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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年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神在信仰裏的經綸 

第三篇 以神為我們的信來禱告 

們要以神為我們的信來禱告，就需要認識禱

告的意義。禱告不是事物的求討，乃是神與

人的交流，神與人彼此的接觸。禱告眞實的意義，

乃是我們在靈裏和神的接觸，並吸取神自己。以弗

所六章十八節説：『時時在靈裏禱告，並盡力堅持，

在這事上儆醒，且為眾聖徒祈求』。 

一個禱告的人乃是與神合作，與神同工，讓神

從他裏面，藉着他把神自己和神的心意發表出來。

馬太六章九至十節，主教導：『你們要這樣禱告：

我們在諸天之上的父，願你的名被尊為聖，願你的

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眞實的禱告叫我們這個人與神完全調和，也使神

與我們調和。我們越禱告，就越被神充滿，越在神

面前服下來，越被祂得着。摩西禱告到面皮發光，

就是最好的榜樣。 

禱告也是看見自己一無所是，一無所能。以賽

亞在禱告中看見神，就説：『禍哉，我滅亡了！』

（賽六 5）。因此，我們可以説：『禱告的原則應當

是：禱告總是把我們帶到神裏面；正確禱告的果

效，就是我們發現自己在神裏面』。 

再者，主耶穌在咒詛無花果樹（以色列國的象

徵─耶二四 2）而使其枯乾的事上，教導門徒要憑

信心禱告（太二一 18～22）。主耶穌在神眼中是對

的，知道祂對無花果樹的咒詛，乃是照着祂對神要

完成祂經綸之旨意的認識，祂知道神要放棄腐敗

的以色列國。根據這個背景，主耶穌教導門徒憑着

信心禱告，好按照神的經綸，執行祂的旨意。所以，

我們的禱告該成就神的旨意，就是要得着基督的

身體，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 

後面一段，也就是本篇的主題：我們需要以神

為我們的信來禱告。在馬可十一章二十至二十四

節，主耶穌教導祂的門徒，憑信為着執行神的旨意

而禱告。當禱告者與神調和，並與神成為一時，神

就成為他的信；這就是信神（在神裏面有信心）的

意思。禱告者能在神裏面有信心，毫不疑惑，並且

信他所求的已經得着了，就必得着。在二十四節主

説：『所以我告訴你們，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

是甚麼，只要信已經得着了，就必得着』。這節最

重要的辭就是『已經得着』；信就是信我們已經得

着所求的。按照主的話，我們該相信已經得着了，

不是我們將要得着。盼望是將來的事，相信乃是看

事情已經完成了。信心不但相信神能、神肯，並且

相信神已經作了。比方你有一個在海外的長輩，答

應要送你一件貴重的禮物；當你打電話去題醒時，

他説已經寄過來了。這就表示在航行的途中，你只

要道謝一聲，就可歡樂的等候，這就是『已經得着』

的定義。我們若相信地上的郵政，就更該相信天上

的行政！ 

最後，馬可十一章二十至二十四節的禱告也

是權柄的禱告。聖經中，最重要、最屬靈的禱告，

乃是權柄的禱告。權柄的禱告乃是用權柄來吩咐。

權柄的禱告乃是吩咐的禱告。我們若眞要禱告在

神面前有分量、有價值，就必須能在神面前發出權

柄的命令來。 

馬可十一章二十三節，主耶穌説：『我實在告

訴你們，無論誰對這座山説，你得挪開，投在海裏，

他若心裏不疑惑，只信他所説的成了，就必給他成

了』。這種禱告不是對神説，乃是對『這座山』説。

得勝者最要緊的工作，就是把寶座上的權柄帶到

地上來；我們若要作得勝者，就必須學會權柄的禱

告，對山説話！約書亞記十章十二節、十三節記

載：『當耶和華將亞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

約書亞向耶和華禱告，在以色列人眼前説，日頭

阿，你要停在基遍；月亮阿，你要止在亞雅崙谷。

於是日頭停留，月亮止住，直等國民向敵人報了

仇…』。這就是得勝者權柄的禱告！（林天德弟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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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十八會所召會生活蒙恩報導 

福音是主復活升天前，給我們的一個重要使

命（太二八 18～20）。無論得時不得時，我

們都要出去傳講福音。因為我們都接受了神聖的

託付，也都是欠了福音債的人。如今應該抓住機會

還福音的債，存心討主的喜悦。 

感謝主，在四月二十四日（主日）的集中擘餅

暨福音聚會，因着疫情突然升溫，本會所那天雖然

只來了三位福

音朋友，但當

天聖徒和福音

朋友都被主充

滿，非常喜樂。

會場中福音的

靈是剛強有能

的，『信實的

主』聽了眾人

迫切禱告，量

給我們是超過

所求所想的。

當初向主禱告

只要一位受

浸，沒想到主給我們二位弟兄和一位姊妹，前來的

三位福音朋友都受浸得救。阿利路亞，讚美主！ 

原本小信的我們，因着疫情嚴峻，想把實體福

音聚會改成線上福音；但主卻責備，需要憑着信心

往前。當眾人願意憑信往前，果不久卽聽見一位福

音朋友説要來會所受浸，這實在大大鼓勵我們。感

謝主，主的話眞是信實可靠。祂説，莊稼已經發白

成熟正等着我們前去收割，求主打發我們這些工

人前去收割祂的莊稼。 

同時，這段時間整理名單時發現，本會所有許

多的青年在職，這些聖徒有很多是召會聖徒的下

一代。因此，弟兄姊妹每週願意來在一起，為着青

職題名代求，盼望能彀一個托住一個，穩定活在召

會生活中。 

今年本會所願跟上全召會的水流，年底希望

能彀增排增區，人數能彀繁增；只要聖徒們同心合

意配搭，主必使我們達到。主説，愛祂就要餧養、

牧養祂的羊。每週一次的看望牧養，定期出外的相

調和福音收割，只要忠心且堅定持續的勞苦服事，

相信主一定會祝福我們。感謝讚美主，榮耀歸神！ 

（十八會所 房子文弟兄） 

 

全召會中學生志向與升學座談報導 

學生志向與升學座談，因疫情緣故，於三月

十二日在一會所及二會所，分兩個場地同步

連線進行，中學生及家長服事者合計一百二十六

位參加。 

今年剛好是一○八課綱的第一屆學測，不論

考題走向或個人申請都無跡可尋，面對未知的將

來，青少年及家長都倍感壓力。感謝主，藉着四位

大學任教聖徒的見證與分享，給了徬徨的家長和

青少年更確切的把握，能放膽在升學上更多經歷

主的引導和同在。 

聚會前段，是在大學任教聖徒的見證分享，一

位聖徒見證，他原本想讀臺大電機，便向神禱告，

如果神帶他去最適合的學校科系，他就願意成為

神的兒女。結果考上臺大機械系，因而想轉系；但

是讀了以後纔發現原來喜歡的是機械，神的確豫

備了最適合他的，因此他受浸得救了。得救後就過

正常的召會生活，並入住弟兄之家，甚至之後攻讀

碩博士，更參加全時間訓練。 

另一位聖徒則見證，大學聯考時心情很忐忑，

但信主後覺得很平安，覺得信主是一件光榮的事。

雖然後來選擇讀中文系，好像不怎麼樣，但是主讓

她看見，語文能力的表達是很重要的。後來對『人』

的問題充滿疑惑，主開啓她，認識人之前，要先認

識神。 

聚會後段，教職聖徒們回答問題的部分，其中

説到，面試時穿着要得體，需要培養談吐及説話的

能力，更要切中要點並快速反應。尤其，説話和我

們的所是要相稱，如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節：『你

們的話，是，就説是，不是，就説不是；若再多説，

傳 

中 

三位受浸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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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就是出於那惡者』。 

末了，教職聖徒勉勵我們，自我學習能力要不

斷提升；學習在生命中作王，管理時間、情緒，確

立人生的目標，為永遠的生命勞力。並分享腓立比

書二章十三節：『因為乃是神為着祂的美意，在你

們裏面運行，使你們立志並行事』，以及以弗所書

三章二十節：『然而神能照着運行在我們裏面的大

能，極其充盈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願主祝福並加強每位青少年！ 

（七會所 唐以撒弟兄） 

 

聖徒婚姻、家庭生活蒙恩見證 

妹：結婚前，因着有一次到新北的相調訪問，

被接待在一對新婚的弟兄姊妹家中；他們兩

位都是高學歷的碩士，卻過着自願貧窮的生活。我

想，他們都是碩士，應該收入不錯，為甚麼要過這

樣的生活？原來是主的愛吸引了他們，使他們願

意過奉獻的生活。 

回桃園之後，立刻更新我的奉獻，願意把自己

的婚姻奉獻給主，不再是條件式的禱告。我向主

説，只要成立一個家能彀一起服事主就好了，其他

甚麼條件都不要；我要愛主所愛，要主所要的。 

經過半年多奉獻的禱告，再加上師母也為我

們這些未婚的姊妹們迫切禱告，盼望主能為姊妹

們豫備弟兄。主果然垂聽眾人的禱告，弟兄因着工

作需要，從林口來到桃園過召會生活。 

弟兄：因着主的調度，我來到了桃園。原本只

是想過一個悠哉自由的快樂人生，沒想到，主的大

愛臨及我，加上聖徒們周全柔細的牧養顧惜，漸漸

帶我進入配搭事奉裏。後來透過師母的代禱和介

紹，認識了萱蓉姊妹。姊妹向着主的單純和絕對，

深深吸引了我；交往半年後，我們就結為婚配，一

同配搭青少年服事。 

猶記得在二○○四年青職特會信息：榮耀的

異象與十字架的道路，因着許多感人的見證、福音

開展的可歌可泣，深深打動我心。當下願意把我和

我的家，一生奉獻給主！ 

姊妹：結婚之後纔是挑戰的開始，由於生活環

境、成長背景完全不同，而有許多磨合。山東人的

爽朗、大方，遇到客家人的謹慎、保守，我們兩個

人都在婚姻生活中經歷主厲害的變化。 

剛結婚時，聖徒們常説我們兩個人完全不相

投，特別是在財務的運用上，一個大方，一個節儉。

但因着看見主的需要，弟兄在奉獻財物的事上，通

常比我還要大方。他常説：『我們要給人，就必有

給我們的，主用十足的量器，連搖帶按，上尖下流

的倒在我們懷裏』。我能見證，雖然家中有三位孩

子要養育，弟兄收入也不豐餘，但主總是顧到全家

生活的需要。因着主，我們都願意放下自己，擺在

同心合意裏。 

弟兄：感謝主，在桃園這裏有一班同心合意、

配搭服事的弟兄們，他們實在是我的好榜樣。從早

晨的晨興開始，弟兄們就讓我享受到主話的甘甜；

在一天的生活當中，也帶我經歷禱告的信實。有一

段時間的徹夜禱告和守望禱告，經歷主不誤事，總

是答應我們的禱告。弟兄們週週帶着我去看望人、

牧養人，使我對弟兄姊妹開始關心和代禱，這不僅

擴大了我的度量，也讓我的生命因服事而有長進。 

姊妹：回想婚姻生活，最甜美的時光，就是我

們一起服事主的時候。這也是當初看見這個異象，

願意奉獻婚姻的初衷。 

記得有一次青少年特會，那時候已經臨產開

始陣痛，距離豫產期還有兩週，而青少年特會剛好

就在那時舉行。服事的弟兄説，『我們要到陽明山

的衛理福音園，在那裏要住鐵皮屋，還有很多的蚊

子』。雖然環境惡劣，但在禱告中卻滿了神的膏油

與主的同在。我對弟兄説，若是眞的在臺北陣痛，

就在臺北生產好了。我們憑着信心，帶着兩個年幼

的孩子，挺了一個大肚子，前去參加特會，內心卻

是滿了平安和安息。主保守看顧，特會結束後不多

久，卽順利生下一位健康的寶寶。 

弟兄：羅馬書十二章一節：『所以弟兄們，我

藉着神的憐恤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聖別並討

神喜悦的活祭，這是你們合理的事奉』。 

人生最有意義的事，就

是能彀一生服事主，這是我

和姊妹的心願。前面弟兄常

説，能彀得救是神的憐憫，

但能彀服事主，實在是主的

高抬。信主的人很多，愛主

的人也不少，但願意在召會

中作奴僕，服事弟兄姊妹、

洗聖徒的腳，討神喜悦的卻

不多。求主悦納我們一生堅定不移的奉獻，能彀一

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祂的榮美。 

（十八會所 房子文弟兄、房馬萱蓉姊妹） 

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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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祂與我同在 

在二○二○年四月得救，得救前對於大學現

階段的生活感到不滿。因為成績不好、生活

無趣、念的科系不喜歡、與同學之間關係不緊密…

種種的原因，導致自己時常覺得很空虛、很孤單。 

因為生活沒有重心，對於未來該如何感到很

慌張，於是一直過着渾渾噩噩的生活。曾經想過把

所有事情都放棄了，書也不打算繼續念下去，選擇

休學與重考。 

然而人的盡頭就是神的起頭。偶然之下，願意

試着參加基督徒的聚集。我輾轉來到元智大學的

光鹽唱詩社，進入召會生活，甚至後來決定受浸。

因着生命的改變，我慢慢結束了荒唐的大二生活。 

受浸後的這兩年，因着過召會生活，在我裏面

有了奇妙的大改變。不但得着主耶穌作我生命的

中心，祂也保守我的心懷意念，不再過已往荒唐的

生活。相反的，因為有主的同在，讓我對許多事情

更能調整心態，為主而活。 

當一個人時，

不再感到孤單、空

虛，反而呼求主耶

穌，求主讓我不慌

張，因為知道祂一

直陪在我身邊。我

也不再懼怕，能彀享受單獨與主親近交通；使自己

不再被撒但擊敗，也不再沉淪。有了享受，因此對

主更加渴慕，更多的擺上自己、奉獻自己在召會的

服事當中。 

信主之後，使我這個人以基督為中心，整個人

在各方面也都有所成長，不會再有稚嫩的心態及

行為。求主充滿我，緊緊信靠這位寶貴的主。願這

位又眞又活的主能一直在我的心中，使基督作我

一切的起頭，感謝主！  （五會所 林彥融弟兄） 

書報導讀

李常受文集一九八二年第二冊─約翰著作中帳幕和祭物的應驗 

（第五十五至五十六章） 

信息主題 

第五十五章至第五十六章

説到『約翰十八章裏的表號

（一）、（二）』。 

信息要點 

一、我們需要看見，在對觀

福音書裏，論到基督的死，所着

重的乃是救贖；但約翰福音十八章論到基督的死，

所着重的不是救贖，乃是『繁增』。我們看見祂是

一粒麥子，這一粒麥子藉着落在地裏死了，就能繁

增成為許多子粒（十二 24）。 

二、主耶穌是那偉大的『我是』，約翰的記載

與對觀福音書不同。『我是』乃是耶和華的名。在

十八章五、六、八節，這名共用了三次。這裏是要

給我們看見被捉拿的那一位，不僅僅是個拿撒勒

人；這一位乃是那偉大的我是，是不受限制、無限

的神。 

三、在彼拉多面前，約翰福音啓示主耶穌是眞

理、實際，祂對彼拉多説，『我為此而生，也為此

來到世間，為要給眞理作見證…』（37）。這是主向

彼拉多表明，祂來作神國的君王，也來給眞理作見

證。 

實行要點 

  一、許多在主恢復裏的人盼望看見更多的擴

增，如果我們要在主的恢復裏有所擴增，我們就需

要受死，為着擴增，我們需要被置於死地。 

二、我們需要經歷為着死的過程所有的豫備，

因着我們不願意死，神的主宰就豫備了一切不可

少的人、事、物，把我們帶到死地。今天主要得着

擴增，惟一的路就是我們和祂一樣，願意經歷為着

死的過程所有的豫備。我們應當感謝主，在我們身

上也有必須的豫備。 

三、在自然界，許多種類的樹木要結果子，必

須經過死的『冬季』。在我們身上，若沒有死，就

不會有結果子，必須先有死，復活、繁增的延續纔

隨之而來，我們乃是在復活裏結果子。 

（十會所 高啓瀚弟兄） 

我 

一、 請為在烏克蘭眾召會代禱，使聖徒們的靈、魂、

體得蒙保守，在物資與屬靈各面得着全備的供應。 

二、 請為 6/5（日）桃園市召會二十四、二十五會所

成立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