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Ⅰ．在宇宙中
有三個意志：
神的意志、撒
但的意志以
及人的意志；
神要得着人
的意志與祂
合起來，與祂
是一，好叫人
在禱告中彰
顯並響應祂
的旨意，爲着
祂的喜悅: 

Ａ．生命樹代表神和神的意志，善惡知識樹代表撒但和撒但的意志，亞當代表人和人的意志；我們所以失去許多屬靈的福分，就是因
爲我們沒有在生命樹的原則裏，藉着禱告發表神的旨意。 
Ｂ．一個真實禱告的人，他的心願完全調到神的心願裏，他的思想與神的思想完全是一；神的願望翻印到他裏面，他是有啓
示的人，他的心是神心的複製。 
Ｃ．爲着滿足我們的慾望，從我們的需要出發的禱告，有時候神也會答應，但沒有屬靈的價值，我們在神眼前也會變得輭弱，
並且不討祂的喜悅。 
Ｄ．神只有神發起，並響應神所發起之內容的禱告，才有屬靈的價值；我們必須學習有這樣的禱告。 
Ｅ．當我們在禱告中來到主這裏，我們要讓那靈把我們的心願與祂的心願調和，把我們的思想帶到祂的思想裏，並把祂的心
願和思想翻印到我們裏面；這樣我們向神發出的禱告，帶着祂內裏的心願，對祂會是珍貴、有分量、有價值的禱告，也會叫撒
但受虧損。 

Ｆ．禱告以及所有屬靈工作的
真實意義，在於它們包含了
四個步驟： 

１．神按着祂的旨意，起意要作一件事。 
２．祂把祂的旨意藉着那靈啓示給我們，叫我們懂得祂的旨意。 
３．我們響應祂的旨意並回頭禱告給祂聽。 
４．神照着祂的旨意作成那件事。 

Ｇ．神需要人操練靈以及人復活的意志，照着神的神聖意願禱告，這意願就是要我們彰顯並享受基督，要我們實行身體生活，並要基督的
身體藉着我們被建造起來。 
Ｈ．我們必須按着神的願望和旨意禱告，以完成祂的經綸；這樣，我們就有確信，我們已經得着我們所求的。 

Ⅱ．哈拿的禱告乃是回應、說
出神的心願，是人與神的行動
合作，爲要完成神永遠的經綸： 

Ａ．神能推動哈拿這在生命線上與祂是一的人；這條生命線是要產生基督，給神的子民享受，使神能在地上得着祂的國，就
是召會作基督的身體，也就是三一神的生機體。 
Ｂ．只要神能得着一個在生命線上與祂是一的人，祂在地上就有路；哈拿的禱告指明，神答應哈拿的禱告而行
動，是要產生一個絕對爲着成全神願望的拿細耳人，得勝者。 

Ⅲ．以利亞是『與我們性情相
同的人，他在禱告裏禱告』
（雅 5:17―直譯）： 

Ａ．有從主來的禱告賜給了以利亞，他就在這禱告裏禱告；他乃是在主所賜給他的禱告裏，爲了成就主的旨意
而禱告。 
Ｂ．以利亞不是憑自己的感覺、思想、意願、情緒，或任何來自環境和情況的刺激，爲着達到自己的目的而禱
告。 

Ⅳ．但以理是一個禱告的人，藉着神的話語，
聯於神的心意；只有把自己聯在神話語上，禱
告神經綸之禱告的人，在神的手裏才有真實的
用處： 

Ａ．人與神合作，最高的表現就是禱告；這樣的人是大蒙眷愛的，是珍貴的。 
Ｂ．但以理倚靠禱告來作人所不能作的事，倚靠禱告來明白人所不能明白的事。 

Ⅴ． 
亞伯拉罕活
在與神親密
的交通中，成
爲神的朋友；

Ａ．亞伯拉罕在神面前榮耀的代求，乃是兩個朋友之間富有人性、親密的談話，是照着神心頭願望的揭示而有的親密談話。 

Ｂ．亞伯拉罕享受與神甜美
的交通，那時他就從神領受
關於以撒出生和所多瑪毀滅
的啓示： 

１．這表示神的心意是要把基督作到我們裏面，要從我們生出基督，並要在我們的家庭生活、職業生活甚至
基督徒生活和召會生活中毀除『所多瑪』。 
２．在我們與神親密的交通中，我們接受啓示，看見一切的不可能對基督都成爲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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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に仕える 



甚至在成肉
體以前，耶和
華作爲基督，
就在人的形
狀裏，帶着人
的身體，向亞
伯拉罕顯現，
在人的水平
上與他來往 

Ｃ．神向亞伯拉罕啓示祂要毀滅所多瑪的心意，因爲祂在尋找代求的人。 

Ｄ．創世記十
八章陳明代
求基本原則
的清楚啓示： 

１．正確的代求不是由人發起，乃是由於神的啓示；因此，這樣的代求說出神的願望，並完成神的旨意。 

２．表面上亞伯拉罕是爲所多瑪代求，實際上他隱指羅得而爲羅得代求，指明我們應該爲流蕩到世界中之神
的子民代求。 
３．代求是照着神裏面的心意而有與神親密的談話；爲此我們必須學習逗留在神面前。 

４．代求是照着神義的法則；在亞伯拉罕爲羅得的代求裏，他不是照着神的愛和恩典懇求神，乃是照着神義的
法則向神挑戰。 
５．亞伯拉罕的代求不是結束於他的說話，乃是結束於神的說話，表明真正的代求是神在我們的說話裏說話。 

Ⅵ．主在馬太
六章給門徒
禱告的示範，
這樣的禱告
表達神的旨
意： 

Ａ．禱告的原則是要在隱密中禱告，給我們在隱密
中察看的父看見；我們需要在隱密中向主禱告、敬
拜主、接觸主並與主交通： 

１．最阻撓我們生命長大的乃是己；己喜歡公開在人面前行事，要得人的
榮耀。 
２．我們若憑着父隱藏的生命而活，我們也許會多多禱告，但別人不會知
道我們禱告了多少。 

Ｂ．馬太六章
九至十三節
是主對我們
的教導，要
我們向『我們
在諸天之上
的父』『這樣
禱告』（9）；這
個禱告的示
範可以分成
三部分： 

１．三個關於神的基本禱告，與神
聖三一有關：『願你的名被尊爲
聖』，主要的是與父有關；『願你的
國來臨』，主要的是與子有關；『願
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主要的是與
靈有關： 

ａ．這要在今世逐漸得着成全，且要在要來的國度時代完全得着成全；那
時神的名要在全地極其尊大，世上的國要成爲基督的國，神的旨意也要
得着成就。 
ｂ．在撒但背叛以及人墮落以後，基督來了，將屬天的管治帶到地上，使
地爲着神的權益得着恢復，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國度
子民必須爲這事禱告，直到這地在要來的國度時代，爲着神的旨意完全
得恢復。 

２．三個關於我們需要的要求是保
護的禱告：『我們日用的食物，今日
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
免了欠我們債的人；不叫我們陷入
試誘，救我們脫離那惡者 (11-13
節)』： 

ａ．『日用的食物』指明憑信而活；我們該憑信，靠父每日的供應生活。 

ｂ．國度子民應當求父免他們的債，赦免他們的失敗、過犯，如同他們也免了欠他
們債的人，以保持和平（藉基督的平安作仲裁）；我們必須清除我們與神之間，以及
我們與別人之間，任何分離的因素。 
ｃ．我們旣知道自己的輭弱，就應當求父，不叫我們陷入試誘，救我們脫離那
惡者魔鬼，和出於他的邪惡（藉着被那靈充滿）。 

３．這個向父的禱告，結束於三個恭敬的讚美，作爲頌揚的禱
告：『因爲國度、能力、榮耀，都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國度
是子的，這國乃是神在其中運用祂能力的範圍；能力屬於那靈，
這能力完成神的目的，使父能在榮耀中得着祂團體的彰顯： 

ａ．所以，主示範的禱告開始於神聖的三一，也
結束於神聖的三一。 
ｂ．這禱告也開始於父神，並結束於父神；父神
是開始，也是結束；是阿拉法，也是俄梅嘎。 

Ｃ．這樣緊要的禱告，使我們更多尋求諸天的國，就是父的心願，並且供給我們的需要，使我們得着恩典的神聖供應，以履行
諸天之國一切至高且嚴格的要求，使神得着喜悅。 



經歷 
① 我們雖然幼稚，我們雖然輭弱，但我們還得進到神面前，讓神的

靈把我們的心願帶到神的心願裏，把我們的思想帶到神的思想裏，
使我們能有一點進入神的心願和思想，能有一點摸着神的心願和
思想，這樣，我們就能有一點懂得神怎樣走路，我們就有一點懂
得神在人身上有甚麼要求。…〔要〕讓神的靈帶我們到神的心意裏。 
  這個也需要我們花工夫去學習。當你才學習的時候，不必有那麼多
的話語，不必有那麼多的思慮。你的心應當平靜、安寧，你也可以把今
天的情形帶到神的面光中來思想，你也可以忘記今天的情形，只進到
神的話中默想。…乃是讓神在那裏等你去。在那裏你有所觀察，在那裏
你有所得着，在那裏你摸着神的心願。那頂大的智慧，還是從這裏來的。
就這樣，叫你的心願進到神的心願裏，叫你的思想進到神的思想裏，叫
你從這裏出發來向神禱告。 
結婚生活篇：因結婚而有了配偶，你能夠得到很大的幫助。但是，
為了從配偶得到幫助，必須要克服個性、生活背景、對事物的經濟
觀等等許多的差異。孩子出生後，因著在各種環境中的忙碌，有可
能忘記或是無視顧到夫妻間正常的關係。這時(配偶現在是非信徒
也是一樣)，忘掉了為著什麼目的讓主帶領而結婚，結婚生活陷入
大混亂。你在這樣的情況中，來到主的面前，必須要想起神的心願
和你的結婚有密切的關係，結婚生活為了成就神心意而有積極的
目的並禱告。不可以像世人一樣，因著個性不合就算沒有離婚但是
卻失去積極的目標。為了要成為得勝者實行神的心願，因配偶是安
排好的，應該要仰望主、等待主、讓主的靈向你說話。這樣，你就
會因主的靈得以得到關於結婚生活的頂大的智慧。不管遇到什麼
情況，要照著神的心願，為主來建造結婚生活。 

② 神能推動哈拿這在生命線上與神是一的人。只要神能得着這樣
一個人，祂在地上就有路。我盼望我們至少有一些人成爲今日的
哈拿，說，『主阿，爲着你的定旨，你若有甚麼心願要成就，我在
這裏。我留在生命線上，爲着你經綸的成就。』你若這樣禱告，我
確信你會成爲神所推動的人，祂要臨到你並推動你。神需要許多
的哈拿，就是能產生撒母耳以轉移時代的人。 

  撒母耳特別是出身於他那尋求神的母親及其禱告。她的禱告
乃是回應神的心願。她的禱告是人與神行動的合作，爲要完成神
永遠的經綸。 
在職篇：正常的在職者應該要有全時間服事者的靈。你的工作表
面上是經濟獨立、為了支撐家庭。但是從屬靈的觀點來看，你必
須是要為著基督與召會來工作。如果你沒有這樣明確的異象，遲
早會失去對召會生活的心、漸漸離開召會生活。哈拿回應神的心
願，並且禱告出來。同樣地，你要將在職生活奉獻給主，在職生
活中，為著建造基督身體來禱告得以經歷並彰顯基督。照著主的
心意，願主得以拔高你的在職生活。阿們！ 

③ 但以理…是一個經常禱告的人。他的禱告，一點不是平常的禱告。
他的禱告，乃是轉移時代的禱告。他每逢遇見一件重大的事，就
在神面前禱告。他絕對信禱告。他所以信禱告，就是因爲他信神，
不信自己。 
  但以理的禱告，爬到了最高峯。他求神爲神自己作事。他禱告
說，『爲主的緣故使你的臉光照你荒涼的聖所。』（九17）我盼望在
你們的聖經裏，把『爲主的緣故』幾個字圈一圈。你看見他這個禱
告，完全是爲着神自己而禱告，不是爲着他自己禱告。好像他在
那裏對神說，我今天在這裏求你，並不是爲着我，乃是爲着你。
我雖然求你來作事，但並不是爲着我自己，乃是爲着你。這是很
特別的禱告，也是最高的禱告。許多時候，我們的禱告百分之九
十九點九都是爲着我們自己，很少是爲着神。但只有像但以理這
樣一個專一爲着神禱告的人，才能給神用着來轉移時代。 
在職篇：但以理是讓神的子民被俘虜和神殿被破壞的時代轉移到
重建神殿時代的人。今日是終極的時代。(就連世人也這麼說)主
正要將召會時代轉移到國度的時代。在這樣的情況中，需要像但
以理一樣為著轉移時代與主合作的人。特別是在職青年，要有這
個異象並禱告。但以理是在職者，是國王下一位的人，擔當著重
責大任是個勤奮工作的人。你看到這事，要向主如此禱告。「主耶
穌，我現在在這裡。你要轉移時代。請幫助我，讓我的在職生活
執行神的心意，成為配合轉換時代的生活。」  



 568祈り―主と交わる 

1. 主とまじわるため, れいをもちいて, 

主の御かおたずね, 臨ざいもとめる。 

(復)かおおおいなしに, 主を見つめつつ 

かくれたところで, ひたすらいのる。 

2. 主とまじわるため, うちをひらいて, 

真じつとまことで, 単いつにいのる。 

3. 主とまじわるため, れいにていのる； 

信こうもてもとめ, 主を待ちのぞむ。 

4. 霊としんじつもて, 主とまじわりし, 

れいのかんかくに したがい，いのる。 

5. 主のかたりかけを せつにもとめる; 

主のこころを知って, 御むねをいのる。 

6. 御かおのかがやき, われを照らして, 

われにしんとうし, えい光かがやく。 

 

 

 

 

 

 

 

 

 

 

 

 

 

 

 

 

 

 

 

 

 #568 祷告─与主交通 

1. 祷告与主来往交通，祂面灵里来寻求； 

祂前求问并且静听，隐密之处来等候。 

(副)祷告与主来往交通，祂面灵里来寻求； 

祂前求问并且静听，隐密之处来等候。 

2. 祷告与主来往交通，从你里面全敞开； 

敞着脸面将祂瞻仰，单一、纯洁又实在。 

3. 祷告与主来往交通，凭信将祂来寻求； 

学习来摸祂这活灵，恭敬、仰望并等候。 

4. 祷告与主来往交通，以灵、以真为秘诀； 

总要凭灵祷告、求问，照着里面的感觉。 

5. 祷告与主来往交通，诚恳静听祂所言； 

让祂心意印刻于你，使你成全祂心愿。 

6. 祷告与主来往交通，沐浴在祂面光中； 

让祂荣美将你浸透，使你返照祂面容。 

 

 

 

 

 

 

 

 

 

 

 

 

 

 

 

 

 

 

 

 

 #784 Prayer - Fellowship With The Lord 

1. Pray to fellowship with Jesus, 

In the spirit seek His face; 

Ask and listen in His presence, 

Waiting in the secret place. 

(Chorus) 

Pray to fellowship with Jesus, 

In the spirit seek His face; 

Ask and listen in His presence, 

Waiting in the secret place. 

2. Pray to fellowship with Jesus, 

Fully opened from within, 

With thy face unveiled, beholding, 

Single, pure, and genuine. 

3. Pray to fellowship with Jesus, 

Seeking Him in confidence; 

Learn to touch Him as the Spirit, 

Looking up in reverence. 

4. Pray to fellowship with Jesus, 

Speaking nothing in pretense; 

Ask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Praying by the inner sense. 

5. Pray to fellowship with Jesus, 

List'ning earnestly to Him; 

Be impressed with His intentions, 

Yielding to Him from within. 

6. Pray to fellowship with Jesus, 

Bathing in His countenance; 

Saturated with His beauty, 

Radiate His excell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