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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 日課程筆記「禱告是生命的流露」   

讲员：周牧师  稻草堆小组記錄 

v 引言和鼓励 

欢迎各位同学，弟兄和姐妹。非常高兴能够再一次在线上跟你们见面。这是主的

恩典。我觉得能够常常每一个周末，周五，周六，在线上跟那么多爱主的同学见面。

在主里面相交，分享神的话语，生命之道。这都是主的恩典。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

觉得这是一种福气。虽然我以前在职的时候，我一直都是在媒体，新闻界工作，所以

也去了不少重要的场合，也见了不少很重要的人物，中外的人物。但是没有这种感受。

跟你们在一起对我来说，不只是上课，乃是大家一起来到耶稣的脚前，这一位看不见，

但很实在也很奇妙的主。他就是在我们中间。你能够相信他，因着我们领受了他的圣

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事实好像无法否认。无论到哪里，无

论环境如何，我们想到他就在我们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安全感，满足感，喜

乐和平安。这是内在的感受。所以，跟外在的环境没有太大的关系。当我们与主的关

系建立起来了，与主的联结越来越深的时候，我们就不太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环

境的好坏好像不能够改变主与我们同在这个事实。物质的丰富，缺乏，外在的居住条

件，所谓衣食住行的条件好或不好，都不太能影响我们内在与主的关系。内在生活的

宝贵就在这里。 

v 吃主喝主领受主的生命 

感谢主，我已经几十年了，五六十年了，活在这样一个光景里头。我相信你们如

果坚持下去，这个内在生活一定是越来越好。如果是用保罗的话来说呢，是荣上加荣，

意思就是越来越荣耀。荣耀不是外在的，乃是这位荣耀的主在我们里面。我们与他的

联结越来越深，越来越多的时候，当然是荣上加荣，就是越来越荣耀。可是秘诀就是

要持续，要坚持下去。我每当听到有的人走回头路了，退却了，像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也是这样，这个在圣经里面都有记载。尤其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讲到他的肉

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吃他的肉喝他血的人，里面就有生命。不吃他的肉不喝

他的血的人，里面就没有生命。他的话讲得那么简单。因为他就是生命。他所说的，

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他的意思不是指着他肉身的肉和血。当然那个时候主还在肉身

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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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今天在说同样一句话的时候，我们的意思也不是指着肉身的、看得见的这

个血肉之体，主的意思，还有今天我们活在圣灵里面，跟随圣灵的人懂得神的圣灵的

事的弟兄和姐妹，我们就知道，就是领受主的灵，还有他的话。他的话就是生命之道，

不是人所说的话。人的话好多都是白话，都是废话，甚至有时候是伤害别人的话。但

是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約 6:63)主要我们来领受他的灵和

他的话，就是在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他的灵是赐生命的灵，是赐能力，赐智慧，赐

圣洁公义谦卑柔和，还有更宝贵的是爱，这都是从他的灵来的,就是他的生命的意思。

他说我给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意思是我们要从灵里面，从经历里来领受他的话。这

就是吃他的肉。他的肉就是他的生命。当他讲到要喝他的血，這血是主耶稣在十字架

上的救恩,因为他的血是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流的。主的意思是，「吃我的肉，喝我

的血，也要领受我的灵，领受我的话我的生命之道，还有要领受我的救恩。」 

v 这么大的救恩 

所谓十字架的救恩，是临到全世界万民的，凡信的人呢都可以得救。都可以享受

这个救恩里面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然后第三天复活，这个救

恩大到一个地步，圣经说，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大的救恩，因为太大了，

这个救恩是主耶稣亲自所讲，亲自为我们成就，而且听见，看见的，然后也证明了，

也传讲了。而且神差遣他的圣灵，将他的灵浇灌下来，他要用很多的神迹奇事来证明

这个主所成就的这么大的救恩。两千多年所有传道人传讲这个救恩的，两千多年了，

还在传讲。这个世界上多少万的人在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尤其在今天这个科技时代。

以前都得要亲自本人出去宣教。现在高科技的时代，一上了这个网络，全世界你就可

以找到，还在传，多少人在传，讲不完。 

在这千千万万的这个传道人，或者是宣教者，传福音者的里面，你我都在其中。

我不过是其中一个。我已经传了几十年了，还没有传完，好像讲不完。你们现在在线

上的人，一旦被圣灵充满了，我知道在线上也有不少，我们在一同做主的工,就是说

都在传讲主的道。你在圣灵的恩膏里面，你已经经历到的事，讲不完，为什么？这个

救恩太大了，太丰富了，太丰富了。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来领受享受。那今天全世界有

七十多亿的人口，只有二十亿的人是基督徒。但是真正进入了主的救恩的人，究竟有

多少呢？可能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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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所谓信耶稣，就是上教堂，就是说信耶稣得永生，信了耶稣就得救了。离

开世界的时候，就上天堂了，然后，就上教堂去做礼拜，听道，你们回到家里，他还

是他，原封未动，生命毫无改变。这一类的基督徒，只能称为是基督教徒，他们是教

徒，而不是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乃是圣灵在他里面，基督的灵住在他的里头，基

督的生命，从他的身上有显明出来，有活出来。他懂得什么叫做吃主的肉，喝主的血,

因为就是他经常所做的事。 

我们天天都需要来领受主的道，主的灵，就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而且主耶稣

他用这个吃喝，来讲到我们不能没有他。我们必须要天天的来领受，好像旧约时代以

色列人，他们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到野地里去捡吗哪，每天都是这样。每天都要来领受

天上降下来的吗哪。是喂养他们肉身的在旷野生活的食物。在预表方面就是指着要来

的真正的吗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了新约, 主耶稣被称为是「隐藏的吗哪」，

就是说我们需要来等候他，需要来寻求，要追求，不断地要来追求。所以主耶稣说，

天国是努力的人才能进去，说你们要努力的进天国。 

这个天国不是一个地方，就是在基督里面，就是在他的里面。因为他太大了，所

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他的里面。天国或者神的国，特别是指着神的

内容，神的丰富，或者说是指着圣灵的丰满，圣灵的内容。因为圣灵是那充满万有者，

他是充满教会的。《以弗所书》第一章最后一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

者所充满的。你我这个身体是一个外壳，宝贵的是我们的里面的灵和魂。因为人所有

的丰富，他的内容，都在他的魂和灵的里面。我们常常所说的灵魂，是这个真正的人，

我们这个人的内容，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情感，意志，等等，都在我们的灵魂的里

面。 

所有在神里面一切的丰盛，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说

到测不透的丰富，就是神那测不透的丰富，都在他的圣灵里面。我们能够来汲取，能

够来享受，除了在他的圣灵的里面来领受之外，没有地方可以得到。在圣灵之外我们

无法经历和享受神里面的丰富。我们只能够用理性去理解，只能吸收一些知识资讯。

现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你一打开电脑，资讯好多，可是那不是我们的生命。我们

不能靠着这些资讯来活着，我们身体必须靠着食物，就是必须要吃喝，耶稣说要吃喝。

照样的，那让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魂活得健康，茁壮，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那个

满足感。就需要有更多的与主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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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聚会要天天的吃喝，是在灵里的吃喝。不是用我们的嘴巴来吃喝，乃是在灵

里面来领受主的话，主的灵。上课就是来吃喝, 就是来与主联结，与圣经联结，与

圣灵联结，就是在吃喝享受主；在圣灵里，在他的生命之道里面的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我们所需要的那个灵粮。新约的圣经所以说隐藏的吗哪，就是如果我们不留心，不懂

得怎么样来领受主的道，不懂得怎么样在灵里面来吃喝主，吗哪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隐

藏的，还没有显明出来。 

v 祷告中跟随圣灵与神连接 

怎么样在祷告中来跟随圣灵,不是在这里传递一个方法，所讲的实在就是对于主

的一个经历。我们与主联上了以后，也就是我们开始要经历他的时候。一个联结以后

所拥有的情况，祷告就是跟神说话。我们不是用方法，例如我们说话像是天上的一个

小孩子，刚生下来他不会说话，只会哭,他要什么东西他就是哭,小 baby 都是这样。

慢慢的，他可以发声音，然后就开始长大，叫妈妈，爸爸。一点一点的来，他是一个

生命，不需要教，他长到一个时候，他自然地就会说话了，到了后来，他可以讲成句

的话，也不需要教的，到时候他就会了。我们的祷告，实在是我们在主里面生命的成

长。当然，今天你要是跟那些还没有领受圣灵的基督徒来讲这个在祷告中跟随圣灵，

他可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只有我们这些被圣灵充满了，对圣灵或多或少有一些认识

有些经历的人，我们才懂得。 

很多在学习跟随圣灵的都懂我在说什么，但是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你还是在

传统的教会里，从来不讲圣灵或者跟从圣灵，被圣灵充满这一类的真理，那你只知道

一些圣经的知识，也知道到了教会或者是去了教堂该做什么，但是讲到跟随圣灵，可

能你还是不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网校不能不讲圣灵，因为不讲圣灵我们无法跟神

连接，我们与这位是灵的神无法发生关系。他和我，我和他好像还是离得远远的，这

就是好多基督徒总觉得神离他好远。但我们这些领受圣灵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我

们都知道，主就在我们里面，我们都相信圣经所说的，他离我们不远，主的道离我们

不远，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我现在跟大家在说的时候，觉得主就在我的身

边，就在我的里面，就在我心里。常常在讲课或者是讲道的时候我是在享受主的同在，

当我讲到主的救恩的时候，是因为我尝过了主恩的滋味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v 新鲜的恩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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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们这些有同样经历的人，你在听道也是在享受，我听道也是在享受，以前我

们在美国，跟我们关系最深的纽约立巨屋教会的牧师，现在他到主那里去了，就是吴

老牧师，每年他在纽约的营地都有特会，我每年都去，去了二三十年，每年我去听他

讲道，我就是在享受，虽然他讲的好多东西我都听过好多遍，可是每一次听的时候都

是新鲜的，很奇妙，因为他是在圣灵里，在恩膏里，神所膏抹的一个仆人，所以他即

使讲他的见证，我听过了可是再讲还是新鲜的，因为圣灵的恩膏永远是新鲜的，圣灵

的恩膏就是更新的灵。如圣经所说的，圣灵的更新，就是神的恩膏，我们之所以一直

需要活在恩膏里面，我们才能保持我们在主里面的新鲜，对主爱的新鲜，讲到主的救

恩，无论是那一方面，你在圣灵的恩膏里面就是新鲜的，永远不会成为人的话，陈腔

滥调，永远都是新鲜的，因为圣灵是新鲜的是做新事的灵，圣灵所说的话，虽然是同

样的话，每一次都是新鲜的，圣灵要借着圣经说话，虽然经文没有改变，但是那个话

每一次都是新鲜的，而且常常有新的意义，新的意思让我们领会。所以我们在主里面，

彼此都是新鲜的。 

赞美主，讲到这里我要唱快乐歌：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

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啊， 耶稣真爱我。我快乐，圣灵充满我，

我快乐，圣灵充满我，我快乐，圣灵充满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啊，圣灵充满我。 

当你唱这歌的时候，就可以领受圣灵的充满，今天在课堂上，还没有被圣灵充满

的弟兄姐妹，你还有没有领受圣灵充满的，这就是机会，你唱的时候你用你的信心这

样来领受的时候，圣灵就来，圣灵一定会来，圣灵已经来了二千多年了，神一直都在

做浇灌的工作，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一起举起手来领

受圣灵充满。 

v 祷告前心先安静下来 

荣耀归给主赞美主，我讲课时也是享受，我相信你上课也是享受，你要把上课当成一

种享受，真的是在灵里吃喝主耶稣，那么你就很喜欢上课，这就是为什么当初教会他

们天天聚会，天天擘饼交接，天天领受主的话，主的灵。讲到祷告，就是与神讲话，

这是最普通的说法，就是与主连接，我们祷告跟随圣灵，先要与主连接，无论是我们

个人祷告的时候，或者在一个小组里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的时候。 

我们都有参加过所谓的祷告会，很多的教会，比较好一点的都有祷告会，查经，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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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定是有的，可是那个不是最重要的，其实最重要的聚会乃是祷告会，祷告会就是

与神讲话，与神连接，与神相交，让他带领我们。像我们网校也有一些在线上的祷告

小组，每一个信息开始都有姐妹把祷告事项列出来，这个是很好的，但是当我们要来

实行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照单子来念，我们祷告的时候，先安静下来，首先心要静

下来，静下来就很容易与主连接，静下来以后，就很容易感受到圣灵或者圣灵的感动，

要知道我们信耶稣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跟从前不一样，从前我们没有信主以

前我们所拜的都是假神，都是一些泥土，或者石头木头，更好一点也许什么金银宝石

比较贵重的，都是偶像，都是假神，以前我们所拜的可以说都是那些偶像背后的邪灵

或者说魔鬼，我们信了主以后，所拜的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我们先从《哥林多前书》12 章读起，有圣经就请你打开，要记得读圣经，比听道更

重要，一般人到了教会，带了耳朵去听，却没有带着眼睛与心，去看神的话，去读神

的话，用心去读神的话，吃神的话，把圣经当神的话来吃下去。《哥林多前书》12 章

前面 3 节，我要表达的都在这三节里面：「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

不明白，」要注意，这里所讲到的属灵的恩赐，不是单单指着说方言，翻方言，神迹

奇事，医病赶鬼，不是单单这些包括在里面，这里所讲属灵的事，所有关于圣灵的事，

都是属灵的事，他在这里所讲的都是跟圣灵有关的事，所以他就说，弟兄们呐，论到

关于圣灵的事，跟圣灵一切有关的事清，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神的心意，他愿意我

们都知道，我们与圣灵的关系，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做一些什么，我们没有信主以前，

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我们是什么样一个光景呢？ 

第二句就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事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

是你们知道的。我们都知道没有信主以前，没有遇见这位又真又活的耶稣之前，我们

都是受了欺骗，受了撒旦的欺骗和邪灵的迷惑。第三节要注意：他说，「所以我告诉

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因为他是真神，他是救主，若不

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信了主

以后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会感动我们，我们有时候说到圣灵的声音，不是我们听的见的

声音，圣灵的声音就是圣灵的感动，圣灵会感动我们，他会给我们有感觉的，他会给

我们有直觉，有感觉，有意识，有激动，有触动，有时候下意识的他会让我们知道这

都是圣灵在感动,也就是圣灵在说话，那我们不只是在祷告的事上，我们要注意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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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里面的感动。 

所谓在祷告中跟随圣灵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太急促，你来和弟兄们一起祷告的时候，

先安静下来，即使是个一两分钟都是好的，因为我们的心安静下来以后，就比较容易

能够感受到那圣灵的动向，所以我们不要急着一开始就把祷告事项列出来，那个不是

祷告，那个是照单子念，那个就像网上广播事项一样，祷告就是向神表达我们的心意，

祷告是能够照着神的意思，所谓神表达他的心意，用安静的心，然后我们的灵觉来感

受神的带领，他的方向。 

有时候，在一个祷告聚会里面，两三个人同样的同被一灵所感，有的人可能有这样的

经历，他祷告的就是刚才我感动，我慢了一步，他就开口了，没关系，都一样，他在

跟随圣灵，圣灵感动的，圣灵的意向，圣灵的意愿通过他的口说出来，那就知道，神

在我们中间，是圣灵在我们中间带领这个祷告聚会，不是你在带，是圣灵在带。当然

如果你负责这个小组聚会，当然你得让弟兄姐妹知道，今天需要祷告的事项，或者为

个人，为家庭，为教会甚至为国家，要记得我们基督徒要常常为那些执政掌权的，就

是为国家在位有权柄的祷告，我们为他们祷告神垂听，就是可以平安度日，这个不仅

是跟我们个人，跟所有的国民国家都有关系，圣灵会带领我们，圣灵会感动我们。当

然，有时候我们要表达我们的心愿，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我们都可以带到神面前来，

来向神求。在圣经里面讲到祷告定义，我要稍微趁这个机会说一下，好让我们对于祷

告这两个字的领会不要局限在祈求，我们的祷告，我们一开口，就是神呐，求你做这

个，求你做那个，哦求你这样，求你那样，这是祷告里面的一部分。 

v 祷告的定义 

我很喜欢保罗对祷告所下的定义，特别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那里，他鼓励提摩太，

他也嘱咐提摩太要去鼓励众人，《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开始就说，「我劝你第一

要为万人恳求」，他这里讲到：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第二就是祷告，第三代求，第四

祝福或者是祝谢，你看他讲到祷告的时候，他就分成这个四种，然后他在《以弗所书》

讲到祷告的时候，讲到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口唱心和的，就是受圣灵的引导，口唱

心和的赞美，用颂赞，用诗歌，用灵歌这些都包含在祷告里，就是我们与神的交谈里

面，我们对神的表达里面。 

所以，我们一讲到祷告，基本上就是与神相交，比如这个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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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与神交通的人，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这个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就是他无论

什么事情，他都是要去问神，要寻求圣灵的引导，要去求问神，好像圣经里面那个大

卫，他每一次去打敌人的时候，他都要求问神，我可不可以去？神说你可以去，我已

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然后他就去，这个是祷告，大卫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

个与神相交，他是一个寻求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他是一个活在神的心意里面的

人。所以祷告的人，我们不要再领会说，只是求，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要有一个与

主相交的生活，就是与主连接的生活，甚至也可以说，我们要有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

活。因为如果你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你一定是一个常常与主说话的人。 

v 持续与主相交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17、18 这个三节，这三句话就是，「常常喜乐，凡

事谢恩，不住的祷告」，因为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首先是要

常常喜乐，感谢主，刚才我们唱的那个歌，我们就是与主相交，祷告广泛的意义就是

与主相交，与主交谈！我们用诗歌，用感谢，用赞美，与主相交。第二句话那，就是

不住地祷告，我们对这句话的领会要记得，不要一直求好像不住的求，不是那个意思，

不住的祷告就是不断地与主有相交，就是与主不间断的有交通。这就是我所说的，祷

告的生活，这是一个祷告的人所有的情况，就是不住的祷告，也就是我们常说保持与

主的连接，如果你一直都与主连接的话，你的祷告是很自然的是不是？ 

主感谢你，主啊，我该怎么做。主啊，我谢谢你这么爱我，就是很自然的，你的心意

这样表达出来，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祷告，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个不住的祷告。然后，

就凡事谢恩，我们谢恩的事情真的是很多，这里所说的「凡事」，不是说我们得到什

么好处才谢恩，外邦人也知道，他得到什么好处，他就是不信，他也会谢谢老天爷，

他不知道老天爷是谁。我们凡事谢恩，我们所看为好的坏的，都要谢恩，因为你要看

那个事情的结果。你相信圣经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

你相信这句话的话，你凡事就谢恩，好的坏的你都谢恩，因为你知道这是为你效力的，

这是叫你得益处的。 

昨天我在微信上报道一个车祸。有一对夫妇带着他的孙儿坐在汽车里面，那个汽车驾

驶员不知怎么就失控了，就撞到另外一个车上，然后这个车子又翻了，这一对夫妻带

着小孩在车子里面，汽车这样翻，他们只有肩膀跟头部有一点挫伤，其他没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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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在那最危险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样来祷告，他们就喊哈利路亚，真的是哈利

路亚，哦，主他是随时随在的，那时候很明显的主的手在托住这一家三口，包括那个

小孩子在里面，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势这样，我们的神他与我们同在，我们通常都是注

意感觉，我怎么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我们没有信心，我常常说，不要凭感觉，你要

相信神他永远与你同在，因为他的话是那么说的，他说我要永远与你同在，要住在你

的里面，一直到这世界的末了，我们不需要等到危险的时候忽然发现神与我同在，他

保守我，其实他早就与你同在，他保守你，一直在你的里面，只要相信圣灵在你的里

面，就是神在你的里面，神的同在，不但他与我们同在，而且他的同在是可以越来越

多的。 

v 被圣灵充满，领受主的恩膏 

这就是我非常鼓励弟兄姐妹，要常常的被圣灵充满，要更多地被圣灵充满，要再三的

被圣灵充满。大家一般都有听道习惯，但要常常的领受圣灵，领受神的的恩膏。我们

每一次个人祷告的时候，或者在聚会中祷告的时候，你都要领受，都可以领受。带领

聚会，你们今天上课的传道人，带领小组聚会的时候，不要忘了，每一次要领受主的

话，每一次也要领受主的灵。领受主的灵不一定是每一次那么大声喊叫，有的时候是

有这个情况，那是圣灵做的，不是我们可以制造的出来，有的时候就是在安静中领受，

我常常一个人在安静的时候，我就举起双手领受，主的恩膏，主啊，我就说主充满我，

主啊恩膏，更多地恩膏。我这样一面心里面说，一面就用信心这样领受。要问我，我

的恩膏是怎么来的，就是这样来的，很简单，你如果有这样一个简单的信心啊，你常

常这样这样领受主的恩膏，主啊，更多充满我，主啊，更多用你的爱充满我，主啊，

我需要更多你的谦卑你的柔和，你都可以求，主耶稣说求就必得着，他说凡祈求的就

得着，这是他的应许，我们越简单越好。 

祷告广泛的意义就是与主连接，就是与主相交。有时候有定时的，比如你在灵修的时

候，就是与主相交的时候，这个灵修要记得，不是守律法，不是做一个宗教的活动，

你早晨起来你读一章圣经，或者是三章圣经，然后就有点代祷，把代祷的名单念一念，

然后你就祷告完就走了,这样不是灵修。讲到灵修，台湾今年新出来的一本灵修手册，

书名叫做《扎根于神》，在台湾印刷的，在国内没有印。另外有一本新书，就是香港

方舟出版社出版的，《基督的新妇》，这个副标题就是「从雅歌来看神所要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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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跟随圣灵祷告的具体实行 

这本书里面讲到怎么灵修，什么是灵修，有 31 天，每一天你都可以照着这本书所讲

的进行，就是与主的连接，简单说，祷告就是与主的连接，祷告有不同的方面，有代

祷，有恳求，有祈求，有祝谢，有谢恩，有赞美，这都包含在祷告的范围里，跟随圣

灵的祷告，《哥林多前书》第 12 章，重点就是「感动」。 

什么时候我们容易有圣灵的感动，就是我们安静的时候，心静下来的时候很容易，我

们的灵觉开始敏锐，很容易能够感受到圣灵的意向，有时候他会突然把一个人的名字

放在我们里面，或者那在祷告聚会里面，今天可能报告了五项祷告的事项，这个五项

不一定是你一个人都来包办，不是这样，你就是在没有开始祷告之前，就安静下来，

注意圣灵的感动，哪一项是圣灵让你祷告的，或者你对这几项的事情，你里面比较最

关注的，负担最重的，对你来说，就是圣灵要你祷告的，要记得，你不一定每一项都

要祷告，好像照本宣科，不是这个意思，跟随圣灵是一种活泼的，那如果没有感动，

你也可以不祷告，或者你有一首诗歌能够配合这个祷告，或者能够鼓励弟兄姐妹的祷

告。譬如有的诗歌是说 :「主啊，你要教导我们怎样祷告。」 

我们常常有时候在祷告聚会里面，就唱一些短歌，譬如神真是好啊，神听我们祷告，

神作了大事，这个也是祷告的一种，但是你是跟着圣灵来唱的，虽然你不是在用你的

话来祷告，你是用诗歌，你的内容就是祷告，对神来说你是在向神表达，或者说你是

在跟随圣灵，要把神的心意啊，借着你领受的感动的诗歌唱出来，譬如说神听祷告，

我们常常说，神听祷告，god answers prayer，常常你一唱出来，那个还没有祷告

的人那，他就受到鼓励说，神听祷告，我要祷告，也许他个人有一些他个人的事情，

他不便在聚会里公开说出来，但是这个也会加增他的信心，鼓励他，神听祷告，我要

祷告，我要不住的祷告，我要祷告那不灰心。 

v 祷告不可灰心 

主耶稣他也鼓励我们祷告不要灰心，他用那穷寡妇来到那不义的官的跟前来求，求他

伸冤，作比喻，这个穷寡妇一再的来求，一再来求，然后这个官，也许是个法官，他

不耐烦了，哎呀，免得他再来搅扰我，我就答应他所求得吧，主耶稣就说了这个比喻，

他说你看这个不义的官，他还能够答应寡妇的祈求，何况你我是神的儿女，我们的阿

爸父岂能不听我们的祷告，他是垂听我们祷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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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是讲到，祷告不要灰心，你不要说，哎呀我已经求了两三年了，都没有得到答

应，然后你就放弃了，即使有时候你放弃了忘记了，神没有忘记，神他纪念，他知道

你祷告了两三年了，突然有一天你所求的神应允，实现了，那个时候，你才知道，所

以我们的神，要记得，他永远是信实慈爱的神。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需要

都可以告诉他，我也说过讲到我们个人祷告的时候，上一周的课里我有提到，就是《马

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教导我们个人祷告的时候不要重复说很多的话，甚至于主耶

稣说，你们所需用的你们在没有祈求以先，你们的天父就知道了，所以他要我们先求

神的国跟他的义。 

v 为家人祷告不可灰心 

神的心意是什么，他的国要降临，他的福音是天国的福音，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有

一个人沉沦，他愿意你我所有的人，都能进入他的国里来享受在他里面的丰富，这是

神的心意。他的国降临，用我们普通的话来说，愿意万人得救，你家里面，你的亲人

还没有信主的，我知道有的弟兄姐妹的家，就是他一个人信了主，他全家人还没有得

救。但是圣经的话是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因为神的救恩，是以家

为单位的，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所以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你家里还有人没有信主，

尤其是只有你一个人信了耶稣，你要祷告，你要与主连接，连接的时候要常常纪念你

的家人，全家的人，好像你要来提醒主说，主啊，你的话岂不是说嘛，你当信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吗，主啊，现在我信了耶稣，只有我一个人，你的话是说，我一

家都要得救啊，主啊，求你要救我一家的人，你就一直这样祷告，神就会做事情。 

慢慢你就会看到，你家里头的人会得救，一个一个的，有的可能你会看到，有的呢，

可能你离开世界以后你的祷告得到神的答应，你的家人都得救。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

他不愿一个人沉沦。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神哪，这不是你说的吗，你的话不是这么

说吗？要有这样的信心。好像这样子认定神，因他的话这样，那神非做不可。 

有的人他最后信福音，可能受洗的机会都没有，那么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还不知道

他到底得救了没有。我们只能够相信他的话，他愿意万人都得救。也许这个人，你给

他传福音了，也许你也带他做了一个决志祷告，他也跟着你祷告了，后来他们病重了

可能就去世了，那么他到底得救了没有呢？这个时候啊，你只能信神的话，我们该做

的都做了，福音也传了，也带他做了决志的祷告，他没有机会受洗，没有关系，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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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说你非要受洗。两个强盗，跟耶稣同时钉十字架的，其中有一个信了耶稣，他没

有受洗，那耶稣就说:「你今日就和我一同在乐园里了。」就是他得救了,我们只能相

信主的话。 

《彼得前书》第 2 章第 3 章就是那些死了的人，灵魂在阴间的，彼得告诉我们说主

的灵都会去传福音给那些在阴间里面的人。是在《彼得前书》第 3 章 19 节那里说:

他藉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监狱」就是阴间，给被关在阴间的灵

魂听。就是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神容忍等待不信从的人，那个时候没有相信，

但是他们的灵魂被关在监狱里面，神还是藉着他的灵去传福音给他们。 

所以，一个人得救不得救完全在神的手里头。对神来说没有太晚，只是对我们有太晚。

所以，我们应当趁着还有今天，趁着还有机会，把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尽可能的传给家

人，然后对我们周遭的人尽可能地传。当然我们这个传不是像一般说:你信耶稣就上

天堂不信耶稣就下地狱。不是这么说话，你要把你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你可以跟他分

享。更重要的就是你把耶稣他的生命，他的爱能够从你的身上活出来，这是最有效的

传福音，也是最有力量的传福音。等到别人问:你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个时候你说:

是耶稣。你这样一说那么别人就认识这个耶稣这么好。 

v 跟随圣灵的感动 

当你在祷告聚会中，跟人在一起开口祷告的时候，要记得耶稣所教导的，不要说重复

的话，不要在你的理性里面，不要做文章。不要想到说，会不会祷告，我祷告的好听

不好听？你什么时候这样一想什么时候你就是落在肉体里面，你就落在魂里面。圣灵

一给你有感动，你马上就开口，有时候会很奇妙！你只要有一个感动一点感动，你一

开口祷告，下面的话就会出来。圣灵就会带领你。这有一点像什么呢，这个像讲到圣

灵恩赐运用的时候，像说方言哪，翻方言哪，还有说预言哪，有这一些恩赐的人，基

本上都是圣灵的感动。他们对圣灵感动比较敏锐。一有感动他们就说出来。 

比如说方言的，这个方言的恩赐是圣灵所赐的，也只有那些被圣灵充满、受了圣灵洗

的人他才会说方言，才会用方言来祷告。说方言有这个恩赐的，你有感动你才说，尤

其在一个聚会的里面，主要藉着你的方言传递一句话或者一个信息，你有感动你就说，

因为神给你这个说方言的恩赐你就说出来。如果神给你有翻方言的恩赐，也是感动，

这个翻方言的恩赐有的时候是说的人他会翻，有的时候是另外一个人翻，无论是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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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是翻方言，都是有圣灵的感动。他的感动有时候只是一句话，比如说方言的有那么

一个感动他就开口方言就出来，没有感动他就停下来。 

个翻方言，往往圣灵给他一句话，他听不懂那个方言是什么意思，但是圣灵给他有一

句悟性的话，是他懂的，所以他就顺服这个感动，就把这个悟性的话就说出来了，很

奇妙的，常常第一句话一说出来，下面的话接着就来了。那是圣灵说的，不是他，是

圣灵。说方言是圣灵，翻方言是藉着人的口，藉着他给某某人的这个恩赐。那说预言

也是这样，也是圣灵的感动，然后他就照着圣灵的感动说预言。例如祷告，我们要是

学着也跟随圣灵来祷告的话，就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有时候你祷告出来的，尤其是你为

人祷告的时候，要记得我们在一个聚会当中为某某人祷告，他有个特别的需要或者是

他要远行，然后为他来祷告，大家为他来祷告的时候手按在他身上，这个时候你不要

很快的马上就说，要等一等，看看灵里面圣灵有什么话给你没有，有时候他会给一句

圣经的话。照着圣灵给你的感动或者给你的话或者给你的意念你就祷告出来，你如果

这样跟，慢慢的，你祷告出来的，就是他所需要的。也许是一句圣经的话，也许是你

有了感动所说的那句话，那句话真是他所需要的，正是他需要听的，需要我们祷告的，

常常会有这样一个情况。 

例如：我有一次在台湾，是在一个长老教会里面，是一群师母，她们有一个祷告

会，邀请我去参加，我最后就为她们祷告，为某一个师母祷告，我就是照着灵里面的

感动这样祷告，因为我也不熟悉我也不知道她们的需要，我就照着灵里面的感动我就

这样继续祷告。祷告聚会完了我就出来，带我去的这一位现在也是牧师了，他就跟我

说:周牧师啊，你怎么知道我们中间的情形？ 其实我不知道，圣灵早就知道，我是

照着圣灵的感动这样祷告出来的。 

还有一年哪，在新加坡，我到那里有几天的聚会。第一天的聚会完了，圣灵也做工。

第二天聚会完了，有一个老姐妹八十几岁了她走过来就跟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教会

的情形啊？因为我在讲道的时候我当然是照着圣灵的感动这样说。她说我把他们教会

中间的问题都点到了，她说你怎么知道？我根本不知道，是圣灵知道。所以我讲这个

祷告，在祷告中跟随圣灵啊，也是我自己的经历。也是我常常在讲道中跟随圣灵的一

部分。我可以说学习五六十年了，我都是学习跟随圣灵，无论在哪方面我都学习跟随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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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随圣灵当然，第一是圣灵的感动，第二是有圣经的话，第三有环境的印证。因为

我相信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是会感动我们的，正如《哥林多前书》12 章所说的:因为我

们所信的不是哑巴偶像乃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他会感动我们，我讲

道他也会感动，我要做什么决定也会祷告等候，让他给我有感动。环境上的印证，为

什么呢？因为我相信万事万物都互相效力，这句话另外的翻译呢就是:神在万事万物

中来作工。是叫我们得到益处，叫所有爱他的人得到益处。换句话说这个宇宙中的万

事万物都在神的控制，都在他的掌控调配之下，我相信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都有神

的美意在其中。 

他容许的即使是出于魔鬼的，如果神不许可的话魔鬼也不敢动什么。那我们就是要知

道都有神的美意，我们就要等候。这些都是我学习跟随圣灵的一些基本的态度，那么

当然这几次的重点都是祷告，我想我就多讲一点关于在祷告中怎么样来跟随圣灵。 

l 总结： 

重点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记得要跟随圣灵的感动，不要急促。来到神的面前，圣

经也教导了，我们的脚步不要太快，不要急于开口，他说这样的话我们就像愚昧人献

祭一样。等候圣灵的带领，要相信在我们里面的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恩膏在凡事

上会教训我们。当我们在凡事上跟随这个恩膏的时候，要记得我们就是一个住在主里

面的人，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就是一个祷告的人。祷告是他的生活，住在主里面是他

的生活了。 

不是说他不做人不做事，还是照样做人做事，但是他不一样，他是跟主一直有联结的。

就好像圣经里面第一个提到与神同行的就是以诺，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圣经说并且

生儿养女。就是当我们讲到祷告的生活，我们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是住在主里面的

人。要记得我们不是不做人了，生儿养女就是一个家常事，我们还是要做人，做父母

做丈夫妻子，做儿女或者养育儿女。我要服侍主，我们各人有各人的行业，还是要做，

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里面与主联结。我们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我们凡事是让圣灵的恩膏来教训我们，带领我们的人。如果你是在地上这样生活，你

就是一个活在天上的人。你就是一个把神的国带到地上来也就是让神的旨意藉着你一

个人通行在地上如同通行在天上一样。这就是主耶稣他所要我们的祷告。赞美主，那

我们就注意这个祷告就是与主的联结，实在说来就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对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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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和经历，然后记住我们的祷告在各方面表达出来。 

哈利路亚，大家把眼睛闭起来，心转向主，赞美主！手放在心头，主啊谢谢你！谢谢

你，你就在我里面。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你教导我们过一个祷告的生活，哈利路亚！ 

诗歌：“居主里，居主里，哦，何等甘甜，我安息，安息，在救主脚前。” 

这也是祷告。赞美主，赞美主！更深地与主联结，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安静的时间等候

在他的面前。最好再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十分钟甚至于更长的时间。哦，就是更深地

与主联结，让你以后那个祷告的生活更扎实，真的是扎根在神的里面。 

l 祷告 

哈利路亚！感谢主今天的带领。保守每一位在课室上的每一位你所爱的儿女，你所爱

的仆人和使女。主啊，让每一人都能成为祷告的人，而他们的生活就是一个祷告的生

活，带我们进入这个属灵的实际，谢谢你今天所有的教导。谢谢主，保守我们每一位

一直在你的同在中，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