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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2007「聯絡增長」之年 

 

** 開始的話 

 

1. 神的所願, 神的熱心 

 1) 何謂基督徒? 信主? 信仰生活?  

    =認定原有主人, 察驗主人的計劃和美意, 而凡事上回復主人心意, 

信從主人, 得着主人的奬賞  

    ↔不是追求自己的平安無事, 也不是要成就自己所祈願之事, 亦不

是努力行出自以爲義的事 

    ⇒生命生活回復主人的同時, 就能得着主人所賜的平安. 供應. 成

就. 豐盛的果子 

 2) 以正直的心察看聖經和教會歷史, 會知"神的終極目標" 

=設立永遠的君王, 召聚永遠的子民, 建立永遠的國度, 作永遠的新

事<啓21-22章> 

→創造天地和萬物, 按自己形像造人<創1-2章>  

顯明人的根本問題(亞當一人死, 全人都死)<創3章>  

爲聖民豫備基督(耶穌一人復活, 屬於祂的一同復活)<創3:15, 21>  

聖民在地上的70年= 經歷根本問題/ 重生/ 成聖/ 事奉/ 得冠冕<

弗2:1-10, 啓22:12> 

聖民在新天新地裏, 永遠與主一同作王, 永遠作新事<啓22:3-5>    

 3) 也會看見: 神迫切的所願. 強調. 認真熱心的成就  

    =挪亞的洪水和彩虹的約/ 亞伯拉罕的一生/ 以色列的出埃及進迦

南/ 以色列的歷史/ 

    耶穌基督的十架和應許/ 使徒們和初代聖民的事工/ 敎會的興衰歷

史...  

 4) 神在今日的作為 

<創12:1-3, 出3:18, 書1:1-9, 太28:18-20, 可16:15-20, 路24:44-53, 

約21:15-20, 徒1:8> 

=召聚聖民, 與聖民立約(四大福音化/ 以馬內利), 使當代聖民聯絡

得合式, 繼續擴張國度 

→繼承亞伯拉罕. 摩西. 大衛. 耶穌基督. 使徒們的生命和工作 

 

2. 2006"興起發光"之年的感恩和檢討 

 1) 過去五年, 生命堂所領受的應許(信息)和禱告 

①2002-2003年(站穩應許之地之年): 36課信息= 四大福音化/ 以馬

內利 

②2004年(擴張應許之地之年): 如何拔除靈裏劣根(神秘. 戒律. 人

本)= 宗敎與福音的差別 

③2005年(增添門徒之年): 五大神蹟(出埃及/ 過紅海/ 建會幕/ 過

曠野/ 征服迦南地) 

④2006年(興起發光之年): 禱告七講(會幕/ 五祭/ 大祭司/ 至聖所/ 

朝夕/ 三個節期/ 抬約櫃) 

⑤2007年(聯絡增長之年): 聯絡得合式(與神/ 與以色列/ 與當代肢

體/ 與後代)     

 2) 過去五年以來, 一同蒙受的應允和成就 

①個人(按個人條件): 重生確據. 與神立約. 築壇. 與神交通. 與神

同行(培訓/ 事奉/ 見證)  

②家庭(按家庭條件): 亞伯拉罕/ 以撒/ 雅各/ 約瑟的家庭= 重生化. 

應許化. 事奉化  

③敎會(一同配搭): 召聚華府地區裏的聖民. 培養基督門徒(主流). 

擴張地區. 世界福音化事工 

④地區: 各種福音聚會(主日. 禱告會. 週間. 小組. 婦女會. 暑期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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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生命聯絡網. 福音報...  

⑤世界: 網站. 短宣. 培養地區門徒. 建立地區敎會(新加坡/馬來西

亞). 發展各地區的事工...  

 3) 今年2006年(興起發光之年)的檢討和感恩<賽60:1-22> 

①幽暗. 黑暗遮蓋萬民(人人都活在問題裏): 個人. 夫婦. 兒女/ 敎

會裏面/ 從外面來的逼迫   

②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了(在問題中, 得着基督裏的絶對. 時代

的答案): 信息. 證據   

③興起發光(按個人. 家庭. 敎會的問題, 供應實際的答案): 傳講信

息. 作見證. 重生/造就人 

④君王. 衆人來就你發現的光輝.. 大海豐盛的貨物必轉來歸你.. 至

小的族, 要加增千倍.. 

     -- 門路打開, 門徒召聚, 聯絡得合式. 繼續擴張 

 4) 三種會友的檢討 

①努力連結於神. 肢體. 事工. 各地區門徒聯絡網, 享受生命堂基

業的會友 

  → 繼續走更新. 聯絡增長的道路/ 不管何時加入本會, 必要連結

於過去幾年一切的恩典 

②願意愛主. 愛肢體. 愛敎會, 卻尚未完全享受"聯絡得合式"所帶

來之福的會友 

  → 生命生活需要築壇(Format), 務要連結於神. 肢體. 地區、世界

福音化的事工  

③仍活在肉體. 世界. 自我, 過擔重擔勞苦生活的會友= 大器晩成? 

慢慢地脫離痛苦?  

  → 要轉向神(脫胎換骨的悔改)/ 思想自己與神. 天國. 世界. 永

遠時光的關係 

  

3. 2007"聯絡增長"之年的禱告和期待 

 1) 聯絡增長之年= 要建造祭壇. 會幕. 聖殿/ 加强Format  

① 與神聯絡合式 ② 與以色列聯絡合式  ③ 與當代肢體聯絡合

式  ④ 與後世聯絡合式 

 2) 兩堂合併, 重建基地(母堂), 蒙得七倍能力, 迅速展開地區. 世界福

音化事工 = 明年, 最主要禱告題目 

①每聚會更新而蒙恩/ 蒙恩的信息(主日崇拜. 禱告會. 週間聚會. 

小組. 婦女會. 門訓聚會)  

②全會友參加"四次聚會", 生命造就, 生命聯絡網打開... 

③多培養小組長. 講員(多開小組/ 本地. 外地門訓聚會)   

④加强新來肢體的信仰系統化事工(基要眞理班等... )  

⑤召聚本地基督門徒 

⑥文字事工的發展(出版本會主要信息. 福音報/ 網站事工的加强)   

⑦美洲. 新加坡. 馬來西亞. 中國. 臺灣的短宣事工 

 3) 成敗的關鍵(明年的主題經文<弗4:15-16>)= 徒1-2章  

①全會友的一同蒙恩(連於元首基督)= 成爲基督的身體, 並住基督

永遠的應許<徒1:1-11> 

②同心合意恒切的禱告(全身都靠主聯絡得合式)= 120門徒恒切禱

告<徒1:13-14> 

③按恩賜和個人條件, 全體都參與事工(百節各按各職, 照着各體的

功用, 彼此相助) = 得恩賜. 能力<徒2:1-4> 

④發展地區. 世界福音化事工(叫身體漸漸增長)<徒2: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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