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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藉着召會，基督的身體， 

作禱告的殿所獻給神之時代的禱告 

綱  要 

壹 時代的禱告乃是召會作爲基督身體的禱告，這

禱告運用基督這升天之主和身體之元首的權柄，以

完成神的經綸—賽四五 11，六二 6 ～ 7，結三六

37，太十八 18 ～ 19： 

貳 召會，基督的身體，乃是禱告的殿—賽五六

7， 可十㇐ 17 上， 約二 16 ～ 17,19 ～ 21，十四

2，來三 6： 
週一 2/8                                            *禱讀 

馬可福音 11:17 
17 祂便教訓他們說，經上不是記著，“我的殿必

稱為萬國禱告的殿”麼？你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 
使徒行傳 2:36 
36 所以，以色列全家當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

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祂為主為基督了。 
以弗所書 5:30 
30 因為我們是祂身體上的肢體。 
羅馬書 14:19 
19 所以我們務要追求和平的事，以及彼此建造的

事。 
馬太福音 28:18-20 
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上所有的權

柄，都賜給我了。 
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將他們浸

入父、子、聖靈的名裡， 
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無論是甚麼，都教訓他們

遵守；看哪，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這世代的終

結。 
路加福音 10:19 
19 看哪，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蝎

子，並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絕沒有甚麼能傷害你

們。 
 

晨興聖言 2020 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第五週,週一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 第一章 神的計

劃；神的喜悅─祂心頭的願望 

週二 2/9 

以弗所書 1:19-21 
19 以及祂的能力向著我們這信的人，照祂力量之

權能的運行，是何等超越的浩大， 
20 就是祂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使祂從死人中復

活，叫祂在諸天界裡，坐在自己的右邊， 
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

的、以及一切受稱之名，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

也都在內， 
歌羅西書 1:18;2:19 
1:18 祂也是召會身體的頭；祂是元始，是從死人中

復活的首生者，使祂可以在萬有中居首位 
2:19 不持定元首；本於祂，全身藉著節和筋，得了

豐富的供應，並結合一起，就以神的增長而長大。 
希伯來書 1:3 
3 祂是神榮耀的光輝，是神本質的印像，用祂大能

的話維持、載著並推動萬有；祂成就了洗罪的事，

就坐在高處至尊至大者的右邊； 
哥林多前書 12:12-13 
12 就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身體上

一切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體，基督也是這樣。 
13 因為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或希利尼人，是為奴的

或自主的，都已經在一位靈裡受浸，成了一個身

體，且都得以喝一位靈。 
晨興聖言 2020 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第五週,週二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 第一章 神的定

旨─祂的計劃; 神的經綸─祂的行政安

排； 

週三  2/10 

哥林多前書 12:27 
27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體，並且各自作肢體。 
馬太福音 16:16-19 
16 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兒子。 

17 耶穌回答他說，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因

為不是血肉之人啟示了你，乃是我在諸天之上的父

啟示了你。 
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

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她。 
19 我要把諸天之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捆綁

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捆綁的；凡你在地上釋放

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釋放的。 
羅馬書 12:5 
5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是一個身體，並且各個

互相作肢體，也是如此。 
以弗所書 4:24 
24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在那實際

的義和聖中所創造的。 
啟示錄 8:3-6 
3 另一位天使拿著金香爐，來站在祭壇旁邊，有許

多香賜給祂，好同眾聖徒的禱告獻在寶座前的金壇

上。 
4 那香的煙同眾聖徒的禱告，從那天使手中上升於

神面前。 
5 那天使拿著香爐，盛滿了壇上的火，丟在地上，

於是有雷轟、聲音、閃電、地震。 
6 拿著七號的七位天使，就豫備要吹號。 
晨興聖言 2020 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第五週, 週三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 第一章 祂的分

赐；神的揀選 

週四 2/11 

列王紀上 8:48 
48 他們若在擄掠他們之仇敵的地，全心全魂歸向

你，又向著自己的地，就是你賜給他們列祖之地，

和你所選擇的城，並我為你名所建造的殿，向你禱

告， 
約翰福音 14:13-14 
13 你們在我的名裡無論求甚麼，我必作成，叫父

在子身上得榮耀。 
14 你們若在我的名裡求我甚麼，我必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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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56:7 
7 我必領他們到我的聖山，使他們在我禱告的殿中

喜樂；他們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祭壇上必蒙悅

納；因我的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 
希伯來書 3:6 
6 但基督為兒子，治理神的家；我們若將因盼望而

有的膽量和誇耀堅守到底，便是祂的家了。 
但以理書 6:10 
10 但以理知道這文書已經簽署了，就到自己家

裡，（他樓上的窗戶，開向耶路撒冷，）一日三

次，雙膝跪下，在他神面前禱告感謝，因他素常就

是這樣行。 
馬太福音 6:9-10 
9 所以你們要這樣禱告：我們在諸天之上的父，願

你的名被尊為聖， 
10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

在天上。 
約翰福音 15:16 
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乃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

立了你們，要你們前去，並要你們結果子，且要你

們的果子常存，使你們在我的名裡，無論向父求甚

麼，祂就賜給你們。 
羅馬書 8:26 
26 況且，那靈也照樣幫同擔負我們的軟弱；我們

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那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

嘆息，為我們代求。 
歌羅西書 4:2 
2 你們要堅定持續的禱告，在此儆醒感恩， 
晨興聖言 2020 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第五週,週四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 第一章 祂的預

定；神的創造；神聖三一的會議；照著

神的形像，按著神的樣式造人 

週五  2/12 

歌羅西書 3:1 
1 所以你們若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尋求在上面的

事，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 
 
 

以弗所書 1:22-23;2:6 
1: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著召會作萬有

的頭； 
1: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

豐滿。 
2:6 祂又叫我們在基督耶穌裡一同復活，一同坐在

諸天界裡， 
希伯來書 7:24-25;8:1 
7:24 但耶穌既是永遠長存的，祂就有不能更換的祭

司職分。 
7:25 所以，那藉著祂來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

到底；因為祂是長遠活著，為他們代求。 
8:1 我們所講之事的要點，就是我們有這樣的大祭

司，祂已經坐在諸天之上至尊至大者寶座的右邊， 
以賽亞書 45:11 
11 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就是那塑造以色列的，

如此說，關於我眾子將來的事，你們可以問我；關

於我手的工作，你們可以吩咐我。 
歌羅西書 3:17 
17 凡你們所作的，無論是甚麼，或說話，或行

事，都要在主耶穌的名裡，藉著祂感謝父神。 
腓立比書 4:6-7 
6 應當一無罣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帶著

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7 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

保衛你們的心懷意念。 
晨興聖言 2020 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第五週, 週五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 第一章 為著彰

顯神；有三部分 

週六  2/13   

馬太福音 18:18-19 
18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捆綁的，必是

在諸天之上已經捆綁的；凡你們在地上釋放的，必

是在諸天之上已經釋放的。 
19 我又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若有兩個人在地

上，在他們所求的任何事上和諧一致，他們無論求

甚麼，都必從我在諸天之上的父，得著成全。 
 

以弗所書 6:18 
18 時時在靈裡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

醒，且為眾聖徒祈求， 
使徒行傳 12:5,11-12 
5 於是彼得被囚在監裡，召會就為他切切的禱告

神。 
11 彼得清醒過來，說，我現在真知道主差遣祂的

使者，救我脫離希律的手，和猶太百姓一切所期待

的。 
12 他既明白過來，就往那稱呼馬可的約翰他母親

馬利亞家去，在那裡有好些人聚集禱告。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18 
16 要常常喜樂， 
17 不住的禱告， 
18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對你們的

旨意。 
以弗所書 3:20-21 
20 然而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裡面的大能，極其充

盈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21 願在召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榮耀歸與祂，

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晨興聖言 2020 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第五週, 週六 

詩  歌 大本詩歌 563 首 

主日  2/14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使徒行傳 4:23-31 
23 二人既被釋放，就到自己的人那裡去，把祭司

長和長老所說的話，都報告他們。 
24 他們聽見了，就同心合意的高聲向神說，主宰

阿，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 
25 你曾藉著聖靈，託你僕人我們祖宗大衛的口，

說，“外邦為甚麼吼鬧，萬民為甚麼謀算虛妄的

事？ 
26 地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也聚集在一起，要

抵擋主並祂的受膏者。” 
27 希律和本丟彼拉多，同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

真在這城裡聚集，要抵擋你所膏的聖僕耶穌， 
28 成就你手和你定議所豫定必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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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主阿，他們恐嚇我們，現在求你鑒察，並叫你

的奴僕大放膽量，講說你的話， 
30 同時伸出你的手施行醫治，使神蹟奇事，藉著

你聖僕耶穌的名行出來。 
31 祈求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聖靈

充溢，放膽講說神的話。 

參讀：李常受文集一九六三年第一册，在基督升

天的立場上禱告，第一章 列王紀生命讀經，第六

篇；倪柝聲文集第二輯第二册教會禱告的職事，

第一篇 

報告事項： 

2/13-14 國際新春華語特會,請聖徒擺上禱告 

2/15- 20 纽约市初高中生 Zoom 線上特會 

紐  約  市  召  會 

網站 www.churchinnyc.org 及 www.churchny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