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的旨意#3: 祷告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6/8-14 纲要和圣经节请参照”晨兴圣言” 

Summary: 
Ⅰ. 虽然一切的事，神都有祂的旨意，但是祂并
不单独行动；祂要地上人的意志响应祂的旨意，
神才有所举动： 
A. 在宇宙中有三个意志：神的意志、撒但的意
志、以及人的意志；神要得着人的意志与祂合起
来，与祂是一，好叫人在祷告中发表并响应祂的
旨意，为着祂意愿所喜悦的。 
B. 神不愿独自行动，祂不肯单独成功祂的旨意，
乃是当神的子民与祂表同意，并与祂是一时，祂
才肯成功：神所要作的，神不能单独去作；惟有
召会与神合作，祂才能作。祂是借着召会成功祂
的旨意/什么时候神子民的意志和神的旨意完全
合一，神的旨意就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Ⅱ. 神的心意是要借着信徒与祂联合的祷告来
成功祂的旨意： 
A. 神的子民必须祷告，神才能在地上行动，成功
祂的旨意。 
B. 神所最喜悦的祷告，乃是求神成功祂旨意的
祷告。 
C. 神要我们与祂同工来成功祂的旨意；与祂同
工的方法就是祷告：祷告乃是为着与神的旨意联
合，使神能在地上作工，以成就祂的定旨/成功神
旨意的祷告，不是要神去作我们所要作的，乃是
要神去作神所要作的；这样的祷告是神旨意在地
上的出口。 
D. 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的祷告，包含四个步骤：
神按着祂的旨意，起意要作一件事/祂把祂的旨
意借着那灵启示给我们，叫我们懂得祂的旨意/
我们响应祂的旨意并回头祷告给祂听/神照着祂
的旨意作成那件事。 
E. 神需要我们操练灵以及我们复活的意志，照
着祂的神圣意愿祷告，这意愿就是要我们彰显并
享受基督，要我们实行身体生活，并要基督的身
体借着我们被建造起来：一个真实祷告的人，他
的心愿完全调到神的心愿里，他的思想与神的思
想完全是一；神的愿望翻印到他里面，他是有启
示的人，他的心是神心的复制/当我们在祷告中
来到主这里，我们要让那灵把我们的心愿与祂的
心愿调和，把我们的思想带到祂的思想里，并把
祂的心愿和思想翻印到我们里面；这样，我们向
神发出的祷告，带着祂内里的心愿，对祂会是珍
贵、有分量、有价值的，也会叫撒但受亏损。 
Ⅲ. 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有效祷告，乃是神心
愿和心意的发表，也是我们住在主里面以及祂的
话住在我们里面的结果： 
A. 祷告乃是神的心愿经过我们，再回到神里面
去：我们祷告的心愿不是我们发起的，乃是神所

发起的，是神心愿的发表/神的心愿和心意借着
那灵，涂抹在我们里面，变作我们的心愿和心意，
我们就在祷告中向神发表/所以我们的祷告，是
神的心愿和心意从神里面出来，经过我们，再回
到祂那里去。 
B. 一切有力的祷告，在神面前算得数的祷告，乃
是我们住在主里面，也让祂的话住在我们里面而
产生出来的：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祂的话也住在
我们里面，我们就能摸着神的感觉，明白祂的心
愿/我们摸着了神的感觉，明白了神的意思，我们
自然就有神的心愿，这心愿出自祂在我们里面的
话/祂的心愿就成了我们的心愿，祂所愿意的就
是我们所愿意的，我们就照着这心愿祷告/主要
答应这样的祷告，结果神的旨意就要 ‘行在地
上，如同行在天上’。 

 
召会的公告及交通 

1. 关西网络相调聚会：6/6(周六)10:00-12:00＠
在鱼崎举行的聚会被祝福了。 

2. 紧急事态宣言后的召会生活： 
(a) 通过 24 个活力排的紧密交通，实行包括主

日聚会的召会生活。 
(b) “紧”的意思是“紧固的系在一起”，“事

情迫在眉睫”。“密”的意思“精密周到”。 
(c) 紧密的交通乃是快速的响应微小的需求，

有精密周到供应的小组。在小的羊群中，
可以期待全员尽功用。 

(d) 为了全员尽功用，要促进新人尽功用。带
领诗歌，申言，擘饼服事，福音和牧养。因
为是小单位的羊群，福音朋友及新人也容
易参加。 

3. 召会的福音和牧养的框架： 
召会的最大使命是福音。 
(a) 姊妹聚会(周四，10-12)的后半部分是福音

和牧养＠本山&六甲 
(b) 周四(10-12)＠本山(1,3 週)/鱼崎(2,4,5

週)&六甲(1,3 週)/三宮(2,4,5 週) 
(c) 周六、主日的行程依据各区安排 

4. 家庭聚会：每周花 15~30 分钟和六种新人（福
音朋友、刚得救的、不再来聚会的、追求基督
教的信徒、刚搬过来的、家族成员）追求牧养
材料 96 篇等等，一起享受神性喂养的同时，
也请在人性中培育。 

  



Crucial Point⑴:在自己的自由意志上套上缰
绳，操练自己的意志与神的旨意相结合。 

OL1:在宇宙中有三个意志：神的意志、撒但的意
志以及人的意志；神要得着人的意志与祂合起来，
与祂是一，好叫人在祷告中发表并响应祂的旨意，
为着祂意愿所喜悦的。 
OL2:神不愿独自行动，祂不肯单独成功祂的旨意，
乃是当神的子民与祂表同意，并与祂是一时，祂
才肯成功。 

按着人的想法，神为什么不在一分钟之内把
撒但消灭了。但是神没有这样作。神要和人合起
来去对付撒但。神有神的意志，撒但有撒但的意
志，人也有人的意志。神就是要得着人的意志和
祂合起来，祂不肯单独的去把撒但消灭了。我们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我们知道神喜欢这样作。
神不单独作，神要人和祂合作。这就是召会在地
上的责任。 

神要作一件事，祂就要把祂自己的意思借着
圣灵摆在我们里面，经我们把那意思化成祷告之
后，神才把那件事作好。神作事必须有这么多的
手续，神作事非这样不行，神需要我们人和祂合
作，神需要有一个意志是和祂同心的，是和祂同
情的。如果神所有的事都是不顾我们人就去作的
话，那就完全用不着我们人在这里了，我们就不
必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了。但是，神每一个旨意
都要我们去遵行，神要叫我们的意思与祂的旨意
合在一起。 

按创世记二章来看，神造人是给人自由意志
的。神有神的旨意，人有人的意志，人的意志和
神的旨意一不合，神就立刻受限制。 

神为什么要在时间里受限制呢？因为神知
道祂在第二个永世里要得着一个和谐的意志，就
是人自由的意志和神的旨意是和谐的。这是神的
荣耀。…神不乐意祂所造的人像一本书那样听人
摆布。神愿意人完全顺服祂，神也给人一个自由
的意志，神的意思是要人的自由意志拣选顺服祂。
这是神的荣耀！在将来的永世里，人有自由的意
志，人的意志拣选站在神的一边，人能反对神而
不反对神。阿利路亚！…这一种和谐的意志乃是
神的荣耀！ 

应用：新人及青少年・大学生篇 
宇宙中有神的旨意、反抗神的撒旦意志，在

这之中又有人的意志。人的意志最终会联到神的
旨意或者撒旦的意志。你可能会在年轻的时候想
按照自己所想的去做。神给予你自由的意志，尊
重你的意志。但是请理解。最终人的意志不能从
神或撒旦中独自持续下去。一定会联结到某一方
的意志。 
罗马8:5 因为照着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照
着灵的人，思念那灵的事6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

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7 因为置
于肉体的心思，是与神为仇，因它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在你主张自由的时候，要注意到你是用你的
自由意志来选择神，还是选择撒旦。不能说你选
择了自己的意志，既不是神也不是撒旦。摩西说
过在你面前摆着生命、死亡、祝福和诅咒。换言
之，你是得到与神的旨意联结的生命和祝福，还
是受撒旦的意志相联的死亡和诅咒，只有这两个
选择。绝对没有第三个选择。 

例如，不管你在什么场合，都不想呼求主名，
不想向主祷告，不想和弟兄姊妹交通，是因为你
的意志选择了撒旦，或在当要做出选择的红灯或
黄灯面前。需要立刻停下脚步，“我虽然现在不
想呼求主名，因为感觉自己走错了，我需要命令
自己的意志，让自己安静地呼求主名几遍”像这
样祷告的话，你会越来越能够呼求主名，也会向
主敞开进行祷告。请记住，撒旦不会对你说实话，
而是用欺骗的方法对你说。撒旦远远比你狡猾。
为了对抗撒旦，除了依靠基督和召会以外没有别
的办法。你不想呼求主名，或者不想和弟兄姊妹
交通的感觉其实不是你的感觉，而是受到撒旦影
响你的意志。  
    对于不想呼求主名，或者不想和弟兄姊妹交
通的感觉，请不要放任不管，让它变得更大。请
操练自己，在有微小的感觉的时候就要停下来去
呼求主名。要操练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做这件事。
就像马需要缰绳一样，你的自由意志也需要缰绳。
否则会去向危险的地方。如果一直保持着顽固的
意志，将来就不能灵活地应对变化，来工作和服
事。在你年轻的时候，对你的自由意志套上缰绳
下达命令是非常重要的。 
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赐给了我自由意志。
希望我能用我的自由意志，和神的旨意结合，
让心思置于灵里，选择生命和祝福。学习适当
的控制在自由意志和心思上套上缰绳。” 

Crucial Point⑵:为了祷告出神的旨意， 
我们需要心的各部分向神敞开 

OL1:神的心意是要借着信徒与祂联合的祷告来
成功祂的旨意。 
OL2:神所最喜悦的祷告，乃是求神成功祂旨意的
祷告。 
OL3:神要我们与祂同工来成功祂的旨意；与祂同
工的方法就是祷告。 

召会怎样将天上的旨意带到地上来呢？就
是在地上祷告。祷告，不是像有的人所想的那么
小的事，那么无关紧要的事，那么可有可无的事。
祷告是一个工作。召会对神说，‘神，我们要你
的旨意，’这个叫作祷告。召会知道了神的心意，
召会就开口要那一个，这就叫作祷告。召会如果



没有这个，召会在地上就没有多大用处。。 
我们祷告出神的旨意来，把神的心意祷告出

来，这就是遵行神的旨意的第一步。我们从这里
就能看见，祷告乃是一个工作，没有一个工作比
祷告更紧要，因为祷告就是说出神的旨意，祷告
就是成功神的旨意。 

…一切出于己意的祷告都是无用的。以自己的
意志为起源的祷告，不管是什么，都是没用的祷
告。 

所有合乎神心意的祷告，都是从神发起，借
着圣灵把祂的意思告诉我们，而后由我们用祷告
把那意思归还给神。所有合乎神心意的祷告，都
是以神的旨意为起头，人不过是传递的，响应的。
所有从我们起头的祷告，都是没有属灵的价值的。 

与神同情的祷告是比什么都紧要的。祂只能
在祂儿女与祂同情的事上作工。祂不肯在没有祷
告的地方，就是没有祂子民意志与祂联合的地方
作工。意志联合的祷告才是真祷告。祷告的得着
应验并非祷告的最高目的。祷告乃是为着与神的
旨意联合，使神有作工的可能。有时如果意志是
与神联合的，就是求错了，得不着应验，但是，
神却得着利益，因祂能因着我们的同情而作工。 

一切有价值的祷告都是回头的。如果我们的
祷告只是为要成功我们所打算、所盼望的，这在
属灵的世界中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必须是从神起
头，我们响应，这才是有价值的祷告。神的工作
是被这样的祷告所支配的。多少事，神愿意作，
但是因为神的子民不祷告的缘故，祂宁可不作。
神必须等人同意以后祂才去作，这是神作工的一
个大原则，是圣经中最要紧的原则之一。 

应用：服事者篇 
与神同工的人，必须是心向神敞开的人。心

是由灵中的良心和魂的心思、意志和情感组成的。
为了良心是透明的，你需要认自己的罪，并应用
神儿子耶稣的血。为了不感染冠状病毒，经常建
议洗手和用酒精液消毒。同样地, 为了防止您的
良心被撒但的罪恶病毒所感染，请每天屡次应用
天的酒精液—神儿子耶稣的血。 

为让你的心思对神敞开，也请把你的心思置
于灵。如果心思太自由了，你的心思就会变得不
稳定。当你把心思心思置于灵时，灵中的神圣心
思会扩展到你的心思中，你可以有关于神圣事物
的悟性和属灵的价值观。很多服事者都是按照自
己的价值观服事的。按照自己旧的价值观，“我
想按照自己的感觉去做好事，被人认为是个好
人”。但这件事会使你的旧人高兴，但决不会取
悦神。你必须在心思的灵中有更新的心思，才能
做出正确的服事。如果你的旧价值观不被主拆毁，
你就不能与主同工。 

谈到意志，服事主的人需要有灵活而坚强的

意志。天然人的意志固执而脆弱。为了意志不顽
固而灵活，当主向你光照的时候，请操练立即悔
改，即转变方向。这样的悔改、转向，一旦被光
照，就必须马上做。被光照后，如果找借口就变
得不能悔改了。在公司人事部举办的培训中，教
导员工“注意到”很重要，如果有“注意到”，
就应该立即重新考虑。主会光照和暴露你内心的
所有黑暗。一旦注意到那点，请马上转换方向。
在这件事上，你应该学会寻求主的怜悯，并以灵
活的意志跟随主。 

新约圣经对服事者的要求，是“敞开的器皿”。
你需要心的各个部分完全是向主敞开的。你必须
认识到神的旨意，同意祂的旨意，并成为一个按
照祂旨意祷告的人。通过这些从神出来并回到神
的祷告，你会不断被建造和变化，成为对神有用
的人。 
罗8:27 那鉴察人心的，晓得那灵的意思，因为祂
是照着神为圣徒代求。 
祷告：“哦主耶稣，为了理解神的旨意，请你探
寻我的内心，让我意识到我是按照旧的价值观服
事的。我要训练被光照后立即悔改、回转。那是
为着我成为向神敞开的器皿，按照神的旨意祷告，
和神同工。阿门！” 
Crucial Point⑶:我们需要用我们复活的意

志，操练灵，遵从神神圣的定旨 
来祷告并转换时代 

OL1:当我们在祷告中来到主这里，我们要让那灵
把我们的心愿与祂的心愿调和，把我们的思想带
到祂的思想里，并把祂的心愿和思想翻印到我们
里面；这样，我们向神发出的祷告，带着祂内里
的心愿，对祂会是珍贵、有分量、有价值的，也
会叫撒但受亏损 
OL2:一切有力的祷告，在神面前算得数的祷告，
乃是我们住在主里面，也让祂的话住在我们里面
而产生出来的 

但以理因为进入神的思想里，给他摸着了神
的心愿，神的旨意，那些东西就在但以理心里变
成了但以理的愿望。…但以理把这个愿望祷告出
来的时候，呼喊出来的时候，叹息出来的时候，
就是神的心愿。我们要有这一种祷告，是能摸着
神的心意的。…〔我们要〕让神的灵带我们到神
的心意里。这个也需要我们花工夫去学习。当你
才学习的时候，不必有那么多的话语，不必有那
么多的思虑。你的心灵应当平静、安宁，你也可
以把今天的情形带到神的面光中来思想，你也可
以忘记今天的情形，只进到神的话中默想，你也
可以就那么活在神面前，在灵里去和神碰一碰，
在灵里去让神摸一摸。还不是你去碰神，乃是让
神在那里等你去。在那里你有所观察，在那里你
有所得着，在那里你摸着神的心愿。…就这样，



叫你的心愿进到神的心愿里，叫你的思想进到神
的思想里，叫你从这里出发来向神祷告。 
约15:7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
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约十五7〕可以分成四个点：第一，你们住
在我里面。第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四至
五节说，你们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
但到〔七节〕把‘我’改作‘我的话’。你们住
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我’变作
‘话’的意思是说，我有事情向你说明了。好像
我到你家里去，先是人去，稍微等一个时候，我
就说话，把我的来意说出来了。所以这里说，话
住在你们里面，是进一步了。第三，凡你们所愿
意的。由于主在我们里面说话，所以我们里头就
有所愿意了，这个愿意是出乎主的话。第四，祈
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样住在主里面，主的话也住
在我们里面，还有从主话来的愿意，末了，‘愿
意’就变作‘祈求’。这个祈求不是普通的祷告，
乃是专一的祷告。在圣经里面，一说到祈求，都
是指着专一的祷告。于是这个祈求，就得着神的
答应。 

应用：在职青年・大学院生篇 
但以理祷告神的话，是与神的思想相结合的

人。但以理虽然作为被掳之人被转移到巴比伦，
才能却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这是因为他有美
好的灵。 

年轻的在职者和大学院学生，请训练自己的
灵，花时间理解神的定旨并祷告。在祷告时，请
忘掉所有的东西，在神的同在里，一边祷告一边
想着神的定旨。还有将自身所处的环境，比如说
现在的新冠病毒的流行，紧急事态宣言和紧急事
态宣言的解除等等，把这些带到主的同在里来，
我们要看见在人类历史背后的神圣历史的做功。
这样在灵里祷告神的定旨，理解神的定旨的人，
就是拥有美好的灵的人。这些人为神的定旨祷告，
成为神在转换时代这件事上有用的人。同时对王
也是极其有用的人。所以你需要认识，在神的定
旨上祷告的人，对于公司来说也是极为优秀的人。
你绝不能将在召回生活中认识神的定旨并祷告
这件事和在职生活分开来看。请首先认识神的定
旨，然后成为为了神定旨的实现而祷告的在职者。
他虽然冒着生命的危险，为神的定旨祷告，结果
被扔进了狮子的洞穴。但是神却保守他，事业也
更进一步，变得繁荣。 

还有更重要的是，通过但以理的祷告，神能
够将被俘的时代转移到殿和城重建的时代、神的
旨意得以在地上实行。但以理是在职者和研究人
员的好的榜样。 
但1:20王考问他们一切智慧、学问的事，见他们
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6:3 因

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
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 
弗1:17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
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地认识祂； 
祷告： “哦，主耶稣，但以理是在职者和研究人
员的榜样，因着这个榜样感谢主。在主的同在中，
请让我能时常想着主的定旨来祷告，让我能成为
拥有美好的灵的人。为了成为但以理那样转移时
代的人，我要与神协力祷告。也请记得我的家人
和工作。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