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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1 年 8/21~8/27 
主日早上聚會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2:00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王麗斌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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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景译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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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訊信息】三次禱告的原則 
讀經：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四節，哥林多後書十二章八節。 

禱告有一個祕訣，就是要『三次』禱告主。這一個『三』，不是

一二三的三，乃是多數的意思。主耶穌在客西馬尼是三次求神，等

到神聽了祂的禱告就停止了。保羅也曾三次求神，等到神有話答應

他之後就停止了。所以，所有的禱告都得注重三次的原則。這不是

說禱告一次、兩次、三次就停止，乃是禱告到透了，神也聽了，纔

停止。 

這三次禱告的原則是很緊要的。不只個人禱告要注意三次的原

則，在禱告聚會中，也要注意這個原則。在禱告聚會中，如果盼望

我們的禱告能盡教會的職事，能成功神所要我們成功的，那麼，這

一個原則是我們必須牢牢記住的。 

禱告三次的原則，就是要禱告透，要禱告通，直到清楚了神的旨

意，直到得著了神的答覆。在禱告聚會中，我們千萬不要以為有一

件事情題起來，有一位弟兄已經禱告了，我就不必禱告。比方：有

一位姊妹生病，我們要為她禱告，不是已經有一位弟兄禱告了，我

就不必再禱告，不。那一個弟兄禱告了一次，我可以再禱告，另外

一個人也可以再禱告。這不是說，每一個禱告必須三個人禱告，乃

是有負擔就禱告，有時也許可以禱告五次、十次…要緊的是禱告到

把負擔卸去了。這就是三次禱告的原則，這就是禱告聚會能成功不

能成功的祕訣。 

我們禱告，不要像蚱蜢一樣跳來跳去。一件事情還沒有禱告透，

就已經跳到另外一件事情上去；另一件沒有禱告透，又跳回頭到第

一件事情上來；這樣跳來跳去的禱告，就叫負擔無法卸去，就難以

得著神的答應。這樣的禱告就沒有甚麼用處，就不能盡禱告的職

事。 

所以，要盡禱告的職事，我們就得在神面前有禱告的負擔。我們

不是要在這裡設立一個律法，乃是要把這一個原則擺在這裡。我們

要認識一件事：負擔是禱告的祕訣。人如果在裡面沒有覺得有一個

負擔，要為著這件事禱告，他就禱告不成功。在禱告聚會中，有的

弟兄，有的姊妹，題起許多的事要禱告；但是，你裡面如果沒有被

摸著，就不能禱告。所以，每一個弟兄來到禱告聚會中，總得有禱

告的負擔，纔能有禱告。同時不只要注意你自己有沒有負擔，你還

得注意聚會中別的弟兄姊妹的負擔。比方：有一位姊妹受她丈夫的

難為，另外有一位弟兄生病。在禱告聚會中，有一位弟兄在那裡求

神拯救那位姊妹的丈夫，接著另一位弟兄又在那裡求神醫治那位弟

兄的病，另有一位弟兄卻記念著另外一件事。這樣的禱告，就是各

禱告各的，沒有照著三次禱告的原則，沒有把一件事禱告透了，再

禱告第二件。我們在禱告聚會中，總要留意一個禱告的負擔卸去了

沒有。如果大家為著那一個姊妹禱告的負擔卸去了，那麼就可以為

著那位生病的弟兄禱告。如果為著第一件事情禱告的負擔還沒有卸

去，就不能跳到第二第三件事情上去禱告。如果整個聚會對於那件

事的負擔還沒有卸去，你就不能憑著個人的感覺把別的禱告塞進

去。總要摸整個聚會中的靈，總要進入整個聚會的感覺裡去。有的

事也許一次禱告就成，有的事也許兩次禱告纔成，有的事也許要三

次、五次的禱告，負擔纔卸去。不管次數多少，總是要把負擔卸去

了，禱告纔停止。三次禱告的原則沒有別的，就是禱告到負擔卸去

了纔了。 

我們要注意個人禱告和聚會禱告的不同。你個人禱告的時候，只

要注意你個人的負擔就彀了；聚會的禱告，是要注意這一個聚會的

負擔不是單注意你個人的負擔。所以，我們在禱告聚會中，要學習

感覺聚會的感覺。有的事情，禱告一次就彀了，不必多，因為聚會

對牠已經沒有負擔了。但是，有的事情，一次禱告了還不彀，還得

再次禱告。一個負擔沒有卸去，你就不能為別的事情禱告。要等到

負擔卸去了之後，你纔能換題目，你纔能從主那裡得著別的負擔來

禱告。我們在禱告聚會中，要學習一個人為這件事禱告，兩個人、

三個人、五個人都為這件事禱告。這不是說，一個人會自己禱告，

五個人會自己禱告，他們聚在一起就會同心禱告。同心合意的禱告

是要學習的。一個人會自己禱告，五個人會自己禱告，他們聚在一

起，還得學習一個新的禱告。學習如何同心合意的禱告，聚會的禱

告是要學習的，不是一起頭就會的。 

如果有兩個人同心合意求甚麼，神必要成全。(太十八１９。)這不

是一件小事。我們要學習感覺到別人的感覺，學習感覺甚麼叫作教

會的禱告，學習感覺一個禱告的負擔有沒有卸去，然後我們纔懂得

怎樣在聚會中盡禱告的職事。───十二籃(第二輯)   

【同舟共濟】 

分擔的重擔是一半的擔子； 

分享的快樂是雙倍的喜樂。 

自從開始晚上工作後，不但生活作息日夜顛倒，也連帶犧牲許多

社交活動，與朋友 碰面或電話聊天的機會大大減少，教會團契聚會

首當其衝從此告別。要趕主日上午 的崇拜，也在神與周公之間拉扯

掙扎，不少次就向我異常的生理時鐘俯首稱臣， 倒頭繼續大睡。 

即使戰勝瞌睡虫，勉強撐開惺忪雙眼參加崇拜和主日學，一結束

後就形色匆匆的急 著回家，補上一兩個鐘頭的午睡，然後整裝出

發，不是約會逛街，而是上班去也。 因為小女子的工作時間不僅日

夜顛倒而已，對週末與週間的定義，還與芸芸眾生完 全相反。所以

在大家精神飽滿的崇拜讚美，然後興高采烈的交通聊天之際，我卻

萎 靡不振，魂遊象外，或是根本芳蹤杳然，不見人影。 

待論到我的「週末」來臨時，眾英雄好漢白天工作努力打拼，晚

上則精疲力盡只想 休息，要挪出時間陪我串門子，大概得用牙籤撐

著眼皮才有可能。不過，這點基本 敏感度我還是有的，所以就盡量

學習獨樂樂，不去打擾別人。  

孤立岸邊人 

如此過不多久，我悚然發現原本在人際關係上就被動內向的我，

逐漸成為危險的教 會邊緣人。雖然我還是每週固定參加事奉，與弟

兄姊妹寒暄問候，但是卻未深入他 們的日常生活，他們的喜怒哀樂

我全然不知。愈來愈多陌生的面孔在我眼前出現， 碰個正著靦腆微

笑後，便趕忙擦身而過，專注下件事情。 

以往擔心與教會肢體間往來頻繁，容易介入蜚短流長裡。現在我

卻甚麼都聽不見， 和人也聊不起來。第一次瞭解「閒聊」有其特定

的基礎與功用，竊竊私語，交換情 報的兩者之間，需有某一點的共

通與親密，才能引發談論的興緻。暫且不論其內容 往往貶多於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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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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甚造就人之處，但是在一個自己參與的團體中，對於任何軼事趣 

聞或內幕消息一無所知，如同進入澈底消毒的無菌空間，不沾世

俗，卻毫無人氣。 

更糟糕的是隨著人際關係的疏離，連事奉也受影響。我事奉的重

點變成以事為主， 人為次要，力求做得盡善盡美，堅持忠於職守，

但是否觸摸人心，是否造就靈命， 只好以「無從評估」為藉口，避

免深思探究。一道看不見的圍牆，便在一週又一週 的流逝中築高加

厚。我依然出現在教會，依然參與事奉，但僅是忙碌的身體，與責 

任感驅使的工作表現。渴慕真道的靈魂悸動，我感受不到，苦樂同

擔的共濟之舟越 駛越遠，我卻孓然一身，孤立岸邊。 

接獲救生圈 

在這種逐漸隔離疏遠的情況下，一項我以前毫不在意，漫不經

心，有時甚至視為無 形負擔的活動，卻成了我的救生圈。兩年前，

團契一位姊妹開始推動電話禱告網。 當時身為同工的我雖也參與，

卻是形式多過實質，並未切身感到肢體同心合意共禱 的需要。偶爾

因忘記而錯過時，口裡雖向禱告同伴道歉，內心卻暗喜省略一次沉

悶 的例行公事。 

由於禱告同伴不斷更換，後來變成與師母一起禱告。不久之後，

我便因晚上工作， 影響對教會的投入與事奉而陷入困境。   

 禱告單上的新名字越來越多，大部份人我雖 見過，只是名字與

臉孔總湊不起來。所以若要為他們的需要代禱，我能說的只是列 在

禱告單上的禱告事項：「某某弟兄在找工作。」「某某姊妹身體病

痛。」該弟兄 或姊妹的個人背景和具體需要，我卻茫然不知。勉強

囁嚅幾句，諸如「求主帶領」， 或「求神醫治」之類的公式化禱

詞，便草草混過。深怕再說下去，會暴露我對他 們現況的一無所

知，甚至牛頭不對馬嘴，豈不更糗？  

窘迫得舒解 

幸好，一向就細心敏銳的師母，十分瞭解我的窘迫，卻未點破。

而是在禱告前，先 提起一些弟兄姊妹的近況，有時也順便談到家庭

背景，以輕鬆自在的方式，引領我 逐步進入情況。時間一久，縱使

再怎麼被動懶散，再怎麼行色匆匆，最終我總能把 名字與人對上，

那是一種很奇妙的感覺。對這些弟兄姊妹，我已經漸漸有某種程度 

的了解，至少知道他（她）曾經有過或正在經歷某個問題。所以開

口問候時，不會 漫無目標，不知所云，甚至在能力許可範圍下，還

能提供實際的幫助。 

代禱見奇效 

在這一年的學習代禱中，看到有夫妻在婚姻中不斷掙扎，當眾人

憂心忡忡，不甚看 好之際，他們卻行出幽谷，重見光明。有父母子

女觀念互異而時起紛爭，雖然未能 完全平息，但卻因獲得前往外地

就讀的機會，使得緊張關係大為舒解。有人身體不 適已經多年，並

且日益惡化，甚至有生命的危險，在數次進出醫院後，苦候多時的 

移植機會終於來到，及時轉危為安。我個人則因申請身份頻生波

折，過程曠廢，名 額停滯不前，束手無策而心灰意懶。但在眾弟兄

姊妹的關心代禱下，終究還是獲得 批准，放下心中一塊大石。  

神旨誠難測 

然而並非凡事皆能柳暗花明，化險為夷。禱告未蒙應允，或問題

未獲解決者，也不 在少數。一位弟兄患了癌症，全教會殷切懇求，

病況頗有進展，於是滿懷希望，原 來相信一定能戰勝病魔。卻不料

病情急轉直下，短時間內便撒手人寰，英年早逝。 我在失望之餘，

挫折感深重，雖知他已卸下世上勞苦，安息主懷，但頹然敗陣的心 

情，久久揮之不去。 

另一肢體家庭失和，甚至動輒拳腳相向。接受大型手術後，理當

安心靜養的她，不 幸屋漏偏逢連夜雨，打工的配偶車禍受傷，原本

不多的收入也隨之中斷。她的生活 頓時陷入絕境，不得不絞盡腦

汁，設法張羅。醫生囑咐好好休養的勸告，勢難遵循， 無法完全康

復的體力，也將威脅她重拾工作的計劃。人生境遇原本就有高低起

伏， 但雪上加霜，打擊不斷，連喘息的機會都成奢望，令人不禁懷

疑，流淚撒種真能歡 呼收割麼？  

愛心相聯繫  

我嘗試分析禱告結果的不同，想了解人的意念和信心，如何與神

的旨意及帶領互動 交流，但是卻不得其果，還弄得滿頭霧水，更加

迷茫。不得不承認造物主深不可測， 信仰本有其奧秘之處，有限的

人無法完全領會。得到這個結論，並未感到沮喪，反 而湧出敬畏之

心。矛盾可促成更深入的探索，質疑可激發更迫切的追尋，在坦然

面 對「我不懂」「為何會如此？」的疑惑之後，我祈願自己能謙卑

的投身於浩瀚無垠 的永恆神裡，而非將神縮小局限在我狹隘的理智

空間內。 

我終於領悟，禱告搭建了一座橋，使我一步步重返屬靈之家。縱

使我依然有許多人 不認識，對教會團契的狀況也不甚瞭解，然而禱

告提供了一個小小的立足點，在神 面前獻上對別人的關懷，也領受

其他契友對我的溫情。神的慈繩愛索，再度把我 與祂的眾兒女緊緊

繫住，攜手同奔屬天道路。── 優子   

【基督徒的的人生觀】 

【財富觀】約翰衛斯理是十八世紀出名的佈道家論到錢財── 

盡可能地賺錢。 

盡可能地存錢。 

盡可能地奉獻。 

【人生精華】有個初作祖母的母親，寫了一張卡片，給她剛生了女

兒的女兒，簡單幾行的人生精華──盡可能地教她學七十萬個單

字，但重要的是要她記牢：  

最偉大的字是神。 

最長的字是永生。 

最快的字是時間。 

最近的字是現在。 

最黑暗的字是罪。 

最壞的字是虛假。 

最深的字是靈魂。 

【活得精彩】 

對不幸者，活出憐憫。 

對軟弱者，活出幫助。 

對邪惡者，活出抵擋。 

對剛強者，活出信靠。 

對悔改者，活出饒恕。 

對幸運者，活出恭賀。 

對天父神，活出順服。 

【完全的愛】 

Slow to suspect----quick to trust,    少懷疑，多信任。  

Slow to condemn----quick to justify,   少定罪，多稱義。  

Slow to offend----quick to defend,  少攻擊，多護衛。  

Slow to expose----quick to shield,   少揭露，多遮蓋。  

Slow to belittle----quick to appreciate,   少輕視，多賞識。  

Slow to demand----quick to give,   少要求，多給予。  

Slow to provoke----quick to conciliate,  少找碴，多和睦。  

Slow to resent----quick to forgive.  少記恨，多饒恕。 

──飛揚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