候，似乎我们的 情况。日本国宪法上虽然明确记载了宗教自由，
神不是公义的，因祂允许祂的儿女受不义的逼迫。 但传统的神社等拜偶像渗透到社会和公司，8月
OL3:我们需要领悟，我们所事奉那无所不能且无 中旬或年初的时候，理所当然地作为一年一度的
所不在的神，仍在隐藏自己，尤其是在祂帮助我 活动来进行拜偶像。这个传统的仪式困绑日本人。
们的时候。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反对基督徒。
OL4:我们看不见祂，表面看来，祂没有作什么；
在这种传统的、保守的日本社会中，很多日
事实上，祂隐藏地在为我们作许多事。
本年轻人都会有闭塞感和灰心感，有的甚至自杀。
OL5:这比喻里的寡妇，常到不义的审判官那里， 年轻人(15-39 岁)最大的死因是自杀。一项全球
因她的对头，求审判官给她伸冤；我们应当为这 规模的调查显示，对自己未来的事情感到担忧的
伸冤恒切祷告，不可灰心。
日本人占 78%。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这是一个
那审判官多时不肯为寡妇伸冤。然后他心里 突出的高值。到底是什么让日本人活得那么困难
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只因这寡妇 呢？一位专家指出，这一原因是“‘应该这样做’
常常搅扰我，我就给她伸冤吧，免得她不断来缠 的固定观念”。固定观念正继续拒绝接受来自西方世
磨我。”(4～5 節)。接着，主说，“你们听这不 界基督的福音。
义的审判官所说的。神的选民昼夜呼吁祂，祂纵
在地方召会的召会生活中，这种固定观念也阻
然为他们忍耐着，岂不终久给他们伸冤么？我告 碍了年轻人和来自海外的弟姊妹进入召会生活。犹
诉你们，祂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 太人信主后，也被犹太教的律法所困绑，偏离了新
来的时候，在地上找得到信心么？”(6～8 節)。 约福音的祝福享受，日本人就算信主后，也妨碍了
主在八节的话指明，神报复我们的仇敌，乃是在 享受主，各种圣徒之间(年长者和年轻人，讲日语
救主回来的时候。…这里的“信心”，直译，“那 的圣徒们和来自海外的圣徒们)的相调生活。请你
信心”，指那使我们恒切祷告的恒切信心，就像 经历那灵里基督的十字架那杀死规条的力量，并实
这寡妇的信心。因此，这是主观的信心，不是客 行相调的召会生活。是魔鬼撒旦，使日本人从文化
观的信仰。
形成顽固的固定观念，阻碍召会建造。
我们的反对者逼迫我们的时候，似乎我们的
向那形成日本文化和传统,并用它多年捆绑日
神不是公义的，因为祂允许祂的儿女受不义的逼 本人的魔鬼撒旦你应该恒切祷告神，让神伸冤。实
迫。比方，施浸者约翰被斩，彼得殉道，保罗下 际上，即使在这个时代，神也以隐藏的方式回答了
监，约翰被放逐。
召会的祷告。表面上祂似乎什么都不做，其实用了
我们时常祷告神为我们表白，但是许多同工， 很多方法来听召会的弟兄姊妹们的祷告，并以隐藏
许多忠信的人却下在监里，甚至被处死。活神、 的方式帮助弟兄姊妹们(参考本周CP1的见证和CP3)。
公义的神在哪里？祂为什么容忍这种光景？
你应该在了解了日本的这种情况后，凭信心来追求
当我们在受逼迫的光景里，而我们的神似乎 伸冤而恒切祷告，决不应该感到灰心。
不是活的、同在的或公义的，我们怎么办？从这 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日本人在丰臣秀吉对基督徒的
比喻我们要学习作个烦扰的寡妇，一个恒切向神 大屠杀之后已经有430多年来一直生活在猛烈反对基
祷告的人。
督和召会的文化和传统中。但我凭着主的怜悯，得救，
在主的恢复中过召会生活。感谢主。请対控告日本人，
向不断捆绑的撒旦伸冤。把他捆绑，逼到角落，羞辱他。
求你结束不断被撒旦迫害的历史，让召会的福音往前。
阿们！”

Crucial Point⑶:联结的信恒切的祷告，
应用：新人及青少年・大学生篇
主再来时、成为主的得胜者
当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摧毁，包括但以理在内
启 6:9-10 羔羊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 的许多人被带去巴比伦当俘虏时，他应该是一个
坛底下，有为神的话，并为所持守的见证被杀之 不满20岁的年轻人。 因为，在被虏70年后，在古
人的魂。他们大声喊着说，圣别真实的主人，你 列王第一年通告回归时，他仍然活着。小学高年
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 级、初中和高中学生、大学生和新人，你年轻时
到几时？
要像但以理那样，立志成为执行神旨意的得胜者，
8:4 那香的烟同众圣徒的祷告，从那天使手中上 请把自己奉献给主。
升于神面前。
但1:8 但以理却立定心意，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
5 那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丢在地上， 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
于是有雷轰、声音、闪电、地震。
9 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恤；
OL1:联结的信使得胜者有资格在基督凯旋回来时与 12 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蔬菜吃，白水
祂相见，这是对得胜者的神圣要求。
喝，
虽然第六印已经揭开，吹七号的准备也已就 13 然后当面察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些少
绪，但等到基督来，将自己当作香，和众圣徒的 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罢。
祷告一起献给神为止，什么都不会发生。那时有 14 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
雷轰、声音、闪电、地震发生。这指明虽然神定 15 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更显俊美，比用王膳
意要在地上施行审判，但仍需要众圣徒用祷告与 的一切少年人更加健壮；
祂合作。…到这个世代的末了，人要大大背叛神， 17 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学问、智慧上，赐给
甚至向全宇宙宣称，他们就是神。神虽然容忍， 他们知识聪明；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
但有些忠信的圣徒再也不能忍受，他们要祷告说， 20 王考问他们一切智慧、学问的事，见他们比通
“哦，主宰一切的主啊！你还要容忍到几时？难 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
道你要永远容让这悖逆的光景么？还要等多久
年轻的但以理这些少年立定心意，不以偶像
你才来表白你自己，并且为我们伸冤？还有多久 玷污自己， 根据这个决定，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
才使全地知道你是主？”。到最后，一定得有这 眼前蒙恩惠，受怜恤。神对你的工作是主动受动。
种祷告。我相信我们被迫这样祷告的日子已经近 如果你不凭着信心积极迈出一步，神就不能做任
了。…有一天，这个压迫要临到我们，我们就有 何事情。 然而，当但以理凭信决定不被献给偶像
负担这样祷告。…那时我们要祷告，求主表白祂 的食物玷污时，即使只吃蔬菜他们比任何人都更
自己，让所有的背叛者都知道祂是神。当我们这 健壮。他们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聪明十倍。
样祷告时，神所差遣的那位天使就要把祂自己当 即使在他们被虏的期间，他们也相信主的话，凭
作香，加在我们的祷告上，一同呈献给神。
主话而有信心，凭信联于主的应许去祷告。但以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有一天在神的主宰 理和年轻人的祷告带来了以色列人的回归和圣
下我们听见了福音的传讲，那就是基督的话。借 殿的重建，这是神的旨意。因此，他们的祷告是
着那样听见话，信就进到我们里面。这信将我们 转变时代的祷告。请你成为今日的但以理，并立
带进与基督生命的联合里，这联合乃是一种联结。 志，将召会时代转移成主再来的千年国时代。并
联结的信使得胜者有资格在基督凯旋回来时与 且为了主的应许早日实现，为着时代的转变而祷
祂相见，这是对得胜者的神圣要求。这是根据路 告。愿你成为主再来时的得胜者！
加十八章八节，主在那里说，“然而，人子来的 提前4:12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为
时候，在地上找得到信心么？”今天，整个世界 人、爱、信、纯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
都是不信的。今天不仅在外邦人、异教徒中间， 14 不要轻忽在你里面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
甚至在犹太人、天主教徒、更正教徒和灵恩派的 言，同众长老按手所赐给你的。
人中间，何处找得到信心？ …但因着祂的怜悯， 祷告：“请让我成为今日但以理。但以理和他的
在已过年间，借着倪弟兄的带领，我们被带进一 三个朋友虽然是不满20岁的年轻人，但他们有成
种光景，学习在凡事上不信靠我们自己，只相信 为得胜者的大志，为了作见证站出来，不吃被偶
我们的神是一切。
像玷污的食物。他们有殉教的灵，凭信心而行。
我也相信主的话，与神的经纶联结，并恒切地祈
祷。当主再来时，请让我成为主的得胜者。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