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华府生命河灵粮堂

祷告香坛
主题：使⼈人和好的職分
（2013年7月21⽇日）

【主题经⽂文】

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

職分賜給我們。（林後五18）
【前⾔言】

今年一月，同工團隊禱告尋求神的時候，神賜給我們「合而為一」的

信息 (請參一月份禱告香壇手冊 )。過了半年，神開始向我們顯明祂的計
劃，也在這個月賜給我們「使人和好的職分」的信息。雖然從主題來看，

似乎是不同的主題，但是，在同工們分享個人所領受的信息中，卻凸顯了

「彼此和睦」的信息。顯然，神再一次叮嚀我們，要注意「合而為一」、

「彼此和睦」的真理，以至於我們可以勝任「使人和好的職分」。

論到「合而為一」、「彼此和睦」的真理。的確，這是大華府生命河

靈糧堂，在過去建造與成長中的傷慟。我們疏忽了「合而為一」、「彼此

和睦」的重要性，在「事工導向」的狂熱中，給仇敵留了極大的餘地。在

這種處境中，我們失去了恩膏的同在，教會的能力逐漸的削弱. . .。最後，
我們只能依靠神為我們「存留餘種」的憐憫與恩典，繼續堅持直到如今。

就這樣，我們渡過了艱辛的十年。接下來，讓我們數算在2 0 1 0年搬遷到
Rockville直到今日「神豐盛的恩典」。

主說：「 ...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太十六18)。就在2010
年秋天，神帶領我們進入Rockville市。就在隔年，大華府生命河靈糧堂建
堂第1 0年的2 0 11年，神感動我們以七個月的時間，在每月的聖餐主日之
後，同心在Rockville市中心「行走禱告」；緊接著，神又呼召我們在「50
天禱告祭壇」的服事中渡過了2 0 1 1年。緊接著，神又以「心意更新而變
化」的呼召，帶領我們進入2012年，我們渡過了12個月的「跨月禱告」服
事；不但如此，同年神又以「先知性禱告」的恩膏，膏抹教會同工團隊。

聖靈親自教導同工團隊尋求神的心意（註：進入Rockville市之後，牧師並
沒有開設任何訓練課程)，並將同工們所領受的各片段信息，編寫成了每個
月的「禱告香壇」手冊，並且全教會為神的計劃禱告直到今日。

回顧近三年來，神賜下「機會之風」、「張大與擴張」、「栽種與收

割」三重的應許，使我們明白，2012-2014這三年的明確意義乃是：「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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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你們要吃自生的，明年(2013年)也要吃自長的，後年(2014年)你們
要「耕種收割，栽植葡萄園喫其中所結的果子」（賽卅七3 0），我們宣
告：我們這些「所逃脫的」(餘種)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結果，耶和華的熱
心必成就這事」阿們！

的確，神是這樣的醫治並安慰了我們，在我們經過13年這麼漫長的療
傷、癒合的歲月中，神逐漸的恢復了我們的信心，也引領我們逐漸的走出

了過去的陰霾。不但如此，更看見了弟兄姐妹們在「同心合一」、「彼此

相愛」的操練中，逐漸的成長。經歷了這三年聖靈奇妙的帶領，(註：並沒
有人的計劃在其中，牧師在2011年已經宣告，不再依靠人的計劃，而是尋
求神的計劃)，我們相信2014年神必定成就祂的應許。

大華府生命河靈糧堂的弟兄姊妹們，讓我們再接再勵的繼續堅持下

去，也要盡自己的本份，直到神成就祂的應許。讓我們以謙卑的心在神面

前領受這個月的信息，並同心的禱告吧！

禮拜一  依靠萬軍之耶和華

【经⽂文】

你來攻擊我，是靠著刀槍和銅戟；我來攻擊你，是靠著萬軍之耶和華

的名，就是你所怒罵帶領以色列軍隊的神。（撒上十七45）
【知識的⾔言語】

教會的增長是質量並重，要以神居首位，要有敞開的心，彼此討論，

要有勇氣依靠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的方法與策略。

【经⽂文與知識⾔言語解讀】

少年大衛擊殺非利士巨人歌利亞，這是基督徒耳熟能詳的聖經故事。

當時的大衛只是一位牧羊的少年人，並且他用來擊殺歌利亞的武器，也只

是手中的彈弓與從溪水中臨時撿起來的小石子。他沒有穿戴沈重的盔甲，

沒有鋒利的刀劍，更沒有學習過任何的戰技或劍法。那麼，大衛憑什麼勝

過巨人歌利亞呢？就是「萬軍之耶和華的名」，是大衛所相信且依靠的

神。並不是這位少年大衛、一把彈弓、一顆小石子，能擊殺非利士的巨

人，而是耶和華神使用了這位被仇敵所嘲笑鄙視的少年人大衛。因此，不

在乎大衛用什麼武器，甚至也不是那支彈弓與小石子，而是因為勝敗都在

乎耶和華神。

神藉著同工的領受，將這信息放在我們面前。那麼，這對於我們有什

麼意義呢？原來，這正是神因著要帶領我們在明年進行「耕種收割」、

「栽植葡萄園」，也就是要帶領我們在大華府地區傳福音，而賜下的信

息。三年來，神帶領我們學習禱告、尋求祂、倚靠祂，就在這個時候，神

再以大衛的故事提醒我們－「耶和華使人得勝，不是用刀用槍，因為爭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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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勝敗全在乎耶和華」(撒上十七47)。聖經啓示我們：「因我們並不是與
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

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弗五1 2 )。因此，「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
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亞四6)。在面對大華府地區眾多失喪的靈
魂，我們所要面對的是那看不見的黑暗權勢，因此，我們也要宣告「我們

要依靠聖靈為主贏得這地區失喪的靈魂」阿們！

在面臨神帶領我們進入失喪靈魂的爭奪戰之前，我們需要進行屬靈的

裝備，使我們有勇氣、依靠神的信心、明白神的心意與策略，能有效的帶

領人歸主。讓我們同心禱告吧！

【禱告提⽰示】

1. 我們同心向神獻上感恩！在關於傳福音的事上，神首先賜下的是
「得勝的策略」，就是效法大衛，依靠萬軍之耶和華的名。

2. 我們相信，神已將祂的名賜給我們了，使我們可以靠著得勝。請同
心禱告，讓我們完全倚靠祂的名得勝。

3. 請為我們要如何傳福音禱告，求神指引我們如何依靠祂的名帶領失
喪的靈魂歸向耶穌基督，並使他們作主耶穌基督的門徒。

禮拜二  彼此和睦

【经⽂文】

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

職分賜給我們。這就是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

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所以，我們作

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般。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神和

好。（林後五18-20）
【知識的⾔言語】

和好的職分要賜給我們，我們要注意彼此之間的關係，不但如此，也

要加強小組彼此之間的關係。

【经⽂文與知識⾔言語解讀】

在前言的段落中，提到「我們過去忽略了『合而為一』、『彼此和

睦』，而留給仇敵極大的餘地」，讓我們再回顧這慘痛歷史的教訓。當年

我們忽略了弟兄姊妹之間彼此關係的建造，以及忽略了牧區、小組彼此之

間關係的建造。以至於仇敵有機會在教會中，撒下爭競、比較、紛爭、懼

怕、猜忌，甚至撒下叛逆與彼此攻擊的種子。同工們又未能及時察覺這些

仇敵的工作，最後，我們在屬靈的戰場上，幾乎徹底的敗下陣來。對外，

取消了在2004年Ellicott City的植堂計劃，以及在2008年，結束了在烏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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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猶太人解毒所的事工。對內我們無法繼續執行教會的異象與使命，已

經執行了六年的宣教年會，在2006年之後，無法再維繫，更遑論發展了。
我們就像戰爭中被轟炸得滿目瘡痍的災區，教會四分五裂，人數稀少，至

今我們已經有五年沒有能力進行任何栽種收割的福音工作。

感謝神！聖經的法則是要我們「汲取歷史的教訓，作為今日的鑒

戒」。無論是對舊約在曠野漂流的第二代以色列人；或是在被擄歸回的以

色列人，都再三被提醒，要逃避過去歷史中失敗的錯誤。就是在新約聖經

的教會書信－哥林多前書中，使徒保羅仍然以舊約的歷史，勸誡教會面對

歷史的鑒戒(林前十1-11)。

從2003年至今，我們一直在等候神重建我們的時刻。2010年18個月的
機會之風的先知性信息臨到我們的時候，我們知道時候近了，我們也看到

聖靈在教會的工作，就是使我們合睦的工作。直到今天，我們相信「當石

頭挪開了，主耶穌發出呼召，拉撒路就復活了」(約十一41-44)，那麼，當
神藉著同工的領受，將這信息賜給我們，我們應該知道，耶穌基督已經發

出命令，吩咐將阻擋大華府生命河靈糧堂復活的石頭滾開，聽見的人就應

當將石頭挪開。如果我們順服神所賜「彼此和睦」的命令，竭力追求「彼

此和睦」，那麼，在屬靈的意義上，我們正在挪開石頭，並且主耶穌必定

會發出「復活」的命令。就在2014年，大華府生命河靈糧堂要復活了。阿
們！讓我們同心禱告吧！

【禱告提⽰示】

1. 我們再次同心向神獻上感恩！我們曾經死過，甚至有人也驚訝的發
現「大華府生命河靈糧堂還在啊」，當許多人都認為我們已經「死了」。

那麼，「復活」才會真實的發生。我們的「死」不是「教會的死」，而是

我們向「罪」死，如今我們要向神復活了。讓我們同心合意的求基督復活

的大能臨到我們，使大華府生命河靈糧堂能被聖靈重建，成為榮耀的教

會。阿們！

2. 請為我們遵行神所賜給我們「彼此和睦」的命令禱告。求聖靈在我
們不多的弟兄姊妹中間，三個小組之間，幫助我們都能「竭力的保守聖靈

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參弗四1-3)。

3. 請為我們弟兄姊妹們儆醒的心禱告，大家彼此守望，小組之間彼此
守望，在葡萄園開花放香的時刻，求主為我們擒拿小狐狸，絕不容許小狐

狸來破壞我們「彼此和睦」的努力(參歌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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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三  和好與饒恕

【经⽂文】

亞倫要把贖罪祭的公牛奉上，為自己和本家贖罪；也要把兩隻公山羊

安置在會幕門口、耶和華面前，為那兩隻羊拈鬮，一鬮歸與耶和華，

一鬮歸與阿撒瀉勒。亞倫要把那拈鬮歸與耶和華的羊獻為贖罪祭，但

那拈鬮歸與阿撒瀉勒的羊要活著安置在耶和華面前，用以贖罪，打發

人送到曠野去，歸與阿撒瀉勒。（利十六6-10）
【经⽂文解讀】

人際關係中難免有些摩擦碰撞，彼此得罪的事。然而，許多人際關係

中的遺憾，大都是沒有處理得當。聖經教導我們「彼此和睦」、「合而為

一」的關鍵就是「彼此饒恕」，甚至聖經提醒我們「饒恕」乃是「. . .正如
神在基督裡饒恕你們一樣」 (弗四3 2 )。神藉著同工的領受，將「阿撒瀉
勒」的信息賜給我們，這也是提醒我們關於「饒恕」的信息。原來，「饒

恕」乃是不再記念。神在新約中對我們的「饒恕」就是「寬恕我們的不

義」、「不再記念我們的罪愆」，也正是舊約中的「阿撒瀉勒」。當祭司

將罪歸於「徹底搬遷」這隻羊，並且將這羊牽到無人之地，就是「徹底的

將我們的罪搬遷到曠野無人之地」，神全然不記念我們的罪，就像沒有發

生過一樣。那麼，神也要求我們對人的饒恕，也要像祂一樣－「不再記

念」。

無論在我們未來教會的建造，或是我們人生的建造，我們都需要遵行

神所給我們的信息，使我們的弟兄姊妹，我們的家人，我們的人際關係

中，都在「彼此饒恕」、「不再記念」」、「徹底搬遷」的彼此恩慈相待

的中，沒有留下任何關係破裂的隙縫，使仇敵不能趁虛而入，就不能進行

破壞和分裂的工作。更使我們未來的教會、家庭、小組，就像三股合成的

繩子，不容易折斷，全教會同心合意的在大華府地區建造榮耀的教會。阿

們！讓我們同心禱告吧！

【禱告提⽰示】

1. 感謝神！幫助我們從聖經中領受「阿撒瀉勒」的啓示，請以感恩的
心，向神禱告，求神將「饒恕」、「不再記念」、「徹底搬遷」的勇氣與

膽量賜給我們，使我們能徹底離開過去的傷痛並得著痊愈。

2. 請為自己的家庭、婚姻、親子關係禱告，不但是未來，也是過去那
些還未解決，也在時間中逐漸淡忘的「罪」都能徹底的「饒恕」。

3.也請為自己禱告，有些是你無法挽回的遺憾，無法再回到過去的遺
憾，而深深捆綁著你的「愧疚」、「罪咎」，求神釋放你，使你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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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四  彼此接納

【经⽂文】

主啊，如今我等甚麼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救我脫離一切的過

犯，不要使我受愚頑人的羞辱。因我所遭遇的是出於你，我就默然不

語。（詩卅九7-9）

天天背負我們重擔的主，就是拯救我們的神，是應當稱頌的！(詩六十
八19)

【经⽂文解讀】

神不但賜下信息要我們「彼此和睦」與「彼此饒恕」，神繼續藉著同

工的領受，教導我們要「彼此接納」。如果說在「彼此和睦」的內涵中，

必須「彼此饒恕」，那麼，在「彼此和睦」的內涵中還需要積極性的「彼

此接納」。感謝神，祂賜下的信息是完整的，我們不但需要在消極方面操

練「彼此饒恕」，還要操練積極的「彼此接納」。如果「饒恕」是醫治的

工作，是醫治破裂的關係所帶來的傷害。那麼，「彼此接納」就是彼此關

係的重建，是醫治之後的跟進復建工作，使關係能在重建之後，而得著真

正的痊愈。

然而，「彼此接納」的動力乃是基於神的主權。神再以大衛的歷練教

導我們，在大衛所遭遇的艱難中，他如何面對攻擊他的愚頑人呢？在人身

的攻擊中，大衛如何面對心中的苦澀呢？乃是「我所遭遇的是出於你，我

就默然不語」，這是強調了「神絕對的主權」。在人際關係的困難中，我

們要牢記－「神的主權」，將我們的眼光從人際關係的艱難中轉向神，仰

望那「天天背負我們重擔的主，拯救我們的神」，好叫我們不但可以「饒

恕」那些得罪我們的人，更進一步可以「接納」那些得罪我們的人，使雙

方的關係能重建，並和好如初。這豈不是我們的神、我們的主耶穌在我們

這些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嗎？神不但饒恕了我們，神更使重新接納我們，

重建我們與祂的關係，甚至聖靈願意住在我們身上。但願我們都牢記，神

在帶領我們重建教會的前夕，對我們的叮嚀－「彼此饒恕」、「彼此接

納」使我們能「彼此和睦」。阿們！

【禱告提⽰示】

1. 請為我們操練「彼此接納」禱告，求聖靈幫助我們，不但願意「饒
恕」更願意「接納」那些得罪我們的人。

2. 求聖靈光照我們，在我們周圍的人，無論是家人、教會、職場中，
有那些人是你不能接納的，求聖靈幫助你能接納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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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五  綽綽有餘

【经⽂文】

在這裡有一個孩童，帶著五個大麥餅、兩條魚，耶穌說：「你們叫眾

人坐下。」原來那地方的草多，眾人就坐下，數目約有五千。耶穌拿

起餅來，祝謝了，就分給那坐著的人；分魚也是這樣，都隨著他們所

要的。他們吃飽了，耶穌對門徒說：「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免得

有糟蹋的。」他們便將那五個大麥餅的零碎，就是眾人吃了剩下的，

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籃子。（約六9-13）
【经⽂文解讀】

論到建造，無論是人生或是教會、家庭的建造，都不是一個人獨立的

建造。即使在神的創造中，也是聖父、聖子、聖靈三個位格共同的創造。

因此，在神重建大華府生命河靈糧堂的工作中，必然也是全教會在神的帶

領中的重建工作。神藉著同工們所領受的「五餅二魚」的神蹟，幫助我們

知道要如何與神同工，完成神重建我們的工作。我們從三個重點解讀：

首先，神雖然有絕對的能力可以「使無變為有」(參羅四17)，但是，
耶穌仍然使用孩童的「五餅二魚」，不但使五千人吃飽，而且有12個籃子
的剩餘。其次，這個事件的開始，耶穌先對門徒作了一個小小的測驗：

「我們從哪裡買餅叫這些人吃呢？」，門徒在這龐大的挑戰中束手無策，

但聖經說「祂原知道要怎樣行」－當耶穌提出問題的時候，耶穌已經有答

案了。第三，耶穌使用了不成比例的「五餅二魚」，滿足了龐大的需要，

還綽綽有餘。如果這就是神對大華府生命河靈糧堂重建工作的縮影，神要

向我們啓示什麼呢？第一，神是未來的重建工作的主導者，祂不但是「使

無變為有」的神，祂也是「叫死人復活」的神，大華府生命河靈糧堂的重

建是死裡復活的工作。第二，神會試驗我們，好像試驗亞伯拉罕一樣，也

好像試驗腓力一樣，但是，神已經有重建的計劃了。第三，我們是不是願

意像孩童一樣，獻上自己僅有的，讓耶穌可以使用我們行出「復活」般重

建的神蹟呢？讓我們禱告吧！

【禱告提⽰示】

1. 求神賜給我們像孩童般單純的信心，使我們可以被神所使用，成就
神所要行的神蹟－重建大華府生命河靈糧堂。

2. 求神將祂重建的策略賜給我們，使我們知道祂的計劃，並按照祂的
心意跟隨聖靈的引導，而完成神重建的計劃。

3. 求聖靈光照我們，使我們知道，自己有那些「五餅二魚」，可以獻
上給神使用，並預備我們的心及時獻上。



禮拜六  敬畏神、效法神

【经⽂文】

你就明白敬畏耶和華，得以認識神。因為，耶和華賜人智慧；知識和

聰明都由他口而出。（箴二5-6）

智慧人懼怕，就遠離惡事；愚妄人卻狂傲自恃。（箴十四16）

所以，你們該效法神，好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也要憑愛心行事，正

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獻與神。

至於淫亂並一切污穢，或是貪婪，在你們中間連提都不可，方合聖徒

的體統。淫詞、妄語，和戲笑的話都不相宜；總要說感謝的話。因為

你們確實地知道，無論是淫亂的，是污穢的，是有貪心的，在基督和

神的國裡都是無分的。有貪心的，就與拜偶像的一樣。不要被人虛浮

的話欺哄；因這些事，神的忿怒必臨到那悖逆之子。（弗五1-6）
【经⽂文解讀】

在神感動同工所給我們的這些經文中，我們可以觀察出幾處與「話

語」有關的詞句，譬如：「都由祂口而出」、「連提都不可」、「淫

辭」、「妄語」、「戲笑的話」、「感謝的話」、「虛浮的話」。我們可

以揣摩神的心意，乃是提醒我們「謹慎口舌」。經文中也有正面的啓示，

卻都是與「行為」有關，如：「效法」、「行事」、「獻與神」「捨了自

己」。這樣看來，神提醒我們，在未來重建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儆醒個人

口中的言語，多說造就、安慰、勸勉的話，也要多說造就教會的話(林前十
四3、5）。如此，在人際關係中，就不至於留餘地給仇敵破壞我們的和
睦。俗語說：「禍從口出」，在追求「彼此和睦」的操練中，讓我們從

「謹慎口中的話語」開始操練，使我們能成為神話語的出口，讓神使用我

們說出祂的信息，成就祂的心意。

【禱告提⽰示】

1. 求神賜給我們敬畏神的心，使我們的口能說出「知識」和「聰明」
的話語。

2. 求神幫助我們操練作智慧人，使我們能遠離惡事，特別是(弗五1-6)
中那些惹神忿怒的事。

3.求神賜我們儆醒的心，當仇敵興起惡人的言語攻擊我們的時候，求
神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不讓我們的心生出苦毒、怨恨，而是「饒恕」與

「接納」，使我們能勝過仇敵的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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