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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0 年 7/17~7/23 

主日早上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1:30 AM 

專題追求                      11:30-12:30 P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陳憲明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赵春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閔永恒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 

 

 

 
 

【家訊信息】禱告的學習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太六 6)這是主耶穌教導門徒禱

告的話。藉著禱告，我們可以將所面對的憂愁、試探、苦難、喜樂

等等告訴神，神就將出人意外的平安賜給我們。讓我們都寶貴禱

告，如詩人所說：「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

應當仰望神，因他笑臉幫助我；我還要稱讚他。」(詩四十二 5)我

們可以將所需要的告訴神，仰望他的幫助，這是我們的權利。  

禱告親近神 

若要禱告有果效和益處，需要有正確的態度。馬太福音六章 6 節

告訴我們，禱告不是作文章，也不是要給人聽見，乃是進入內室，

關上門，禱告暗中的父，讓父在暗中察看。神不單聽著我們的禱

告，也看著我們。我們每一次禱告，乃是進到父面前，與父有親密

的接觸和交通。接下去主教導我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

的父… 」(太六 9)內室禱告的首要態度，是認定神是我們天上的

父，這說出他是我們生命之本、供應之源頭，離開他我們便一無所

有。我們禱告神，就是來到父親面前，親近神是與我們有益的，遠

離神就是死亡。雅各書四章 8 節說：「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

們… 」上文則說：「…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四 7)可見

我們要脫離並勝過試探，最好的路就是藉著禱告親近父神。  

大衛說：「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

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裡求問。」(詩廿

七 4)大衛認識神，知道禱告不單是求問，更是在神面前瞻仰他的榮

美。  

願我們每一次禱告，都要與神交通和相近，瞻仰他；神也來察看

我們，與我們交通和相近，這是基督徒最大的福氣。我們向父神祈

求、尋找、叩門，父神必定叫我們有所得著，將好東西賜給我們

(太七 7-11)，所以我們不要放棄禱告的權利，要將凡事告訴神，藉

此親近神。另一方面，禱告是與神交通、尋求神、認識神，藉著禱

告認識他的心腸，以及他在我們身上的工作。神興起各樣的環境，

讓我們在人生的各個階段遇見許多事情，是要叫我們藉著禱告學習

認識神，知道他的心腸。  

認識神需要 

撒母耳記上一章記載哈拿的故事。神使哈拿不生育，她的對頭便

激動她，以致她哭泣不吃飯。當時婦女不生育，就如人生沒有前

途，雖然丈夫善待她，她卻不受安慰，於是來到神面前默禱，向神

傾心吐意。哈拿求神賜下一個兒子，並許願使他終身歸與耶和華為

聖，一生放在聖殿中事奉神。哈拿為著她人生最大的需要向神禱

告，也許已禱告多年，神便藉著環境幫助她，使她不單認識自己 

需要得著兒子，也認識神在那時代需要得著人。  

當時以利作祭司，他的兩個兒子不敬畏神，祭司的事奉敗落了，

以色列人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神卻要在以色列民中得著見證。

神要尋找為著他的需要來禱告的人，結果他找到了哈拿。神賜給哈

拿的兒子名叫撒母耳，意思是「神聽」、「從神那裡求來的」。撒

母耳是在以色列中轉移時代的人，當時是最黑暗、混亂、敬拜和事

奉完全荒涼的時候，撒母耳完全將這光景扭轉過來。神得著撒母耳

以先， 首先得著哈拿，她將兒子終身獻給神，這就是哈拿在禱告中

的學習。她不單藉著禱告將苦難、憂愁和需要告訴神，向神傾心吐

意、親近神，更是禱告到一個地步，讓神引導和指示她，看見神的

需要。神在每個時代都有這樣的工作，他帶領我們禱告，學習不單

為著自己的需要，更進一步在禱告中求問神需要甚麼。  

亞伯拉罕的最大遺憾，是年老時還沒有兒子，他在八十六歲生了

以實瑪利，但神說這兒子不是他所要的，而撒拉已斷絕了生育能

力。從創世記十五章開始，神一直帶領亞伯拉罕禱告求兒子，並且

這兒子是要從撒拉出來。到了創世記十八章 1-15 節，神聽了亞伯

拉罕的禱告，告訴他明年撒拉要為他生一個兒子，名叫以撒，這是

神所揀選的。亞伯拉罕和撒拉的需要都滿足了，但亞伯拉罕在神的

帶領下，繼續往前。「三人就從那裡起行，向所多瑪觀看，亞伯拉

罕也與他們同行，要送他們一程。」(創十八 16)這就是亞伯拉罕所

學禱告的功課，他不是停留於神應允他的禱告，有了兒子就完了，

而是更進一步與神同行，繼續留在神面前，等候神要作甚麼。願我

們的禱告不是只求自己的需要，讓我們學習停在神面前，與神同

行。「耶和華說：我所要作的事，豈可瞞著亞伯拉罕呢？」(創十

八 17)亞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他與神同行，送神一程，神就將心底

話告訴他(創十八 20- 21)。亞伯拉罕因此起來為所多瑪代求，也就

是為著羅得禱告。  

神將所作的事告訴亞伯拉罕，是巴望他為此代禱。神有好些工

作、需要和行動，要得著我們以禱告配合。神察看及答應我們的禱

告，是要叫我們在他面前多親近、多逗遛、送他一程、多活在他面

前，神就將他的心意告訴我們，指示他要作的，叫我們代禱，成就

他的工作，這是我們在神面前需要學習的。我們一生要為許多需要

禱告，與此同時，讓我們進一步求問神有甚麼需要，神要作甚麼，

並為此與神配合。  

連於神需要 

大衛是稱為合乎神心意的人，凡事遵行神的旨意，常常禱告親近

神。他在詩篇裡有許多禱告，求神拯救他，後來神聽了他的禱告，

使他四境安靖，保守他免受四圍仇敵的擾亂。然而，大衛不是停留

在自己的享受裡，他進一步顧到神的需要，想到自己住在香柏木的

宮中，神卻住在帳幕裡，沒有安居之所，所以起意為耶和華建聖

殿。他進到神面前禱告求問，神就大大賜福，堅立他的國直到永

遠，他的兒子要永遠坐在寶座上。一個真正體貼神心腸的人，不單

告訴神自己的需要，更會問神有甚麼需要，在禱告中，將自己的需

要連於神的需要。求主豐富我們的禱告，不單停留在求問自己的需

要，更要讓神介入這些需要裡，由神指示我們如何禱告。  

約翰福音十一章記載拉撒路病了，馬大和馬利亞一直求主醫治

他，她們不認識主的遲延，乃是叫神更得榮耀，故此主沒有照她們

起初的祈求而行。然而，主叫拉撒路從死裡復活後，馬大改變了，

她設筵招待耶穌，不再是從前只懂埋怨的馬大，馬利亞將香膏傾倒

在主身上，拉撒路作見證，全家所有人都復興了，主在他們整個家

庭中得著更大榮耀，這是神所要的。  

主在地上所講的第一句話是：「…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

麼？」(路二 49)應成為我們人生的座右銘，求主引導我們所有禱 

【禱告事項】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兒童服事禱告。 

◆ 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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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都朝著這方向，願我們和我們所求的，都被主改變和得著。  

同時，主教導門徒禱告，開頭的三個願都是神所需要的(太六 9-

10)，接著的三個願是為著我們人的需要(太六 11-13)，兩者是沒有

衝突的。我們要學習將後三個願連於前三個願，以禱告回應神的需

要。我們的需要滿足了，主的需要也應得著滿足，主正等著我們如

此禱告。我們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我們；我們

得著滿足，神也得著榮耀，得著他所要的。求主拔高我們的禱告，

得著教會的禱告，指示我們要學習常連於他的需要。  

當保羅被囚時，眾聖徒都為他作難，但保羅為他們禱告，叫他們

不要因他的患難喪膽。保羅不單求主在患難中釋放他，更求神的靈

剛強眾聖徒，求基督安家在他們心裡，求神的榮耀和豐富充滿他

們，叫他們在患難和艱苦的環境中，認識並經歷基督長闊高深的大

愛，這才是他們真實的需要。讓我們都學習如此禱告，在地上活著

不是專為自己，而是更深連於神的需要。  

藉著這幾次有關禱告的交通，盼望我們作一個禱告的人，願意凡

事藉著祈禱告訴神，將一切憂慮卸給神。再進一步，求神得著我

們，告訴並指示我們他的需要，讓我們在人生的各樣事情上，可以

連於神的需要，與神配合，願神的旨意成就在我們身上。讓我們學

習以父的事為念，與神同行，與主同住。求主教導我們禱告。   

【詩歌欣賞】信靠耶穌何其甘甜  
一 信靠耶穌穌，何其甘甜，抓祂話語作把握， 

   安息在祂應許上面，只知主曾如此說。  

（副）耶穌、耶穌，何等可靠， 我曾試祂多少次；  

        耶穌、耶穌，我的至寶，祂是活神不誤事。 

二 信靠耶穌，何其甘甜，信祂寶血能洗淨； 

   信心簡單，血有效驗，疾病醫治，罪洗清。 

三 信靠耶穌，真是甘甜，救我遠離罪與己；   

   從祂接受無限恩典：生命、喜樂和安息。 

四 何等喜樂，我能信你，至寶耶穌，我救主！   

   信你與我是在一起，一直一起到永古。 《聖徒詩歌》434 首  

在許多的信心之歌中，這首“信靠耶穌何其甘甜”是非常琅琅上口

的一首，此詩的風格簡單、淳樸而又甘甜，正合乎真實信心的特

徵——因為信心的經歷雖然可以豐富而多面，但信心的本身卻常

是簡單而純一。我們的神本是那樣偉大全能、智慧豐富，但祂卻

又是那樣單純、誠實，倘若人同樣以單純和誠實的心信靠神，蒙

福該是多麼簡單的事呢？父啊，是的，向著嬰孩你就顯出來！ 

這首詩歌的主調，正像每一段第一句所唱的，就是“甘甜”。哦，

這位寶貴耶穌對於信的人，反反復複就是一個“甘甜”！這是一種

嘗出來的味道，是一個驗證過的結論。實在地，主是甜的，信祂

屬祂的人也就變成了甜的！現在就一起來進入這甘甜之中：  

  第一節： 信祂話語。神的兒女每逢捧著手裏這本聖經的時候，

心裏都要覺得極其寶貝。這裏有永生神的話，這裏有應許、有生

命；又有一切事物的真相，一切問題的答案，且有許多歷來信靠

者奇妙經歷的紀實。從今生到永世，神從未留下一時一事讓我們

自己去應付，所有的需要在祂的話中無一沒有供應。感謝主，祂

是一位說話的神，因祂是神，祂的話就算得數！祂怎麼說，事就

怎麼成就，這是通行宇宙的不變之律！反之，人的感覺和思想往

往飄搖不定、脆弱易變。但稀奇，人常常會抓住自己的感覺，而

不會“抓祂話語作把握”，萬古磐石就在眼前，求救的手卻常常持

住壓傷蘆葦。其實，只要轉向神的話，拋出信心之錨，安息隨時

可得。聽這位詩人所唱：“安息在祂應許上面，只知主曾如此

說。”——別的一概不知，只知主如此說。就這麼簡單，也就這

麼有效！今天那些不認識神的受造之物說了許多無憑無據的話，

人倒能信，為什麼這位獨一創造和管理萬物的神所說的話，人反

而有千萬的理由信不來呢？這樣的“不信”是撒但在這墮落世界中

到處散佈的一種毒素，卻是在天國境界裏所沒有的東西。求主賜

下神兒子那又真又活的信心充滿在我們裏面，使神所說的話都能

完全被相信和接受，使一切在我們身上都不是書本的道理，而是

運行的權能！阿們！ 

   第二節：信祂寶血。哦，主耶穌所流之寶血何等有功效！“凡

祭司天天站著侍奉神，屢次獻上一樣的祭物，這祭物永不能除

罪。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祭，就在神的右邊坐下了……祂

一次獻祭，便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來 10:11-12,14）”；

“祂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良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侍

奉那永生神嗎？（來 9;14）”；“弟兄勝過它（撒但），是因羔羊

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啟 12:11）”經上的話是多麼真實有權

能！藉著主的寶血，罪在神的面前完全被除去，救恩已經完全成

功，聖徒在神面前永遠的地位完全穩妥；藉著主的寶血，我良心

得以完全清潔，死行得以完全除去，能以親近和侍奉活神；藉著

祂的寶血，撒但控告完全失效，兇暴完全敗倒，在寶血面前仇敵

閉口退後！這血的見證在神面前、在我心裏、在撒但面前都是何

等地強！神的兒女，如果你認識了這寶血真正的價值和功效，就

必不再常常懷疑自己的得救，也必不再常常恐慌於仇敵的控告！

一次一次，你要經歷寶血在你心裏訴說永遠的平安；一次一次，

你要看見撒但在你運用寶血的時候立時崩逃；一次一次，你要嘗

到在寶血裏坦然無懼來到神前，親近得甘甜，侍奉得恩典。一切

都是因著這位神兒子曾流出祂聖潔而有無限權能的寶血！ 

   第三節：信祂生命。因祂是獨一的神，所以祂的話永不落空；

因祂是無瑕疵的羔羊，所以祂的血永有功效；因祂是死裏復活的

得勝者，所以祂的生命永能得勝！哦，我們的主既是永遠的，祂

所做成的一切也就都是永遠的！罪不是永遠的，這敗壞可憐的己

也不是永遠的，惟有主是永遠的，並且是活著掌權到永遠！因祂

已經死過，所以祂能“救我遠離罪與己”，因祂永遠活著，所以我

能“從祂接受無限恩典：生命、喜樂和安息”。 

此處的“接受”乃是生命的秘訣，也就是實行的“信”（外面的點頭

同意不算信，心裏的接受依靠才算信。這從頭到心不過一尺多的

距離，但卻帶來天與地的差別。）。“接受”說到我承認自己無

能，承認自己靠不住，同時也說到我承認主能，承認主靠得住，

因此我需要一直站信而順服的地位，接受另一位的生命來活，而

祂也樂意白白地把生命一直一直供應給我。這樣接受的結果，就

是生命、喜樂和安息。 

第四節：信祂同在。像這樣的一位耶穌，一旦被人經歷，誰還

能離開祂的同在呢？詩人感歎說：“何等喜樂，我能信你，至寶

耶穌我救主。”真的，人能夠發現祂是至寶，能夠信祂而滿心喜

樂，都是主極大的恩典！而那位給了我們這些恩典的主，也應許

祂的自己永不離開我們：“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你

無論往哪里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書 1:5,9）”“永生的

神是你的居所，祂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申 33:27）”想到許許

多多這樣的應許，我們就能與詩人同唱：“信你與我是在一起，

一直一起到永古！”眼睛所見的一切也許都會離開我們，但這位

供應一切的主永遠與我們同在！以信心安息在這永遠的同在上，

還有什麼遠慮近憂能壓住我們的心，鉗住我們的口，使我們不能

喜樂，不會唱歌呢？但願每個神的兒女，正如副歌所唱，因著試

過而確知祂可靠，因著嘗過而真覺祂至寶，常常見證祂“是活

神”，常常述說祂“不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