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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吧!我們起來建造吧! 

【續】 P.1-2

在 神的山上必有預備 P.3

夏令退修會見證分享 P.4-5

重新倒數計時 P.6

CIA - 「求」的禱告 P.7

狐狸上去就能跐倒的石牆 P.8

建造或重建，必然包括了三個最重要的因素，

或是三個少不了的挑戰： 
（１） 神聖的目的 
（２） 具體的行動 
（３） 嚴肅的爭戰 
 

(一) 神聖的目的 
到底我們建造的目的是什麼？真的

是出於 神且完全為了 神嗎？它具有

屬靈、永存的價值嗎？它能為 神家、

神兒女帶下真實的祝福嗎？…這些問題

可以很容易就回答，因為標準答案是很清

楚、具體的；但這些問題也可以叫人不敢

隨便回答，如果我們真認識自己也真認識

神的話。 
 

舊會所不夠用，五年來租用學校造成

許多不便與額外的服事，都足以使我們有

充足的理由來尋找一個新的場地。但那些

需要並不是我們要買 Bowers 的原因，因為

別的場地也都能解決我們的需要。Bowers
的價格理想，地點正值矽谷（硅谷）高科

技中心的心臟地帶，基本設備良好…這些

雖然會吸引我們，但與我們過去一年多

來，所碰到的困難與所需一再面對的考驗

相比，我們是會早就放棄，寧可另尋它地

的。那唯一能使我們忠心持守不肯放棄，

甚至是常常激勵我們繼續往前的，乃是

神清楚的應許，以及祂要揀選這地做為祂

在上一期香柏木月刊裡，我們曾引用尼

希米記中，歸回的百姓如何同心合力的重修城

牆，重建城門，使 神的兒女們 
（１） 得著保護 
（２） 得以過分別為聖的生活 
（３） 恢復了神家該有的見證 
 

去年五月二十四日上午 神賜下清楚的應

許，要我們去買下 Bowers 的地方作為新會所用

地，祂的榮耀要充滿那地，而且叫我們要“立刻

上去得那地”，因為祂要親自來幫助我們，使

“我們足能得勝”（民 13:30）。轉眼之間，十五

個月已過去了。一開始，眾人歡然領受應許，

同心立刻上去。但卻發現困難重重，似乎波浪

一波比一波更為凶猛， 神帶領我們進入了信

心考驗的階段，全教會大大小小都面臨了信心

的試驗。其實，在各地所有關心我們，愛我們

的弟兄姊妹，也都一起陪著我們，經過這一段

為期長達一整年的考驗。 神在我們每次似乎

是走不下去的時候，都會應時的賜下寶貴的話

語來激勵我們。尤其在今年三月間， 神以“你
們不可丟棄勇敢的心，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

賜。你們必須忍耐，使你們行完了 神的旨

意，就可以得著所應許的。…義人必因信得

生，他若退後，我心裡就不喜歡他。”（來

10:35-38）這一段經文使我們下垂的手，發酸的

腿再挺起來，也除去了我們膽怯的心，勇敢地

繼續憑信往前，直到如今。 
 

正如我們上期信息所說，任何真實屬靈的



 

的居所，並且祂要用祂的榮耀來充滿這

地。這是一個何等榮耀且神聖的應許，我
們是誰？竟然配蒙祂這樣愛我們，願意
與我們同住，且要以祂的榮耀來充滿這
地! 

 

(二) 具體的行動 
所有的心願與理想最大的挑戰就是它

的實行與實現。撒但不喜歡人有愛主的
心願，但牠更怕人有具體、真實的屬靈
行動。 

 
除了眾人愛主、對主信而順服的美好

見證以外，一件最值得我們感恩的事，就

是全教會同心的參與和行動。在主裡真實

的合一，使我們在使命上與行動上也能進

一步同心同行。教會的力量才能集中起來

一致對外，藉著同心合意的禱告，一一克

服重重難關。雖然難免會有人軟弱，似乎

跟不上，也會發出一些問題，但沒有人是

用消極、論斷或挑戰、不服的態度。買會

所的事使得弟兄姊妹不只更愛主，也彼此

更相愛，更瞭解，更體諒。 
 

尼希米記第三章那幅美麗圖畫的小影

似乎正出現在我們中間，全教會男女老幼

都同心參與，甘心、盡心的奉獻，各人“對
著自己的房屋修造”，以致其中沒有破裂之

處。各個委員會的同工們，也都盡心竭力

的帶動弟兄姊妹們一起參與，一起為著每

一個困難迫切甚至禁食禱告，一步一步走

過來。不只我們對 神的信心增長，禱告

生命加深，眾人同心相愛，相扶持的生活

也更落實了。 
 

我們一切外在行動的力量是源自於對

神的愛與使命感的催促。我們知道， 神

是要藉著購置外在的會所來改變我們的生

命，建造我們成為合 神心意的居所，成

為能被主同在與榮耀充滿的教會。因此，

這些看似繁重、瑣碎又困難重重的事
工，對我們來說乃是一個機會，一個可
以「得著主，又被主得著我們」的機會

。雖然前面還有一段不短的路要走，加上

經費壓力和重重關卡要過。但是，求主使

我們不僅不軟弱退後，反而能更積極、勇

敢的往前。 
 

(三) 嚴肅的爭戰 
尼希米和百姓重建的過程中充滿了仇

敵威脅、恐赫、嗤笑、羞辱、誣陷，…甚

至直接來攪擾、殺害的記載，但是我們也

看見尼希米的禱告穿插在整個重建過程的

故事裡。任何艱難的處境，任何仇敵的
作為，尼希米總是以禱告和忠心、不妥
協的態度來回應，這實在是為我們提供了

一個非常美好的榜樣，正如主在客西馬尼

園所教導的──『總要儆醒禱告，免得入

了迷惑』（太 26:41）。仇敵總是『無計不

用，無孔不入』的，以致於這場爭戰不只

是極其嚴肅且是會一直持續到見主為止。 
 

從買會所之事開始進行至今，我們也

是一直處在嚴肅且猛烈的爭戰中，外在的

難處似乎已叫人難以承受，內心仇敵的攻

擊與攪擾更有過之而無不及。但感謝神，

天上至高、全能的 神也就是我們的
神，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也就得以住
在全能者的蔭下（詩 91:1）。每次以禱告來

到 神面前， 神都那麼信實的來安慰、

堅固我們的心，使我們雖然四面受敵，卻

不被困住，心裡作難，卻不致失望，因為

真是有寶貝放在我們這些瓦到不能再瓦的

卑賤器皿裡，顯明了「這莫大的能力，是

出於 神，不是出於我們。」（林後 4:7） 
 

感謝 神，一路走來，祂真是以恩典為

冠冕，親自相陪，親手扶持，使我們直到如今

仍走在祂的路上！求 神使我們勝不驕，敗不

餒的只管跟著約櫃去，使祂的旨意能成就在我

們身上，祂在我們個人和眾人身上要做的工能

做成，要賜的福能被我們無攔阻的得著；更讓

祂在這世界尖端的科技中心，能多得著一個安

息之所，使祂的榮耀不僅充滿我們這微小的教

會，更要充滿全地！阿們！ 



 

 

在 神的山上必有預備 
◎馬邦彥 

信息是重要且寶貴的，但人更重要、更寶貴。 
 

這次退修會，其中最深刻的得著，就是領受沈保羅牧師的長者風範。沈牧師的認真、親切、

誠摯、成熟，對主話語的活潑及對當代教會的憂心與關切，實在是眾人的榜樣與激勵。約翰在約

翰一書中，曾提到教會中的父老，是“認識那從起初原有的”，當眼見沈牧師帶著軟弱的身體，靠

著聖靈大能剛強站住，釋放從 神而來的新鮮話語和深切的負擔，就不禁讚美 神，“不是倚靠

勢力，不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靈，方能成事。” (亞 4:6)因此沈牧師的信息是帶著扎心的能

力臨到會眾。第一天的對付罪要絕對，不給自己（肉體）留餘地。第二天的 神住在我們裡面，

成為們生活的中心，以至第三天的不住的在主面前信而順服，正是今天我們在 神面前過一個聖

潔，有能力、有信心生活的祕訣。感謝 神的恩典、憐憫，賜給教會如此的長者！ 
 

于弟兄的信息說到以色列百姓重建耶路撒冷的城牆的過程。 神的家不可一日無領袖！尼希

米被興起是為著 神家的建造，他對 神家的熱切愛火，使他成為一個隨時禱告的人，胸懷使

命，積極的尋求重建之路。百姓們也不落後，在同一異象，使命中，同心、甘心、盡心往前。

“以祿月二十五日城牆修完了，共修了五十二天。…因為見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們的 神。” 

(尼 6:15-16)這是 神的權柄，也是 神的榮耀，眾人能在其中有分，不住仰望，跟隨 神直到工

作完成，實在是飽足了骨髓肥油！我們不僅羨慕，更要求如此的福份成就在教會中！ 
 

Ernie 弟兄交通亞伯拉罕的信心之旅。 神向亞伯拉罕顯現，說話是亞伯拉罕信心生活的憑

據。每一次 神的顯現、說話，亞伯拉罕都有回應，雖不完全，卻仍跟隨，而得以在信而順服的

生命和對 神的認識上不住增長。出吾珥，經歷“耶和華豈有難成的事”，到認識“耶和華以勒”，
他在主面前作我們世人的父。在軟弱中，我以信心仰望主，除去不信的惡心，靠著聖靈順服主的

教導，使我更像主，生活更蒙 神喜悅！ 
 

我是第一次參加本教會的退修會，不僅得豐盛靈糧，也享受與弟兄姊妹們的交通。兩次等候

主的聚集，更叫人舒暢、更新。甚願主每次都這樣祝福兒女們的聚集！ 
 

(馬邦彥弟兄自今年八月起，加入本教會全時間事奉) 

 

興起，發光！ 



 

 

 

“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來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賽 60:1） 
 

 要而應酬不斷，我的心中充滿痛苦，卻沒有勇氣

回到 神家。多年後，在一位姊妹的帶領下，我

有機會到伊甸基金會上班，那是一個效法基督，

扶持弱貧病者的社會福利機構。絕大部份的工作

人員都是愛主的弟兄姊妹，因為他們從 神那裡

來的愛，使我再次回到 神的面前悔改認罪。更

奇妙的是 神藉著一位美國來的宣教士姊妹

Kathryn 帶領我的弟兄決志受洗，在那年我們也有

了第一個孩子。 
 
只是好景不常，弟兄因工作的緣故，無法脫

離應酬文化，他不想作個“週間屬世，週日屬

神”的基督徒，所以離開了教會。因此我心中充滿

苦毒，埋怨弟兄受酒轄制，傷害了我，也傷害了

二個孩子。 
 
感謝 神，祂用那測不透的奇妙，再一次將

我們挽回。在無心插柳的心態下，我們中了台灣

第一屆的“美國綠卡樂透抽獎”。雖然沒有什麼熟

人在美國，語言及金錢預備也不夠，再加上我懷

了老三預產期已近，我們仍毅然決定要脫離“人在

江湖、身不由己”的生活，全家移民來了加州。 
 
到美國後， 神仍一步步的帶領我們，讓我

們連絡上同學懷悌，她領我們回到 神家中，在

這裡我見到我從不敢奢望的“神蹟”，就是我的弟

兄能熱心追求，事奉主！ 神的愛實在是過於人

所能測度的！ 
 
在這次的退修會中， 神清楚的透過沈保羅

牧師的信息，要我“拿起褥子”不要再讓自己給軟

弱存留機會；也藉于弟兄的提醒看見自己心中的

城牆已被毀壞，以至於仇敵可以自由進出做破壞

的工作。回想以前唸書時，願意全人歸主，一心

想有份於泰北宣教事工，爾後卻被世界所擄，丟

棄了對主的誓言，這樣不堪的器皿怎配來服事

主？ 神哪，你實在是充滿恩典憐憫的 神，我

現今的情況就像那癱了三十八年絕望的人，但 

神卻不輕看，親自來尋找我， 神要我“起來”，
我豈能緊抓褥子來回應祂的愛呢？感謝 神，當

我放下自己，我的弟兄也淚流滿面，我們一同跪

在 神祭壇前時，心中真是充滿了感謝與讚美，

願 神的旨意能成就在我們身上，使祂的榮耀得

以彰顯！ 

◎陳偉斌
 
神的奇妙，在這次退修會上，大大顯在我的心

中！ 
 
在上山去退修會之前，對於從來沒經歷退修會

的我，是有著一股期待與盼望，期待聖靈的感動，

盼望 神的來臨，但萬萬沒想到 神所賜的，是超

過我敢求敢想的。 
 
信主受洗已經七年，中間跌倒離開主三年，這

次在退修會上，似乎又回到當初決志，受洗的感

動，像浪潮一般，一直沖刷著我這又被世俗佔領的

心，真是感謝主，把一切最初、最真的信，回灌在

我心裡！是的，主，我的心願被你時時刻刻充滿，

我願意把自己獻給你！ 
 
我是宣教士帶領信主的，從最早，以為宣教士

只是一個俗世上的工作，到了解宣教士是 神的事

工，進而慕道、相信、決志、受洗。二年後，跌倒

在社會生活的牽絆中，離開了主，又藉著祂奇妙的

作為，把我帶回 神家中。這一幕幕，藉著沈牧師

述說著他與宣教士在野人山的事工，回到我的心

中，彷彿又回到當時，梅教士對我殷切說著 神奇

妙的愛。想到此，不覺淚流滿面，又想到梅教士一

生為主奉獻，對照沈牧師的見證，更使我不能自

已！ 
 
是的，主 只要你肯用我這卑賤的器皿，我願

跟隨你！阿們！ 
 
 

◎林美玲
 
記得還在學校唸書時，非常熱心參與校園福音

團契的活動，每年的寒暑假都是在營會中渡過的，

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青年宣道大會”。因為

在這營會中，我回應了 神的呼召──主若要用

我，我願意全時間奉獻為主。 
 
畢業後，離開了學校團契的保護傘，進入工

作，也進入了世界的大染缸，沒多久就有了追求

者，雖然一心想領他信主，卻漸漸的以感情為生活

的重心，與 神漸行漸遠，當初獻身呼召的感動，

早已拋到九霄雲外了。 
 
婚後經歷了工作不順遂、流產、先生因工作需



 

 

 

 
領百姓重建耶路撒冷城牆的信息，讓我認識到，

只有當所有百姓都盡心盡力投身建造，「各人對

著自己的房屋修建」那一段城牆時， 神就必

“按定期速成此事＂。 
 

願 神帶領我們全教會，都起來愛 神，全

心全意奉獻給 神。 神就住在我們中間，向我

們彰顯祂的榮耀和大能﹗ 
 
 

◎葉展平
 

今年是我第一次參加我們教會的夏令退修

會。記得在上山之前，于弟兄說，主在山上必有

豐盛的預備，等著我們去領受，也是我們衡量個

人靈命景況的 check point。感謝主，祂的同在充

滿了每一堂信息，每一次家庭講座，每一天的晨

更及每一個在主面前的服事。不僅使我在主話語

的渴慕上得著滿足，也在與弟兄姊妹的配搭服事

中得著建造與學習。在這當中也蒙主光照，使我

看見自己屬靈光景的稚嫩、不足與虧欠。  
 

然而，在這次的退修會上，對我個人影響最

深的是，有關尼希米重建聖殿城牆的信息。尤其

是在第三章和第四章，當第三章中提到，耶路撒

冷的百姓都起來，一起參與重建城牆的工作，且

致力於重建自己居所面前的那一段城牆時，讓我

心裡深受衝擊。是啊！我們當盡力為自己的屬靈

生命築起城牆，以 神的話語為根基，以實際的

行動響應，不讓仇敵自由進出擄掠毀壞，過聖別

的生活，為 神做見證。 
 

第四章提到，面對仇敵要時刻保持警惕，雖

然 神破壞參巴拉的計謀，可是 神的百姓仍然

沒有絲毫鬆懈，他們一手拿兵器，一手做工，從

天亮直到星宿出現的時候。以致重建聖殿城牆的

工作，在 神的保守與以色列人順服及忠心下，

得以在 52 天完成。這也深刻的提醒我們要時時

儆醒，求 神保守審視我們屬靈生命的城牆，不

給仇敵留任何破口。誠如于弟兄時常提到的，我

們屬靈的光景，是“不新則舊，不進則退＂。我

們自己屬靈的光景是如此，對 神家態度也應一

致，使 神的旨意得以成就，榮耀得以彰顯。願

神祝福祂的教會和祂的子民。 

◎葉展豐
 

星期六晚上于弟兄在信息結束後，呼召說﹕

「弟兄姐妹中間，若是主的呼召有一天臨到你，

你願意放下一切，來全時間服事祂的，請走到講

臺前。」那時聖靈就在我心裡強烈地催促我，使

我無法抗拒而走到臺前去回應主的呼召。雖然知

道自己深深的不配，也一無所長，可是主的愛卻

深深的激勵著我，讓我不能自已，只能回應祂的

呼召。 
 
回想去年的退修會上，衣弟兄和于弟兄在信

息中，講到中國大陸福音禾場廣大，“要收的莊

稼多，可是作工的人少＂。每次他們提到“中
國＂這兩個字的時候，我心中就會有一種特別的
感動，身體裡就像有一股電流通過。那時心裡還

不太明白為什麼會那樣，後來跟弟兄姐妹交通，

開始認識到這種強烈的感動也許就是 神對我的

呼召。 
 

這次在退修會上，聽到週六晚于弟兄以及星

期天沈牧師在臺上呼召的時候，聖靈的感動就更

加強烈，於是我就順服心中的感動，兩次到臺前

去回應 神的呼召。(作者來自台灣，從未去過中國) 
 
 

◎洪梅 
感謝 神，賜給我們這麼蒙福的退修會。祂

垂聽了我上山前的禱告，讓我得到了比所求所想

更多的收穫。我的禱告是，能更多地認識 神、
更真實地經歷 神，並從 神得到力量，過“興
起、發光＂的生活。通過這次退修會，我更知道

要怎樣在個人、家庭及教會生活中，讓 神帶

領，活出祂的旨意。 
 

關於個人生活， 沈牧師和 Rev. Ernie 的信息

說到，我們必須有讓 神在我們身上作工的心

願，對自己罪的悔改，和對 神的話語的信靠和

順服，否則我們不可能真實地經歷到祂的大能。  
 

在下午家庭生活及親子關係講座中，我們再

被提醒， 神在乎並要得著我們家的每一個人。

我們不能只顧自己追求主，或認為配偶追求服事

就夠了，或把孩子的學業…等，看得比他們的靈

命和品行更重要。 
 
關於教會生活，沈牧師講到， 神是要以我

們為祂的居所，而不只是讓我們有地方敬拜和團

契，這是何等大的榮耀！于弟兄所講的尼希米帶



 

 

重新倒數計時 
 

感謝 神，賣方主動將正式過戶日期自八月廿一日延至九月六日。這裡特別刊出幾位弟兄姊妹及時的分享，彼此激勵。 

 

 
◎黃懷欽

 
感謝讚美主，讓我們有機會一起來經歷  神

的帶領，並經歷 神在我們教會，特別是在購買

會所上的奇妙作為。我信主已經十年，這是第一

次真實地經歷 神，就像約伯所說的“我從前風聞

有你，現在親眼看見你”。(伯 42:5) 
 

記得一年前，于弟兄得到  神的話語，要我

們快快上去得那塊地為業。我以為事情很快就會

成就，可是後來買會所遇到了很多的難處。我的

信心也就開始動搖，隨著外面的環境改變而起

伏。記得四月時，賣方已與另外一個團體簽約，

我的信心也就跌到了谷底。四月二十六日星期二

的禱告會，于弟兄就帶領我們讀希伯來書十章三

十五節到三十八節“所以，你們不可丟棄勇敢的

心；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賜。你們必須忍耐，使

你們行完了 神的旨意，就可以得著所應許的。  
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那要來的就來，並不遲

延；…。”接下來，我每天早上用這段經文來禱

告，信心開始持續加添。不久，我們就看到外面

環境也開始在改變。最後那個團體並沒有買成

Bowers 這塊地，   神又一次把契約交在我們手

中。 神不僅在購買會所這事件上帶領整個教會

往前，而且也在我們每個人的信心上建造我們。 
 

最後，分享我家在奉獻上， 神奇妙的供

應。記得于五哥去年的一次信息中特別提到，瑪

拉基書三章十節“…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

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糧，以此試試我，是否為

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福與你們，甚至無處可

容。”我們就禱告 神額外地供應我們，讓我們可

以在購買會所上有財物奉獻。然而，我弟兄剛工

作不久，沒有任何積蓄。想不到今年五月，我弟

兄工作單位願意借一點錢給我們買房子，在一位

姊妹用心挑選及安排下，我們不需付任何頭期

款，就買下了目前我們所住的這幢合宜的房子。

到房子成交後，我們銀行帳戶內反而有了餘款。

讓我們有機會能在會所基金上擺上我們小小的一

份。我真感謝 神，讓我們一起來經歷祂的真實

和祝福。願 神在剩下的時間裡，敞開天上的窗

戶來傾福與我們教會。 

◎焦源
 

從去年五月開始，雖然圍繞著會所購買的事

情不盡順利，但是這樣寶貴的經歷，真的是讓我們

看到 神如何藉著祂的子民讓祂的旨意成就在地

上：從 神應許給于弟兄和教會的話，到合同的得

而復失，再到最近的失而復得，其中是 神在教會

和弟兄姊妹中一而再，再而三的顯神蹟！ 
 

以前我們常常希望像以色列人一樣見到神

蹟，而現在我真為能夠參與其中而感謝 神，給我

們這樣的機會見證祂的能力。在這十五個月中，

神也讓我們藉此機會操練我們的禱告和奉獻。 
 

我們參加了 24/100 的守望禱告和週二的禱告

聚會。在禱告中 神使我們明白不僅要建一個地上

的會所，更重要的是要通過買會所的過程，學習一

個風雨生信心的功課，過信心的生活。有時在遇到

外面困難特別大的時候，我們實在不知道如何禱

告，但是藉著講台的信息，和各種禱告的操練，我

們一步步學習如何按著 神的旨意來禱告。 
 

藉著買會所的財物需要，神也讓我們學習一

次又一次的奉獻，認識到我們所有的全是祂的恩所

賜，既蒙揀選成為 神國的子民，就當獻出當納

的，這是 神在我們身上行祂美妙的善工，使我們

看到 神在我們身上的主權。 
 

8/2 的禱告會，我們為週五楊駿弟兄和王弟兄

與 Intel 和 Applied Materials 的第二次會談禱告，

神將平安賜給大家，相信祂必將我們帶入祂的應許

之地，祂也應允我們所有的禱告。看到週五下午的

報告，我們都非常的高興又一次 神真切的作為！

的確很多事情好像是我們人在做，但如果不是在

神的旨意中就無法做到；相反的，如果一切事好像

看似不可能，但只要行在祂的旨意中和應許上就一

切亨通，讓我們將感謝和讚美歸給 神！現在只剩

下十來天了，雖然還有一百多萬沒有著落，雖然還

有一些其他不確定的問題，但我們相信 神會持守

祂的應許，帶領我們進入祂的應許之地。讓我們都

珍惜這剩下的十幾天一起禱告，來積極參與這事

工，一同見證 神的榮耀，也一同蒙受祂的祝福。



 

 
 

「求」的禱告 
 

(4) 行神所喜悅的事（約壹 3:21-22） 
義人祈禱所發的力量是大有功效的，是否我

在「求」以先，不僅向 神有無虧的良心，

更是討祂喜悅呢？ 
(5) 在聖靈裡（羅 8:26-27） 

聖靈引導我們，甚至代替我們祈求，以至於

在「求」的過程就得著了盼望和安慰。 
(6) 有信心，不疑惑（太 21:22 雅 1:7） 

疑惑的人，不要想從主那裡得什麼；反之，

主說，「只要信，就必得著。」 
(7) 凡事謝恩（腓 4:6 帖前 5:16-18） 

以 神為樂，讚美感謝的話常在口中，祂就

將我們心裡所求的賜給我們。（詩 37:4） 
(8) 不可灰心（路 18:1） 

撒但最厲害的武器之一，就是「灰心」。禱

告的人一旦灰心，就中了仇敵的詭計，要儆

醒！ 
(9) 兩個人，同心合意（太 18:19） 

主禱文裡用的是「我們」，而非「我」，兩

個人就是比一個人禱告有功效。 
(10) 奉主耶穌的名（約 14:14） 

約翰福音中主耶穌六次提到「奉我的名

求」，若不是這超乎萬名之上的名，我們沒

有一禱告會蒙天父垂聽！ 

這一陣子，我們真是把過去禱告學習

的工夫都用上了，還常覺得不夠。特別，我

們在「求」這個最基本、最頻繁、最實際的

禱告方式上，相較於我們龐大的需要，反而

顯出最多的缺乏。 
 
其實， 神是邀請我們來「求」祂

的，因為祂唯恐我們「得不著，是因為不
求」（雅 4:2），所以說「你們祈求，就給你

們」而且保證天父要把好東西給求祂的人
（太 7:7-11）。所以且讓我們互相提醒以下十
個「求」的祕訣： 
(1) 坦然無懼（來 4:16） 

如果我們認識我們的 神是一位體恤、瞭

解、慈愛的 神，對於我們要求的事，就沒

什麼不好意思或懼怕了。 
(2) 情詞迫切（路 11:8） 

這是我們很缺乏的，可能也是因為我們所求

的還不到絕境，所以迫切不來。如果我們能

再迫切一些，再看清楚 神是唯一的出路，

我們得著應允的時刻也會早一些來到。 
(3) 照祂旨意（約壹 5:14） 

越是藉著禱告來到 神面前，越會知道什麼

叫作「照祂旨意求」，越求就越有「無不得

著」的把握。 

CIA 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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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來還會有一段路，離真正進入會所還有許多
的關卡要過。但現在我卻深信， 神已經做成這
事。正像于弟兄所說，這種寶貴的機會一生都難
有，不是每一個以色列人都有機會過紅海，過約
旦河。進入新會所不是主要的目的，而是要我們
在其中經歷  神，得著 神，而且被 神得著，才
是 神的心意。我真是盼望自己能把握住這個機
會，來更多地經歷 神，來更多地得著 神。祈
求我的人生，因此有個根本的大轉變，成為一個
過奉獻生活的人。 
 

還有一點，我從心裡特別感謝 神，是祂把
我們放在一群這麼愛主的同伴中，使我親眼看到
許多弟兄姊妹全力的擺上，對我真是有巨大的震
撼和鼓勵！我對 神說：“是的，這個教會就是
我的家，我真是願意與弟兄姊妹一同來建造這個
家。＂ 

◎黃能淳

去年，第一次跟隨教會弟兄姊妹到 Bowers，
參觀我們所要購買的新會所。剛到門口，突然裡面
有一個聲音對我說：“這是你的家，是你屬靈的
家。”回來以後，心裡很興奮，對於會所也充滿希
望。但是接下來，一連串的難處，憑自己頭腦的分
析，覺得進入這塊地的可能性很小。由於沒有邁出
信心的這一步，基本上我是抱著觀望的態度。所
以，心想反正有于弟兄及長執同工擔此重責大任，
即使得不到這塊地，其他地方或許也可以。 
 

直到最近情況開始明朗，特別是在退修會當
中，重溫亞伯拉罕的信心之旅，才能領悟到信心原
來是 神所賜的大能，在支取信心去仰望 神應許
的時候， 神必成就祂的應許，或一天，或二天；
或一年，或數十年。 感謝 神，不因我的小信而
撇下我，反而讓我在信心之旅上看到亮光和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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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上去就能跐倒的石牆』？    
◎ 于宏潔 

當尼希米聽見耶路撒冷因為城牆被毀，城門被火焚燒，以致百姓“遭大難，受凌辱”，他不只心

裡痛苦，他接著採取具體行動，帶著重建城牆的使命回到了耶路撒冷。在他對城牆被毀的情形有了

第一手的了解之後，他向 神的百姓發出了一個極其神聖而有力的呼召－「來吧！我們重建耶路撒

冷的城牆，免得再受凌辱！」他那對 神、對 神百姓的熱愛以及那如烈火般的使命感喚醒了
沈睡中的百姓，眾人異口同聲的以“我們起來建造吧！”來回應尼希米的呼召。 

 

接下來，仇敵立刻毫不留情的採取了一連串的破壞行動，整個重建過程的記載中，到處穿插了

仇敵的作為。其中有一段說到──“參巴拉聽見我們修造城牆，就發怒，大大惱恨，嗤笑猶大人，

對他弟兄和撒馬利亞的軍兵說：「這些軟弱的猶大人做甚麼呢？要保護自己嗎？要獻祭嗎？要一日

成功嗎？要從土堆裏拿出火燒的石頭再立牆嗎？」亞捫人多比雅站在旁邊，說：「他們所修造的石

牆，就是狐狸上去也必跐倒」”(尼 4:1-3) 。請特別注意那關乎亞捫人多比雅的記載，他嘲笑他們建

造的石牆是個連狐狸上去也必跐倒的牆，不要說有什麼防禦仇敵的能力，就連承受一點重壓的力量

也沒有。 
 

姑且不論仇敵怎樣誣告我們重建的動機是什麼，怎樣藐視我們是一批“軟弱的人”，甚至嘲笑我

們的建造是連隻狐狸都招架不住的工程，…我們反而要很認真，很嚴肅的先問自己這些問題：難道
我們今日所正從事的大工，真是一道連狐狸上去也必跐倒的石牆嗎？這牆真能為 神兒女帶
來保護嗎？這牆真能使 神兒女們安心獻祭，過分別為聖的生活嗎？雖然我們的確是軟弱的

人，雖然這工程的確不可能一日就成功，雖然我們的人力資源都有限，需要從土堆裡拿出火燒的石

頭來立牆，但這一切都不是最重要的問題。最重要的問題永遠是──建造城牆的神聖目的真正能出

現嗎？ 
 

尼希米和眾百姓在仇敵的威脅、羞辱與各樣攪擾中專心工作，短短的五十二天使整個耶路撒冷

城牆重建的大工完成。事實告訴我們，不但狐狸上去無法跐倒那牆，以斯拉和尼希米還分頭帶領眾

民上城去遊行、唱詩、讚美 神呢！不只是“眾人…大大歡樂，連婦女帶孩童也都歡樂，甚至…歡

聲聽到遠處。”（尼 12:43）而且“我們一切仇敵，四圍的外邦人聽見了便懼怕，愁眉不展，因為見這

工完成是出乎我們的 神。”（尼 6:16） 
 

何等巴望這幅美麗的圖畫，能激勵普天之下所有忠心從事 神家建造工作的領袖們，任憑仇敵

怎樣羞辱，攻擊我們，但願我們只管忠心的跟隨主往前，基督已經完全得勝，也必使我們得勝，哈

利路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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