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的旨意 - 第三週 禱告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晨更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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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一切的事,神都有祂的旨意, 但是祂並不單獨行
動；祂要地上人的意志響應祂的旨意,神纔有所舉
動—太六 10,约壹五 14~15：

贰

神的心意是要藉着信徒與祂聯合的禱告来成功祂的
旨意—10 节,约十五 7：

叁

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有效禱告,乃是神心願和心意
的發表,也是我們住在主裏面以及祂的話住在我们裏
面的结果—约十五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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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讀

以賽亞書 14:12-14
12 明亮之星,清晨之子阿,你何竟從天墜落！你這
攻敗列國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13 你心裡曾說,
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神眾星以上.
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在北方的極處. 14 我要升到
高雲之上；我要使自己與至高者一樣.
馬太福音 6:9-10
9 所以你們要這樣禱告：我們在諸天之上的父,願
你的名被尊為聖,10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
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腓立比書 2:12-13
12 這樣,我親愛的,你們既是常順從的,不但我與你
們同在的時候,就是我如今不在的時候,更是順從的,
就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自己的救恩,
13 因為乃是神為著祂的美意,在你們裡面運行,使
你們立志並行事.
羅馬書 12:11-12
11 殷勤不可懶惰,要靈裡火熱,常常服事主.
12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在禱告上要
堅定持續,
以弗所書 6:18
18 時時在靈裡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且
為眾聖徒祈求,
晨興聖言
團體閱讀

神的旨意 第三週,週一
《得勝的生命》第五篇：相信──‘但
是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
而活’；相信神的事實

週二 6 /30
歌羅西書 1:9-10,16-18;4:12
1:9 所以,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就為你們不住的
禱告祈求,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和悟性上,充分
認識神的旨意,10 行事為人配得過主,以致凡事蒙
祂喜悅,在一切善工上結果子,藉著認識神而長大,
1:16 因為萬有,無論是在諸天之上的、在地上的、
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
政的、掌權的,都是在祂裡面造的；萬有都是藉著
祂並為著祂造的；17 祂在萬有之先,萬有也在祂裡
面得以維繫；18 祂也是召會身體的頭；祂是元始,
是從死人中復活的首生者,使祂可以在萬有中居首
位；
4:12 有你們那裡的人,作基督耶穌奴僕的以巴弗問
你們安；他在禱告中常為你們竭力奮鬥,要你們得
以成熟,站立得住,在神一切的旨意上滿有確信.
馬太福音 7:21
21 不是每一個對我說,主阿,主阿的人,都能進諸天
的國,惟獨實行我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纔能進去.
馬太福音 26:39
39 祂就稍往前走,面伏於地,禱告說,我父阿,若是
可能,就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
照你的意思.
以弗所書 5:16-18
16 要贖迴光陰,因為日子邪惡. 17 所以不要作愚
昧人,卻要明白甚麼是主的旨意. 18 不要醉酒,醉
酒使人放蕩,乃要在靈裡被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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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要常常喜樂,17 不住的禱告,18 凡事謝恩；因
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對你們的旨意.
羅馬書 8:26-29
26 況且,那靈也照樣幫同擔負我們的軟弱；我們本
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那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嘆
息,為我們代求. 27 那鑒察人心的,曉得那靈的意
思,因為祂是照著神為聖徒代求. 28 還有,我們曉
得萬有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
意被召的人. 29 因為神所豫知的人,祂也豫定他們
模成神兒子的形像,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彼得前書 4:7
7 但萬物的結局已經臨近了,所以要清明適度,並且
要謹慎自守,以便禱告.
晨興聖言
團體閱讀

神的旨意 第三週,週三
《得勝的生命》第六篇 降服；還缺少一
件

週四 7/2

以弗所書 1:5,9,11; 4:14-16
1:5 按著祂意願所喜悅的,豫定了我們,藉著耶穌基
督得兒子的名分,歸於祂自己,
1:9 照著祂的喜悅,使我們知道祂意願的奧祕；這
喜悅是祂在自己裡面豫先定下的,
1:11 我們既在祂裡面,照著那位按祂意願所決議的,
行作萬事者的定旨,蒙了豫定,也就在祂裡面成了所
選定的基業,
4: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為波浪漂來漂去,並為
一切教訓之風所搖蕩,這教訓是在於人的欺騙手法,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三週,週二
在於將人引入錯謬系統的詭詐作為；
團體閱讀
《得勝的生命》第五篇： 信是已經得
4:15 惟在愛裡持守著真實,我們就得以在一切事上
著的,就已經得著了
長到祂,就是元首基督裡面；
4:16 本於祂,全身藉著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著
週三 7/1
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聯絡在一起,並
馬太福音 6:10
結合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裡把自己
10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 建造起來.
天上.
約翰壹書 5:14-15
路加福音 18:1
14 我們若照祂的旨意求甚麼,祂就听我們；這是我
1 耶穌又對他們講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 們向著祂所存坦然無懼的心.15 我們若知道祂聽我
灰心,說,
們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們所求於祂的無不得著.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18
馬太福音 9:38;18:18-19
9:38 所以要祈求莊稼的主,催趕工人收割祂的莊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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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捆綁的,必是
在諸天之上已經捆綁的；凡你們在地上釋放的,必
是在諸天之上已經釋放的. 19 我又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中間若有兩個人在地上,在他們所求的任何事
上和諧一致,他們無論求甚麼,都必從我在諸天之上
的父,得著成全.

羅馬書 8:26-27
26 況且,那靈也照樣幫同擔負我們的軟弱；我們本
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那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嘆
息,為我們代求.27 那鑒察人心的,曉得那靈的意思,
因為祂是照著神為聖徒代求.
歌羅西書 4:2
2 你們要堅定持續的禱告,在此儆醒感恩,

晨興聖言
團體閱讀

神的旨意 第三週,週四
《得勝的生命》第六篇 神要人看見自己
的不能

晨興聖言
團體閱讀

神的旨意 第三週,週五
《得勝的生命》第六篇 降服就是撒手

週五 7/3

週六 7/4

約翰壹書 2:20,27
20 你們有從那聖者來的膏油塗抹,並且你們眾人都
知道.
27 你們從祂所領受的膏油塗抹,住在你們裡面,並
不需要人教導你們,乃有祂的膏油塗抹,在凡事上教
導你們；這膏油塗抹是真實的,不是虛謊的,你們要
按這膏油塗抹所教導你們的,住在祂裡面.
但以理書 6:7,10,22-23(10);9:2,4,17,19
6:7 國中的總長、司令、總督、謀士和省長,彼此
商議,要王堅立一條律例,嚴定一道禁令,三十日內
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向任何神明或任何人求甚麼,
就必扔在獅子坑中.
*6:10 但以理知道這文書已經簽署了,就到自己家
裡,（他樓上的窗戶,開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雙
膝跪下,在他神面前禱告感謝,因他素常就是這樣行.
6:22 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獅子的口,叫獅子不傷
我,因我在神面前顯為無辜,我在王面前也沒有行過
害人的事. 23 王就甚為喜樂,吩咐人將但以理從坑
裡繫上來；於是但以理從坑裡被繫上來；身上不見
任何傷損,因為他信靠他的神.
9:2 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從經書上得知耶
和華臨到申言者耶利米的話,論耶路撒冷荒涼的年
數,七十年為滿.
9:4 我向耶和華我的神禱告、認罪,說,哎,主阿,大
而可畏的神,向愛祂守祂誡命的人,守約並施慈愛.
9:17 我們的神阿,現在垂聽你僕人的禱告懇求,為
主的緣故使你的臉光照你荒涼的聖所.
9:19 主阿,求你垂聽！主阿,求你赦免！主阿,求你
傾聽並行事！我的神阿,為你自己的緣故,求你不要
遲延；因你的城和你的民,都是稱為你名下的.

約翰福音 14:13-14,21;15:4-5,7,10-11
14:13 你們在我的名裡無論求甚麼,我必作成,叫父
在子身上得榮耀.14 你們若在我的名裡求我甚麼,
我必作成.
14:21 有了我的誡命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
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親自向他
顯現.
15:4 你們要住在我裡面,我也住在你們裡面.枝子
若不住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住
在我裡面,也是這樣.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
住在我裡面的,我也住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15:7 你們若住在我裡面,我的話也住在你們裡面,
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15:10 你們若遵守我的誡命,就住在我的愛裡,正如
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在祂的愛裡.
15:11 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
可以在你們裡面,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雅各書 5:17
17 以利亞是與我們性情相同的人,他懇切禱告,求
不要降雨,雨就三年零六個月不降在地上.
晨興聖言
團體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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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旨意 第三週,週六
《得勝的生命》第六篇 撒但的試探就是
要你動

撒母耳記上 1:11-12,22,26-28
11 她許願說,萬軍之耶和華阿,你若垂顧你婢女的
苦情,記念我,不忘記你的婢女,賜你的婢女一個男
孩,我必將他終身獻與耶和華,不用剃刀剃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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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12 哈拿在耶和華面前不住的禱告,以利定睛看
她的嘴.
22 哈拿卻沒有上去；她對丈夫說,等孩子斷了奶,
我便帶他上去,讓他朝見耶和華,並且永遠住在那裡.
26 婦人說,我主阿,我指著你的性命起誓,我主,從
前在這裡站在你旁邊向耶和華禱告的那婦人,就是
我.27 我禱告為要得這孩子；耶和華已將我向祂所
求的賜給我了.28 所以,我也將這孩子借與耶和
華；他終身都是借與耶和華的.於是他們在那裡敬
拜耶和華.
約翰福音 15:16
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乃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立
了你們,要你們前去,並要你們結果子,且要你們的
果子常存,使你們在我的名裡,無論向父求甚麼,祂
就賜給你們.
使徒行傳 1:14;2:42
1:14 這些人同著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親馬利亞,
並耶穌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堅定持續的禱告.
2:42 他們都堅定持續在使徒的教訓和交通裡,持續
擘餅和禱告.
啟示錄 22:20; 8:3-6(只讀)
22:20 見證這些事的說,是的,我必快來！阿們.主
耶穌阿,我願你來！
8:3 另一位天使拿著金香爐,來站在祭壇旁邊,有許
多香賜給祂,好同眾聖徒的禱告獻在寶座前的金壇
上. 4 那香的煙同眾聖徒的禱告,從那天使手中上
升於神面前.5 那天使拿著香爐,盛滿了壇上的火,
丟在地上,於是有雷轟、聲音、閃電、地震. 6 拿
著七號的七位天使,就豫備要吹號.
參讀 : 李常受文集 1959 卷 4 禱告的功課 2 章 11 節;
倪柝聲文集 第 22 卷 教會禱告的職事, 1 篇,
第 38 卷,第 44,59 篇,

報告事項：

Zoom 線上訓練
※ 7/03-12 夏季訓練
※ 7/09-19 北美大專院校訓練
※ 7/27-31 暑期真理學校青少年
紐 約 市 召 會
網站 www.churchinnyc.org 及 www.churchny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