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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當有的禱告          王國顯弟兄  

2  教會禱告的職事  

「倘若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出他的錯

來。他若聽你，你便得了你的弟兄；他若不聽，你就另外帶一兩個人同去，要憑兩三

個人的口作見證，句句都可定準。若是不聽他們，就告訴教會；若是不聽教會，就看

他像外邦人和稅吏一樣。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

綁；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我又告訴你們，若是你們中間有兩個

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甚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因為無論在那裏，有兩

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太十八5-20） 

「我又聽見主的聲音，說：『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說：『我

在這裏，請差遣我。』」（賽六8） 

「我在他們中間尋找一人重修牆垣，在我面前為這國站在破口防堵，使我不滅絕

這國，卻找不着一個。」（西廿二30） 

「我又看見寶座與四活物並長老之中，有羔羊站立，像是被殺過的，有七角七

眼，就是神的七靈，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這羔羊前來，從坐寶座的右手裏拿了書

卷。祂既拿了書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老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滿了香

的金爐。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他們唱新歌，說：『祢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因

為祢曾被殺，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了人來，叫他們歸於神；又

叫他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神，在地上執掌王權。』我又看見，且聽見，寶座與

活物並長老的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聲音；他們的數目有千千萬萬，大聲說：『曾被殺

的羔羊是配得權柄、豐富、智慧、能力、尊貴、榮耀、頌讚的。』我又聽見在天上、

地上、地底下、滄海裏，和天地間一切所有被造之物，都說：『但願頌讚、尊貴、榮

耀、權勢，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四活物就說：『阿們。』眾長

老也俯伏敬拜。」（啟五6-14） 

「證明這事的說：『是了。我必快來。』阿們！主耶穌啊，我願祢來！」（啟廿



二20） 

 

感謝神領我們到了這次聚會末了的一個晚上，我相信弟兄姊妹們也從弟兄們的交

通裏，越過越抓得緊這次我們在主面前所等候是甚麼。我們實在願意看見更多神的兒

女在這混亂的日子裏看準了我們追求的目的、方向和內容。我們不是追求一種生活方

式，也不是追求一些人以為最好的事物，我們所追求的乃是神永遠的旨意成就在我們

這些仰望等候祂的人身上，然後神能用着我們作為祂的器皿，來把祂這個心思擴展到

萬有。因此感謝我們的神，因為無論我們從哪個角度來看我們自己的本身，我們不能

不問一個問題：我們配嗎？我們憑甚麼可以得到這個尊貴的、榮耀的那一個指望的成

全呢？ 

感謝讚美我們的神，這件事不是從我們自己的思想開始，乃是從神永遠旨意的設

定那個時候就開始。神把祂的話語賞賜給我們的時候，祂是從最初的時候神怎麼來定

規這個事情作起頭來向我們說話。我們的弟兄們一再的把我們帶回到神起初造人的目

的，神要從我們這些從塵土裏面出來的人身上，要顯明一個何等榮耀、偉大的、無可

比擬的作為，祂把一個在神面前墮落、悖逆神的勢力的基礎扭轉過來，來顯明國度、

權柄、榮耀是祂的。我們感謝讚美我們的主，我們就是在神這樣一個目的的底下給造

出來。所以我們讀創世記的時候，沒有辦法放下那一點，因為在整個神的創造裏面，

最高點就在那一件事上顯出來。 

祂照着祂的形像來造我們，把我們造出來後，也把祂的權柄委託我們。雖然我們

的祖宗（我們也包括在裏面）在神面前是那樣的不能跟得上神的定意，但感謝我們的

主，我們雖然是失信，祂仍然守着祂的信用。這就引出我們這次特別交通到那個教會

禱告的職事，我們不能不注意那個起點，因為當我們來看神在人中間作事的時候，我

們就發覺有些事是我們的思想裏沒辦法解決的。 

神尊重人的揀選 

神是我們的創造主，祂管理着我們的一切；但是有一個很矛盾的事情在那裏，當

神在地上要作工的時候，弟兄姊妹注意我說的話：「好像」，好像神沒有任何的權力

在地上來執行祂的權柄。弟兄姊妹千萬記着我說的「好像」，當然這個「好像」裏面

是有故事的，好像神不能在地上很自由的作祂的工。祂是創造者，怎麼可能會受這樣

的限制呢？感謝我們的神，因為祂一次把管理地的權柄委託給人，祂就尊重按着祂形

像被造的人。當然我必須要加上這句話，神這樣尊重我們這些按着祂形像被造的人，

但被造的人是否完全按着神的心意來跟隨呢，那是另外一回事。 

神仍然把這個權力留在被造的人身上，神告訴我們說，你們可以有這個權柄，但



這個權柄的執行是根據你們的揀選，看你揀選生命樹的果子還是揀選分別善惡樹上的

果子。我不詳細說那些了。弟兄姊妹，從這事情裏面，你們注意到神尊重我們的那個

揀選，目的是要讓我們自動的去揀選根據生命樹的原則來執行神的委託。 

感謝讚美我們的主，祂不單是有那樣的恩典，祂還有那麼大的量度，能忍耐我們

這些愚昧悖逆的人。因此我們讀到主一直進行祂的工作，到了馬太福音第十八章所說

的那些事時，我們好像看見了神作了一件很矛盾的事：既然祢是萬有的主，祢絕對有

權柄按着祢的意思來作一切的工；但我們的主卻沒有這樣要求祂自己，祂願意那些按

着祂的形像被造的人跟上來，與神同心的時候，神才作；如果人跟不上來，祂就等，

等甚麼？等到祂找到一個與祂同心的人。這個從現象上面來說是很矛盾的；但感謝我

們的主，神藉着這件事來給我們領會到祂在我們身上所安排的那個旨意是何等的寶

貴。 

莊稼的主如何作工 

為讓弟兄姊妹更容易領會這一點，我舉個例子。在讀福音書，主耶穌對門徒說：

「莊稼已經熟了，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去收割莊稼。」許許多多弟兄姊妹都是

因着主這一句話而來服事主。如果你不仔細去注意主說這一句話的內容，你甚麼難處

都沒有；但如果你留意主說這句話的內容，就發覺這個話裏又有一個矛盾。你不能不

問，這個莊稼是誰的？誰要收割這個莊稼？當然是莊稼的主人，那主人對自己的莊稼

沒有用眼睛去看成熟不成熟嗎？要等別人來告訴他說：喲，你的莊稼都熟透了，還不

去收割的話，它掉在田裏就霉掉了。弟兄姊妹，是不是有點矛盾？工人不去收割莊

稼，主人得發出命令要把莊稼收回來啊！但希奇的是，莊稼的主人沒有說話，別人就

告訴其他一些人說：啊呀，趕快去告訴莊稼的主人，讓莊稼的主人為祂的莊稼焦急一

下才行啊。 

弟兄姊妹，在人中間你找不到這樣的事，但偏偏主說出這個事情來，叫你不能不

想這件事，為甚麼這個莊稼的主這樣作呢？感謝讚美我們的神，祂用着這個對話來說

出祂怎麼等候那些跟隨祂的人。是，祂要收割莊稼，但是祂要得着甘心樂意的、按着

祂的心思來作成祂所要作的工的人。如果你們看神在歷史上面所作的工，類似的這些

事是很多的。我們感謝神，祂就是這樣明確的表達了祂的定意，這就引我們去注意為

甚麼我們的主說到教會禱告的時候，要禱告出神所命定的事；不是我們去告訴神，

說：神哪，祢現在該作甚麼事。我們該說的是：神哪，現在是該作甚麼事的時候了，

我們要與祢同心，祢說怎麼作，我們就怎麼跟隨。弟兄姊妹，現在我們就很清楚了解

到神有祂永遠的那個旨意，祂有祂工作的那個程式，祂按照祂的定規一步一步的把人

帶回祂起初的目的。 



完備的救恩 

原諒我提提今天在小組交通裏面一個姊妹的問題，那個問題其實很簡單，不過因

着我們在領會上有些不完全的掌握，所以產生了我們心思裏面的一些困擾，也不能說

是困擾，不過總是有些沒有把握。感謝神，神給我們那個救恩是非常完備的，人是怎

麼樣被造出來，人的墮落也是按着被造的那個結構而發生變化。神說如果吃了那分別

善惡樹上的果子必定死，這個死包括多少呢？包括整個人。整個人是甚麼呢？是靈與

魂與身體。也就是說，你一定死的時候，靈死了，魂死了，身體也要死（不詳細說裏

面的內容）。感謝神，神給我們那用祂兒子所作成的救恩，完完全全是根據我們的缺

欠來作毫無遺漏的補滿。我們的靈死了，與神沒交通了，不能見神了，神叫我們因信

主而得救，我們的靈就甦醒過來了。 

但是神的救恩在我們身上停止了沒有呢？完成了沒有呢？在地位上說，我們已經

進到那個合宜的位置上，但從完備的救恩上去留意的話，我們還有缺欠，最低限度我

們的身體還沒有脫離那個死亡的轄制，更重要的是我們的魂還沒有那麼聽話的來跟隨

我們已經甦醒過來的靈。所以，我們靈雖已經得救了，我們的魂還需要得勝，我們身

體將來還要得贖，到那個日子，完備的救恩就在我們身上成全了。 

但是，當我們一踏入救恩的這個位置上時，神就按着祂自己的定意在我們身上作

工，作到一個地步，如同神的話所說把我們帶回到神兒子的形像。像我們弟兄所交通

的，這是我們魂裏面要得拯救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如果我們沒有在生活上接受那個魂

的處理，我們就絕對沒有條件能跟隨神的旨意，因為我們魂的那個活動還活躍的時

候，要看的就是看自己能作甚麼，沒有想到神在我們身上要作甚麼。相信弟兄姊妹常

聽見弟兄們交通的一句個話：「神的事情只有神自己才能作，神的旨意是神以外任何

的人事物都不能代替的。」這就牽涉到約翰福音，我們的主所說的：我就是道路、真

理、生命，若不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弟兄姊妹，主這句話已很清楚給我們

指出這個問題來了。神要作甚麼事呢？神要你我到祂那裏去；到祂那裏去作甚麼？淺

的來說，成為神家裏的人；嚴肅一點說，神要得着我們作許多的兒子。 

神完美的心思 

現在問題來了，你怎能成為神的兒子？你能叫你自己成為神的兒子嗎？憑甚麼可

以把我們變成神的兒子？你若從人身上去尋找，你找不到的。當你一讀神的話就看見

了：若不藉着主，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從正面來說，你找到了祂，你就一定能到父

那裏去。到父那裏去作甚麼呢？感謝我們的神，你到父那裏去，不只是作神家裏的

人，且是指到神眾子裏面的一個，比家人還要高一層。 

感謝讚美我們的主，當我們看見神永遠的旨意是這樣安排在我們身上的時候，我



們就留意到以弗所書第一章裏面的話：我們一接受救恩，神就把我們擺在一個首先在

基督裏有盼望的人那一個事實裏。光是說首先有盼望這個已經很滿足了，但並沒有停

在那裏；既然是首先有盼望，就還有許許多多以後要得着盼望的。甚麼是以後有盼望

的呢？從上文可看見，按着神永遠旨意的那個明顯目的，萬有都要在基督裏同歸於

一。感謝讚美我們的神，這是神那永遠的定規，這一個永遠的定規首先作成在我們這

些人身上，然後神用我們作祂手裏的器皿，擴張祂這個榮耀的作為。 

但是我們這些墮落的亞當後代，只認識恩典，卻沒有認識恩典的主，因此我們向

神要恩典，覺得越多越好；若要我們接受祂作我們的主，這個就要慢慢考慮了。弟兄

姊妹，這個墮落的魂所帶下來的餘波還是不住的在騷擾着我們。我們是這樣成為神的

累贅，但是神沒有認為這個是祂的苦惱，祂在我們身上等待，告訴我們祂要作甚麼，

祂一直等着我們明白祂要作甚麼，然後在祂面前有一個準確的反應：神哪，祢要作甚

麼，我完全接受，祢按着祢的心意去作吧，祢吸引我們跟着祢的心意，我願意趕上

去。 

弟兄姊妹，這就是馬太福音第十八章所特別指出來的那個嚴肅的事情。神老早就

有一個很完美的心思，也有很完整的作工的次序在那裏，但是祂不馬上執行。為甚麼

呢？好的事情不是越快作越好麼？弟兄姊妹，甚麼時候我們看見神完成祂的工作時，

祂工作的目的不只是祂那個計劃作完了，祂要看的是成就這計劃的那個中心點的要求

能完成；那個中心點是甚麼呢？弟兄們一再的給我們提到，神要用着那比天使小一點

的人來叫仇敵羞愧無言。我想弟兄姊妹到現在都能很清楚的體會到，為甚麼神在祂那

個好像很矛盾的心思裏，祂在那裏等，祂不用祂的能力、權柄發出命令說現在立刻要

執行。 

神在等待祂所要的人 

感謝我們的主，當神的兒女們在這一點上看得很清楚的時候，就可以考慮一件

事：亞伯拉罕與神的對話，神說有一天你的後裔要到埃及四百年，在那裏作奴隸。這

個我是不甘心的，但是我一定要等四百年。到了四百年以後，我就把他們帶回來。從

表面上的印像去看，這是甚麼理由呢？為甚麼要等四百年呢？認真要找理由，找不到

甚麼理由的。若真要找理由的話，是有的。我不把它說得太多，只輕輕提一點。最低

限度對於以色列人，讓他們經過一些實際的問題，才認識甚麼叫做被神揀選出來作一

個祭司的國度的人。大家都知道他們到了曠野時，還記着埃及的黃瓜、韭菜，不用錢

就吃魚吃肉。這個可能是一個原因。但我不是神，我不敢說是，你們可以這樣考慮。 

但是有一件事情很清楚的，神在等一個人。神要以色列人出埃及，神不要他們在

那裏，既然如此，為甚麼不馬上把他們領出來？問題就來了，誰領他們？誰肯聽這個



人的話呢？那個人必須先要聽神的話，如果他不先聽神的話，他怎麼叫以色列人聽他

呢？這都是弟兄們的交通裏所給我們摸得到的重點。所以我們有理由相信神在那裏等

四百年，天天看着以色列人在那裏唉聲歎氣，但神就在那裏等，等甚麼呢？如果我說

祂在等摩西出來，恐怕也不會太過分。感謝讚美我們的神，祂作一些事情，從外面看

來，我們好像不太容易明白，但神知道祂在作甚麼。我們以為我們等候神，事實上是

神在等候我們。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事情。 

記得神讓基甸去對付米甸人的情形，祂為甚麼不馬上差遣基甸，吩咐他帶人去就

行了？基甸趕不上神的心意，他跟神辦交涉；神說：好，你要辦交涉就辦吧，你要怎

麼辦我都等你，我一直等你心裏完全毫無保留的服在我給你的安排裏，當你真認識我

是你的權柄的時候，我才讓你去。弟兄姊妹，這些事情好像很不容易給我們心思領會

的：神哪，祢是主，祢要作祢就作吧，何必還費那麼多許許多多的工夫？但感謝我們

的神，祂在我們中間作工，是為着一個目的，要得着完全認識神的權柄、神的旨意、

神的能力的人，讓我們從吃了分別善惡樹果子的後果裏面脫離出來，回到生命樹那

裏。 

我們剛才唱的一首詩歌真有意思：「主啊，我在祢這邊」，巴不得真的有一天我

們在主面前說：「我在祢這邊」。但願我們回到人在神面前跟隨主的時候所發生過的

事情，如果我們看見那個事情，也看看我們自己的時候，我們還能說出「神哪，我站

在祢那一邊」，那我們實在是一個很蒙福的人。 

弟兄姊妹，在我們要看一些好像讓我們不得在主面前受光照的事情以前，願意主

把我們帶到假如祂的旨意成就的那一天的光景顯出來的時候，讓我們看見那一個榮耀

的結局的時候，我們就知道我們在神面前所走過的路有些時候好像是有點困擾，但是

那非常值得。 

金香爐的禱告 

因為我負責交通的是教會禱告的職事，剛才說了那麼許多的話，好像跟教會禱告

的職事沒有關係。現在我們要從那些好像沒有關係的事情上找出那個關係來。剛才讀

過一些啟示錄，我們看見約翰被帶到天上，他看見天上的那個敬拜。第四章，整個天

上的敬拜是圍繞着神的創造而帶出向父的敬拜。到第五章，天上敬拜的內容從神的創

造轉到神的救贖那個工作上去。當成就神救贖的那位神的兒子、神的羔羊顯出來的時

候，二十四長老就來到祂面前，他們在天上就帶一個很大的敬拜來。 

弟兄姊妹，當你留意那二十四位長老來到主面前所作的那些動作時，一定注意到

其中一件事，他們帶到神面前的是甚麼？除了他們所作的一些事，有一件事情和你我

有直接關係的；除了這一件事情，其他事情與我們也許沒有直接的關係。這是甚麼事



呢？二十四長老來到羔羊面前的時候，都拿着金香爐。甚麼叫做金香爐？因為金爐裏

有香，一直升到神的面前去。香是甚麼？主的話明說了，這些香就是眾聖徒的禱告。

直接和我們有關係的，是眾聖徒的禱告。 

你說感謝神，我每天的禱告，神都把我帶到祂的面前；這一點我不懷疑，但我懷

疑二十四長老帶到神面前那個金香爐裏的，是我們每天日常的禱告？我絕對的相信，

如果我是約翰，那一天在異像裏看見這件事，我看見這個金香爐擺在神面前的時候，

我絕對不會想：感謝主，我這些日子來身體的那個毛病，主叫我全都得醫治了。作母

親的在那裏又會想到：感謝主，我為着我兒子尋求學校的那個禱告主也答應了，並且

帶到永遠。弟兄姊妹，我不敢這樣想，因為那些事情不會給帶到永遠；那是神的恩

典，但能被帶到永遠裏去的不包括我們這些日常生活裏的零零碎碎。是甚麼事能被帶

到神的面前，一直到永遠呢？你還能看見，能被帶到永遠的禱告不是當天的禱告。我

們可以大膽的說，那是過去的永遠裏面所積累下來的那些禱告，再加上現在還在增加

的禱告，能帶到神的面前。究竟有甚麼事情能存留得那麼長久？好像聖經沒有明明的

告訴我們，雖然如此，但聖經記錄下來的那個事實卻給我們說清楚了。 

聖經說「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禱告」後，下文就看見那個禱告內容了：「曾被殺的

羔羊，祢配得權柄、尊貴、榮耀、頌讚的；因為你曾被殺，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

方、各民、各國中買了人來，叫他們成為國民，作祭司，在地上與神一同掌權。」雖

然沒有清楚指明這個金香爐的禱告就是這個內容，但我們絕對有把握說那一個被記念

的、從永遠到永遠的禱告，就是這禱告的內容。如何證實它呢？往下讀就看見了，當

這個事情一擺開來的時候就引動出一個結果來，諸天包括在裏面，全地包括在裏面，

天上、地上、滄海裏所有被造之物都在那裏帶出一個響應：「曾被殺的羔羊，祢配得

一切的榮耀、尊貴和頌讚，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弟兄姊妹，我們擘餅的時候常常唱一首詩歌，那是達秘弟兄根據這段聖經，所領

會寫出來的一首詩歌。我不知道弟兄姊妹在擘餅的時候，有沒有被主帶到這樣一個高

的、榮耀的、那個完全給神的智慧、權柄、能力充滿的一個光景裏去紀念我們的主？

如果照着我們自己所體會的，我們好像差得太遠，我們跟不上神那個心思。我們不能

不問：為甚麼在桌子面前，我們不能像那個天上所顯明的、從永遠到永遠的結果所帶

出那一個敬拜和讚美？我們不能不說我們教會禱告的職事失職了。 

弟兄姊妹，平常聚會禱告的時候，我們向神求的是甚麼？不是說我們不能為別樣

事情來求神，不是每次禱告聚會都要全體弟兄姊妹們出席，但我們不能不注意，我們

有沒有在禱告裏摸到我們的職事所要到達的那個境地。也不是說，那我們全教會難得

有機會來聚在一起，我們怎麼能有教會禱告的職事呢？我們讀使徒行傳的時候，你看

見起初神的兒女每天不是都聚在一個地方，就是分散在家裏，在殿裏；所以我們說，



教會禱告的職事不在乎我們在一個固定的地方，或是必須達到甚麼人數，當然我們很

盼望許多神的兒女們常聚在一起，但我們住在地上的日子，恐怕不能很多條件給我們

這樣的機會，尤其是在美國，別的地方我不敢說。就拿我們聚會來說吧，我們聚會禱

告的時候，有些弟兄姊妹還在上班，那怎麼叫他們來參與那教會禱告的職事呢？但是

感謝神，教會的禱告不是一個形式，神所特別留意的是我們裏面有沒有那個心思，你

可以和弟兄姊妹們常在一起同心合意的仰望神，也可以和另外少數的弟兄姊妹在別的

地方同心的仰望神，重要的事情是你到神面前來的時候，你求的是甚麼？ 

神在尋找合用的器皿 

弟兄姊妹，如果我們還記得神的事只有神自己能作的話，我們就不要代替神去作

工，而是要讓我們自己成為神作工的器皿，神在我們中間尋找的就是能讓祂作工的器

皿。開始時讀的以西結書裏的一段話，那是猶大被擄後，神對先知以西結所說的話裏

其中一點點，那裏說出一件很嚴肅的事，是特別對着那個禱告職事的心思上面來說話

的。從我們過去所交通的，現在可從以西結在異像裏面所看見的，就印證了這個嚴肅

的事情。神藉以色列，其中特別是猶大—那從埃及帶出來的神要用着他們作祭司的

國度—把萬民帶回神的面前（我們的弟兄下午也已經提過一點），但很可惜，以色

列人越走越不是神的心思。到猶大被擄前的那段日子，神在他們中間作了很多工，我

們沒法想像神的忍耐到了甚麼界線，結果有一天，猶大給尼布甲尼撒擄去了，巴比倫

把猶大人擄走了。為甚麼呢？猶太人自己也許還不明白，能明白的就是想到神跟我們

祖宗立過約，我們不聽話，神就把我們交出去。 

當神對以西結說出那個真相的時候，我們今天讀聖經的人就讀到那個真相出來。

神選召以色列作祭司的國度，在神的心思裏，神從來沒有想要放棄以色列，但是以色

列，特別說到猶大，她們完全走出了神的管理。在以西結書的那一段話裏，不單是老

百姓根本沒有留意神的事，連祭司、牧長、先知等重要的人物，也不領會神，完全偏

離了神，以致神說，我在猶大裏面去尋找，只要我找到一個人，他肯為猶大站在破口

上來防堵，叫我不滅絕這國，我也不把猶大交出去。但是很可惜，神說我連一個也沒

找到。 

如果把這個事情放到現在的教會裏來，也許我們說我們沒有猶大那樣糟糕；雖然

沒那麼糟糕，原則上也太接近了。因此，當我們留意到教會禱告的職事時，從正面來

說，我們會記得一些弟兄們說，「我們不禱告，神就不作工；我們禱告了，神就作

工。」這句話對了一半，我們如果不禱告，神是不作工；不是神不想作工，是我們沒

有給機會神作工，我們在那裏堵住神作工的手。神要作成祂自己的工，但是我們向神

關了門。從啟示錄的那老底嘉書信來看教會，主在哪裏？主不在教會裏。主在哪裏？



主在門外；弟兄姊妹把主趕到教會外頭去了，這怎能讓神作工呢？神怎麼能作工呢？

因此，我們不能不注意，教會禱告的職事如果不顯出果效來，我們就是在那裏關閉神

作工的路。 

教會要禱告 

我們回到使徒行傳，起初一百二十個人在馬可樓上禱告，他們一百二十個人只有

一條心，就是神的旨意要完成，他們等候主所說的神那個應許要在耶路撒冷成就。因

着他們的同心合意，一直朝着神所要作的事情來仰望。五旬節到了，神作出大事出來

了，神的教會在地上開始了。那一段日子，教會的路並不容易走，他們受許許多多的

限制。感謝我們的主，祂讓神的教會禱告的職事顯出果效來了。彼得給關到牢裏，教

會同心合意的為他禱告，神作了奇妙的工作，把彼得領出來。我們看見當使徒們一再

受羞辱的時候，教會同心合意的在神面前禱告，如果弟兄姊妹留意到使徒行傳裏記錄

他們禱告的話語，就能看見一個非常清楚的事實：他們不是求神把環境作個大改變，

是求神顯出祂的能力來，用着祂所用的人來說明祂所要說的事，顯明耶穌基督的榮

耀。 

不單使徒行傳裏的記錄是這樣，書信也是，在以弗所書、歌羅西書的末了，保羅

提醒神的教會，要為着神的事情在神面前求恩典，讓作工的人大有膽量來釋放神自己

的話，要顯出神自己的那個權柄來，讓更多人歸向主。弟兄姊妹，你們有沒有留意到

保羅對教會所提出的那個要求？我們想保羅是大使徒，神蹟奇事作了很多，他一個人

禱告就可以了，不需要教會再有更多的禱告了。保羅不是這樣想，保羅很清楚的看

見，要叫神開作工的門，教會就要禱告，從各方面來對付仇敵的詭計。 

比方我們現在所碰到的問題，拿我們加州來說，前不久有一個弟兄令我們很痛

心，這弟兄不是個壞弟兄，是一個好弟兄。但他不只一次說，他說四月二十一日主再

來了；有許多人受了他的慫動。弟兄姊妹，如果你注意到主的事，你碰到這樣的事

時，你在教會裏怎麼禱告？你說：主啊，預備我在四月二十一日來見祢啊。還是你裏

面有個感覺，主明明說祂來的時候沒有人能知道，連祂自己都不知道，怎麼他說得那

麼準確呢？這個事情很可疑，不能上仇敵的當。弟兄姊妹，這就是教會禱告的職事裏

要碰到的了。 

後來這個人說算錯了時間，應該是今年十月二十一日。弟兄姊妹，離十月二十一

日還有一個多月，你們等等吧。弟兄姊妹，我們不要把時間、精神、精力放在這些主

沒有要作的事情上；那我們對這些事有何反應呢？你不要說他胡說，就隨他胡說了。

主說「那日子沒有人知道」，但是也許有不少弟兄姊妹不知道主說過這話，你就不能

讓他們受這樣的說法來騷擾他們失去安息。弟兄姊妹，這是我們現在所碰到許許多多



問題中的一點而已。 

又比方在另外一個地方，有人說神帶領祂的教會到現在已經改變了祂的安排，人

來到神的面前不相信都可以，因為因信稱義這件事已經過時了，現在神的帶領是以愛

稱義。弟兄姊妹，你看見這裏是一個屬靈的爭戰嗎？神兒女們的心思從主自己的事裏

面打歪了，也許我們還有我們的想法，你說這是小事。就是因為我們不知道神要作甚

麼事，因此人就用許許多多的方法，要把我們的心思擄去，叫我們失去跟隨主的方

向，叫我們迷失在神帶領我們行走的路程，叫我們完全記不起神的國度、榮耀、權柄

全是祂的。我不是說一些好像叫我們感覺難過的話，但我不能不叫神的兒女們在主的

面前必須要接受一點點的光照。感謝讚美我們的神，雖然神給我們看見我們的短缺，

但是祂還給我們看見那個指望。 

主必快來 

我不能說太多了，要來看啟示錄最末了的那兩句話。當約翰被帶到天上看見神那

永遠的旨意完成的時候，他親自聽見主說：「我必快來！」弟兄姊妹，我想我們都願

意聽見主今天對我們說祂必快來。但是問題在這裏，你預備好了沒有？教會預備好了

沒有？教會怎麼去預備呢？我們必須按着神託付我們的那一份，作出神所要我們完成

的那一點。感謝讚美主，約翰的回應非常寶貝：「主啊，我願祢來。」巴不得「主

啊，我願祢來」這個心思在我們眾人裏面，讓我們用禱告的職事來等候主來。 

禱告：「主，願祢藉着聖靈的運行，把我們的心思完全的奪回來。我們承認我們是帶

着許多的虧欠在祢面前，祢把我們這個人放在祢裏面，但是我們的心思常常跑到祢外

面。主，我們承認我們都是愚昧的人；但是感謝祢，祢沒有因着我們的無知撇下我

們，祢用着祢各樣的憐憫把我們扶持，要把我們掉轉、帶回祢那榮耀的旨意。但願主

給我們從祢那裏接受一個真實的、柔軟的心，樂意接受祢的調度，安排我們作成祢所

要我們作的工，在我們禱告仰望等候祢的事上甦醒我們，也用着我們來成全祢所要作

的，給祢不受阻攔的、可以自由的作工在全地。主啊，祢說祢必快來，我們回應祢

說，我們都願意祢來。主，榮耀祢自己的名，引領我們去享用祢的榮耀，一切敬拜愛

戴都要歸給祢，我們這樣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