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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认识耶稣：耶稣是祷告的人	
20220304 周五 

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早上我们奉祢的名聚集在这⾥。我们认出祢就在我们当中，

正如祢所应许的：有两三个⼈奉祢的名聚会，祢就在那⾥与他们同在。祢是那最伟⼤

的教师，我们承认祢是我们⾄⾼的主，我们祷告，今天祢要在祢的同在⾥开始我们的

⽹校，祢教导我们要到祢这⾥来学祢的样式，祢⼼⾥柔和谦卑，我们⼼⾥就必得享安

息。所以，耶稣，我们来了。我们相信祢就站在每⼀个课室⾥。开我们的眼睛来看见

祢，开通我们的⽿朵来听到祢的声⾳。祢是“那⼀位”——我们敬拜、赞美、爱慕祢。

我们带着感恩的⼼进⼊祢的同在。我们感谢祢使我们今天能够聚在这⾥。我们把荣耀

归给祢、把赞美归给祢。我们尊荣祢，祢是 JMI 所能拥有的最好的⽼师，我们恳求祢

按照祢的⼼意⽽⾏，让祢的旨意成就在每⼀颗⼼⾥。我们为着祢的荣耀、祢的赞美⽽

恳求。阿们！ 

跟你们在⼀起真好。当我们开始春季的⽹校，我们在仰望耶稣来触摸每⼀颗⼼。

我们三⽉份⽹校的主题是“来看耶稣”。我们渴望更多地认识祂。所以，我们也请求每

⼀位来寻求能够看见耶稣。祂告诉我们渴慕祂就是寻求祂，寻求祂就是寻见祂，寻见

祂就是⼀切。真实的“祷告”寻求神祂⾃⼰。因为我们要更多地认识祂、寻见祂，所以

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来寻求祂。 

我希望你能够看见，祂是那⼀位祷告的⼈。我们要看见神的羔⽺在祷告。祂为我

们作了⼀个完美的⽰范，是“⼀个祷告的⼈”。在四本福⾳书⾥，祂给我们作了⼀个清

晰的榜样，作为⼈⼦祂是⼀个祷告的⼈。祂完全地依赖祂的天⽗。祂也要我们来依赖

祂。所以，让我们来观看神的羔⽺是怎样祷告的。 

我在四本福⾳书⾥浏览、查考主耶稣祷告的例⼦。我知道你们中很多⼈都很早起

来祷告，另外⼀些⼈更多在夜间祷告。希望我们今天能够看见耶稣在屈膝祷告，祂俯

伏在祂⽗的⾯前。就在此刻，祂告诉我们，祂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那带给我

们极⼤的盼望和勇⽓，当我们想到祂正在为我们今天的⽹课祷告。祂想要教导我们怎

样祷告，怎样进⼊祂的同在⾥；也来发现那些祷告的拦阻。我们发现，我们⾮常需要

祂的祷告。祂今天就在这⾥来教导我们怎样祷告。 

我们请胜秋姐妹为我们唱那⾸古⽼的圣诗《教我祷告》。当她唱的时候，让这⾸

诗也成为你的祷告。 

唱诗《教我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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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何等奇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最好的祷

告就是恳求神的旨意成就。今天早上我们就恳求在今天的课程⾥，祂的旨意成就。祂

要临到你们每⼀位。祂要开我们的眼睛来更清楚地看见祂。我们要敞开我们的⼼来领

受祂。哦，我们要住在祂⾥⾯，也让祂住在我们的⾥⾯。当我们注视祂，我们就能看

见祂是那⼀位祷告的⼈。祂⼀直都在寻求⽗的旨意。真实的祷告寻求神祂⾃⼰。我要

⿎励你来寻求神，寻求耶稣。当你找到耶稣，你就找到了你所要的⼀切。我已经寻求

耶稣很多年，但是在现在这些⽇⼦⾥，我发现我需要更多地寻求祂。祂说那饥渴慕义

的⼈就能够找到祂。祂说你若全⼼地寻求我，就必寻见（参耶 29:13）。在这些⽇⼦⾥，

没有什么⽐找到耶稣更重要的事了。在全部四本福⾳书⾥，祂给我们作了这样清楚的

⽰范：祂⼀直在祷告。 

祂⼀直完全地依赖祂的天⽗。当祂 12 岁的时候，就知道必须以⽗的事为念；但那

时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直到祂 30 岁的时候，神才把祂推⼊祂的事⼯⾥。在 12 岁到 30

岁之间，那沉默的 18 年，祂学习顺从祂地上的⽗母。祂知道神的旨意不单单是 “what

作什么”的问题，还有“when 什么时间去作”。在祂 30 岁的时候，祂去受施洗约翰的洗。 

在路加福⾳三章 21 节，我们读到： 

【路 3:21】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 

【路 3:22】圣灵降临在他⾝上，形状仿佛鸽⼦，又有声⾳从天上来，说：“你是我

的爱⼦，我喜悦你！” 

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施洗约翰想要告诉祂：“祢不需要受我的洗，我

反倒要受祢的洗。”但耶稣告诉他：“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参太 3:15 中），因为这是⽗

的旨意。”圣经告诉我们：“正当耶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祂⾝上。”

（参路 3:21-22）。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想要看到的：正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 

有⼀些门对我们是关着的，我们⽆法进⼊那些门。但正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天就

为我们开了，就像耶稣祷告时，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祂⾝上，形状仿佛鸽⼦，又有

声⾳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我喜悦你！”（路 3:22）哦，这节经⽂使我⼼⾥何

等激动。正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天就为我们开了，主也要对你说：“你是我所爱的孩⼦，

我喜悦你。”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在顺服神。当耶稣受⽔洗的时候，祂是在顺服

⽗的旨意，当祂祷告的时候，整个天都开了。我们必须相信这也会发⽣在我们⾝上，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天就为我们开了，我们得蒙我们天⽗的喜悦。 

在希伯来书，我们读到“以诺得了神的喜悦”。以诺是怎样得了神的喜悦呢？他与

神同⾏、与神交谈、与神交通，当那美好的⼀天来到，神就直接把他接到天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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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告诉我们，他被接去不⾄于见死，因为神把他接⾛了。我有⼀个朋友这样说，当

神与以诺同⾏的时候，祂说：“你看，现在我们离我的家⽐你家更近了，跟我⼀起回家

吧。”所以神把他接⾛了。 

在希伯来书⼗⼀章，在提到以诺的故事以后，这节经⽂向我们清楚地显明：神赏

赐那些殷勤、恳切寻求祂的⼈。（参来11:6）当你寻求祂的时候，祂就赏赐你。就像我

刚才所说的，寻求祂就是寻见祂。有的时候，当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寻求很多别的事

情。但我们主要的焦点应当是为着祂⾃⼰⽽寻求祂。保罗整个⼀⽣都在说：“哦，让我

认识基督。” 

“向我启⽰祢⾃⼰。我渴望找到祢。使祢⾃⼰被我认识。”祂会那样作，祂会赐给

你⽕热要祂的⼼，就像祂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使那两个门徒⼼⾥⽕热⼀样。神渴慕着你

来跟祂交通。 

我们继续看路加福⾳第五章 15 节： 

【路5:15】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聚集来听道，也指望医治他们

的病。 

【路 5:16】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 

有极多的⼈聚集来听道，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其中⼀些⼈有很多疾病，⽽“耶稣

⾃⼰却常常退到旷野去祷告”。我们需要从很多的事情中退离开，为了来与耶稣交通。

耶稣向我们显⽰，祂是何等紧紧地依赖祂的⽗。有的时候甚⾄牧者都感到他们⾮常的

独⽴，他们知道很多信息，他们也了解圣经；也许你也教导过别⼈圣经。但那不是耶

稣的态度，耶稣总是完全地依赖祂的⽗。 

在马太福⾳我们也读到，当祂喂饱了五千⼈以后，“祂散了众⼈，祂就独⾃上⼭去

祷告。”祂离开了⼈群。你知道他们很兴奋，让耶稣来喂饱他们。他们希望耶稣继续照

顾他们。但耶稣想要独⾃在那⾥祷告。圣经告诉我们：“到了晚上，只有祂⼀⼈在那

⾥。”(参太 14:23) 

我们很享受团体聚集在⼀起来寻求神，这是很美好的；但有很多的时间，我们需

要单独与祂同在。祂要单独与祂的⽗同在。祂已经应许我们，两三个⼈奉祂的名聚集，

祂就与我们同在。有的时候我们很难聚集在⼀起。但我们总是能够找到⼀个地⽅，我

们可以单独跟耶稣在⼀起。因为你记得祂就活在你⾥⾯，没有什么能让你跟祂隔绝，

⽆论在何等环境⾥，你都住在祂⾥⾯，祂也住在你⾥⾯。就像刚才这⾸诗歌的副歌唱

的：“永活在主⾥。”这就是内在⽣活的奥秘。基督临到我们，住在我们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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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任何时候转向祂。也许我们的朋友不⽅便、也没有时间跟我们在⼀起祷告。但

当我们独⾃⼀⼈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耶稣，祂要成为那满⾜我们的福份。 

你知道，当你爱上⼀个⼈的时候，你喜欢跟他⼀起在⼈群中、享受他的陪伴。但

我记得当我开始爱上我先⽣的时候，我⾮常期待跟他独处的时间。⽽耶稣也⾮常地期

待你跟祂单独在⼀起的时间。祂渴望个别地向你启⽰祂的⾃⼰。 

哦，哈利路亚。我们谢谢祢耶稣，祢使我们这样容易地就能找到祢。祢告诉我们

神的国就在我们⼼⾥。祢在我们的⼼中设⽴了祢的宝座。我们渴望更多地认识祢。哈

利路亚。 

我们翻到马可福⾳⼀章 35 节。祂治好了许多患各样病的⼈，又赶出许多⿁以后，

“【可 1:35】次⽇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或译：在天亮之前很久耶稣就起来

了），到旷野地⽅去，在那⾥祷告。”我想你们中⼀些⼈也是很早起来。祂找到旷野⼀

个僻静的地⽅，没有别⼈在那⾥——耶稣就在那⾥祷告。那时天还没有亮。耶稣有没

有在清晨天未亮的时候把你叫起来呢？今天早上我定了闹钟，但是远在闹钟响之前我

就醒了，我知道那使我多有⼀些时间单独与耶稣同在。 

你看，就是这样⼀个早晨，祂刚刚治好了很多患各样病的⼈，甚⾄赶出了很多的

⿁。⼤多数牧师、传道⼈会这样想，我们今天晚上的服事很蒙祝福，我们可以回家好

好地放松⼀下、享受祝福了。看起来祂的门徒们应该都在睡觉，但他们醒来后就去寻

找耶稣。门徒们对祂说，“众⼈都在找祢。我们现在在⼀个很好的光景⾥、连连获胜：

昨天晚上很多⼈得了医治，就连污⿁也被赶出去了，众⼈都在找祢。”但主耶稣对他们

说，让我们到邻近的乡村去。祂怎么知道要继续前进到下⼀个乡村去呢？在天然⾥，

看起来⼤家都信了祂，他们应该有⼀段欢喜赞美的时间。这是我们主耶稣又⼀幅图画：

祂渴望寻求到⽗的旨意。甚⾄天还未亮的时候，祂就在询问⽗：“祢要我作什么？”那

就是为什么祂可以告诉门徒们，让我们到邻近的乡村去。因为在下⼀个乡村，有很多

⼈需要听到福⾳。  

耶稣每⼀步都蒙天⽗的引导，那就是祷告的⽬的。我们要找到神要我们下⼀步所

采取的⽅向。当我们顺服祂的时候，祂就倾倒下祂的祝福。是顺服，使天向我们敞开。  

我们说我们是顺服的。但我们需要圣灵向我们显⽰：我们是不是⼀直都是顺服的？

我们是不是常常喜乐？我们是不是凡事谢恩？我们是不是不住地祷告？这些都是神给

我们的很简单的命令。（【帖前 5:16-18】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

这是 神在基督耶稣⾥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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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个命令是：你们当时时依靠神（参诗62:8）。耶稣⼀直都在聆听我们的祷告。

我记得听过⼏百年前⼀个伟⼤的牧师的故事，他的名字是约翰海德，他为国家的复兴

祷告。他是印度的宣教⼠。他祷告到⼀个地步，⼈们不是称他“约翰海德”，⽽是“祈祷

的海德”。有⼀次，⼀个牧师请求他为他祷告。他们就到附近的⼀个酒店去，他们跪在

那⾥。有很长时间，他什么话都没有说，他只是跪在那⾥。但神的能⼒和荣耀充满了

那个房间，他只说了两个词，他说：“亲爱的⽗。”他⼼中的渴慕就升到⽗的⾯前。有

的时候我们⽤太多的话语。主耶稣也作了那奇妙的祷告，祂呼求祂的天⽗。藉着海德

的祷告那位牧师的⽣命就完全改变了，因为他的祷告带着极⼤的能⼒。 

我们回到路加福⾳：“【路 6:12】那时，耶稣出去上⼭祷告，整夜祷告神。【路

6:13】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个⼈，称他们为使徒。”我们

看见耶稣在天亮之前祷告，祂也整夜祷告。祂对⽗说：“我来了，为要照祢的旨意⾏。” 

在整本约翰福⾳⾥，祂告诉我们：我所作的⼯是⽗的⼯，我所说的话是从⽗来的。

⽽在路加福⾳第六章，我们发现祂整夜祷告，祂要寻求⽗的旨意——关于挑选哪⼗⼆

位使徒。我不知道，当犹⼤的名字出现在祂⾯前时，祂祷告了多长时间。耶稣知道将

要发⽣什么事，但⽗神选择了这⼗⼆位使徒，并指⽰耶稣。所以祂拣选了彼得、雅各、

约翰，还有那多疑的多马、和那背叛祂的犹⼤。但整夜耶稣都在寻求⽗的旨意。犹⼤

有三年之久的机会与耶稣同⾏，他本来可以选择不出卖耶稣，他有机会保持对耶稣的

忠诚，但他选择了他⾃⼰的意思。主耶稣知道是⽗选择了这些⼈，所以，祂就遵循了

⽗的指⽰。 

在路加福⾳有另外⼀段故事。路加福⾳⼗⼀章 1 到 4 节：耶稣在⼀个地⽅祷告，祷

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就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样。”所以

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祂赐给我们权利称祂为“我们的”⽗。

有多少次耶稣的祷告都以“我们的⽗”、“我的⽗”开始。我们需要尊荣祂的名，“愿⼈都

尊祢的名为圣。愿祢的国降临。”那意味着什么呢？那意味着神要成为统治者，祂要在

我们⼼中的宝座上，作王、掌权。 

世⼈不愿意让祂成为他们⼼中的王，⽽很多的基督徒只愿意祂作他们的救主。但

祂在希望我们每⼀位学员来冠祂为王。让我们天上的⽗成为我们⽣命的王，当祂作王

的时候，祂的旨意就得以成就，祂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这是何等重要！

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要降服我们的意思。我们以尊荣我们的⽗、尊荣主耶稣来开始

我们的祷告，我们以感恩的⼼进⼊祂的同在⾥。我们触摸祂，祂也触摸我们，我们把

我们的意志降服于祂。我们祷告：愿神的旨意成就，因为我们愿祢的国降临。所有的

荣耀、赞美、尊荣都属于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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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谢谢祢赐给我们这美好的祷告。“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路 11:4）因为到处都有凶恶的试探。但祢能够救我们脱离凶恶，

祢拥有这权柄和荣耀能释放我们。我们来到祢⾯前，恳求祢的旨意成就。  

在路加福⾳第九章，也有⼀个耶稣祷告的奇妙经历。路加福⾳九章 28 节：【路

9:28】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去祷告。 

你知道在这么多的门徒当中，只有⼗⼆位门徒被耶稣拣选，⽇夜与耶稣同⾏。在

全世界有很多很多耶稣的门徒，也有很多称为基督徒的⼈，但只有⼗⼆位门徒被拣选

来服侍祂，与祂同⾏。在我们 JMI 的事⼯⾥，我们有五位⽼师被分别出来教导你们。 

但在这段经⽂⾥，我们发现有三位门徒跟耶稣更加亲近，那就是彼得、约翰、雅

各。祂带了他们上⼭去祷告。这次祂不是⼀个⼈上⼭，祂带着三个门徒⼀起上⼭。正

当祂祷告的时候，耶稣的⾯貌改变了。祂的⾯貌改变了，祂的⾐服洁⽩放光。另外有

两个⼈也跟祂在⼀起，就是摩西和以利亚——摩西代表旧约的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

——他们在荣光⾥显现，与耶稣谈论祂去世的事，就是将要在耶路撒冷发⽣的事。⽽

这⼀切都是在耶稣祷告的时候发⽣的。彼得如此地兴奋，他想要为耶稣、摩西和以利

亚每⼈搭⼀座棚。又⼀次天开了，神说话了：“这是我的爱⼦。”这些门徒们就⾯伏于

地。当他们举⽬⼀看，不见⼀⼈在那⾥，只有耶稣。哦，哈利路亚！哦，这就是我们

的呼召，单单看见耶稣。甚⾄不要看神的祝福，唯独看见耶稣。 

那是⼀个荣耀的时刻。那事之后，耶稣就⾯朝耶路撒冷⽽去，绝不后退。当祂快

要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约翰在约翰福⾳⾥也给我们讲了关于拉撒路的故事。 

当马⼤和马利亚叫耶稣来治好她们的兄弟的时候，耶稣并没有⽴即去。她们⾮常

失望，因为耶稣还没有到那⾥，她们的兄弟就死了。祂的门徒们以为耶稣害怕犹太⼈，

所以祂没有去。不！耶稣在跟随祂⽗的旨意。因为有⼀个更⼤的神迹将要发⽣。当祂

来到马⼤和马利亚这⾥，她们把祂带到坟墓前，祂说“把⽯头从死⼈躺的地⽅挪开”。

耶稣就举⽬望天说，“⽗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约 11:41）。祂说：“我也

知道你常听我。”你知道祂也常听你祷告吗？祂的确听了，因为你是奉耶稣的名⽽祷告

的。 

祂说：“但我说这话，是为这周围站着的众⼈，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当祂说

了这话就⼤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参约 11:42，43）哈利路亚！很多犹太⼈因

为看见拉撒路复活了，就信了耶稣。耶稣有让死⼈复活的能⼒。这是⼀个令⼈惊奇的

见证——祂就是神的⼉⼦。甚⾄死亡在祂⾝上都没有权势，祂说：“我感谢祢，祢已经

听我。”祂说：“我知道祢常听我。”你能否也这样说：“耶稣，我知道祢常听我。”我们

灵魂的仇敌、魔⿁牠⾃⼰，牠不愿意让祢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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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我来的时候在世上能找到有信德的⼈吗？”祂说“⼈应当常常祷告”，我们

应该没有疑惑地祷告。在路加福⾳⼗⼋章 1 节，耶稣说⼈应当“常常祷告，不可灰⼼”。

当拉撒路死的时候，马⼤和马利亚彻底灰⼼了。她们说“如果你早到这⾥，我兄弟必不

⾄于死。”（参约 11:21）她们失去了信⼼。但耶稣来了。祂说，“⽗啊，你已经听我。

你常常听我。我现在说这话是为了让他们听见，你已经听了我的祷告，好让他们相

信。” 

祂要我们信靠祂，⽆论在什么环境中，死亡在永活的基督⾝上没有权势，祂是那

⼤能的得胜者。当司提反被⽯头打死的时候，他看见主坐在⽗宝座的右边。耶稣就来

把他接到天上去了。死亡在我们的⾝上没有权势。但主耶稣呼召我们不要灰⼼，要相

信当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到祂⾯前，⽗⼀直都在听我们的祷告，耶稣已经把隔在我们与

神之间的幔⼦裂开了。当祂被钉在⼗字架上的时候，幔⼦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我们得

以进到⽗的⾯前。祂是那⼀位教导我们也要称神为“我们的⽗”的。祂说，“就像你们的

⽗给你们好东西⼀样，我的天⽗岂不更把圣灵给求祂的⼈吗？”（参路 11:13）。 

在这奇妙的得胜之后，很多犹太⼈因为看见拉撒路复活，就信了耶稣。我相信这

也⿎舞了很多门徒。他们想知道，神的国度到底意味着什么？耶稣上耶路撒冷是要被

冠为王吗？祂的确接受了⼀顶冠冕，却是荆棘的冠冕。因着那些荆棘，⾎滴从祂的头

上流下，使我们得以进⼊全能神⾃⼰的同在⾥，我们靠着祂⼉⼦耶稣基督的名进到⽗

的⾯前。 

耶稣，我们感谢祢，我们感谢祢，我们感谢祢！祢为我们打开了这扇门，让我们

能够进到⽗的⾯前。祢教导我们怎样才能进⼊，藉着羔⽺的⾎，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

⽺的⾎（参启 13:8）。我们奉祢的名来到祢⾯前，我们亲近祢。哈利路亚！ 

我们现在继续看约翰福⾳另外⼀些祷告。约翰福⾳⼗⼆章 27 节：“我现在⼼⾥忧愁，

我说什么才好呢？⽗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啊！愿你荣耀

你的名。”哦，耶稣⼼⾥忧愁，因为祂知道将要发⽣什么事。祂在想，⽗啊，救我脱离

这可怕的时刻。在耶稣的⼈性⾥，祂想要避免这样痛苦的时刻。没有⼈愿意死，没有

⼈愿意这样痛苦地死。钉⼗字架是最可怕的⼀种酷刑。但主耶稣说，“然⽽，我原是为

这时候来的。我在这⾥就是为了要⾏祢的旨意。是因着祢的旨意，我才来到世上的，

好开⼀条路，让⼈类能够来到祢的⾯前，好让我作为神的羔⽺，我要为⼀切罪恶付上

代价。”（参约 12:27）所以，祂说，“⽗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从天上来

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哈利路亚！神得胜了。当神道成⾁⾝成为

⼈的样式，祂就荣耀了祂的名。现在，祂在⼈的⾁⾝⾥受死，得以复活，进⼊永远的

⽣命。祂也带我们⼀起与祂同去。我们这些相信祂的⼈，我们虽然死了，却不⾄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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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得到永⽣。我们也许离开⾝⼦，但却是与主同在。耶稣甚⾄对⼗字架上那个强

盗说：“今天你就要同我在乐园⾥了。” 

耶稣继续在约翰福⾳⼗七章⾥祷告： 

【约 17:1】耶稣说了这话，就举⽬望天说：“⽗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

使⼉⼦也荣耀你； 

【约17:9】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祈求，因他们本是

你的。 

【约 17:20】“我不但为这些⼈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祈求，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望天说，‘⽗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使⼉⼦也

荣耀你；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祈求，因他们本是你

的。”（参约 17:1、9）第 20 节何等美丽：“我不但为这些⼈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

信我的⼈祈求。”哈利路亚！那就是我们，耶稣在为你祷告。祂在为你们在美国的家⼈

祷告，也在为台湾的家⼈祷告，祂在为亚洲每⼀位家⼈祷告，⽆论是马来西亚还是中

国，祂在为你们祷告。哦，我们还要求什么呢？祂在为我们祷告。就连祂在上⼗字架

的时候，祂也在想着我们。 

马太福⾳记录了关于客西马尼园。马太福⾳第⼆⼗六章 36 节： 

【太 26:36】耶稣同门徒来到⼀个地⽅，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

⾥，等我到那边去祷告。” 

【太 26:39】他就稍往前⾛，俯伏在地祷告（你有没有⾯伏于地过呢？）说：“我⽗

啊，倘若可⾏，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太 26:42】第⼆次又去祷告说：“我⽗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

的意旨成全。” 

祂说：“我⽗啊，倘若可⾏，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

的意思。”第⼆次祂又去祷告说：“我⽗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

旨意成全。” 

第 44 节告诉我们：【太 26:44】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

先前⼀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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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直作了同样的祷告。（如果你第⼆次、第三次的祷告还是同样的，不要觉

得不合适。）耶稣就在那⾥、在还没有上⼗字架之前赢得了祂的得胜——祂降服于⽗，

祂说：“若我必要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就在那⾥耶稣赢得了伟⼤的得胜，祂彻底

地降服了⾃⼰的意志，祂说：“⽗啊，祢的旨意成就。”祂是当真的，祂上了⼗字架。 

路加福⾳记载了主耶稣在⼗字架上的话。在⼗字架上，主耶稣祷告说：“⽗啊，赦

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参路 23:34）（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仇敌祷

告呢？——为那些恨我们的⼈、对我们不仁慈的⼈、逼迫我们的⼈、嘲弄我们的⼈。）

他们戏弄耶稣、他们嘲笑祂、戏弄祂，他们为祂穿上紫袍、给祂戴上荆棘冠冕、他们

吐唾沫在祂的脸上，耶稣对⽗祷告说：“⽗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

得。”这同样的灵也在我们第⼀位殉道⼠司提反的⾝上，当他看到了主，神的灵如此地

占有他，他就祷告说：“⽗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司提反能够这样祷告，唯⼀的

⽅式是由于祂被耶稣的灵充满。（参徒 7：60）哦，我们需要祷告被那同样的灵来充满，

让我们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那些轻蔑利⽤我们的⼈、那些逼迫我们的⼈，然后我

们就得称为神的⼉⼥，我们会拥有基督的灵，耶稣的灵就能够管治我们。哦，耶稣，

我们何等地需要祢！ 

在路加福⾳⼆⼗三章 46 节，我们读到： 

【路 23:46】耶稣⼤声喊着说：“⽗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说了这话，⽓

就断了。 

祂的最后⼀⼜⽓是⼀个祷告！就连祂最后⼀⼜⽓都是⼀个祷告！祂怎样地在呼召

我们来跟随祂。如果我们仔细地查考圣经，我们就会发现，祂是⼀个祷告的⼈，祂⼀

直都在寻求祂⽗的旨意，祂要得到⽗的指⽰。门徒们发现了这件事，所以他们求耶稣

说：“教导我们来祷告。”有⼀天我在⼀本讲祷告的书⾥读到：“仇敌不在乎你能够讲多

少道，有多少教导，牠惧怕的是你屈膝祷告。”祂呼召我们成为祷告的男⼈和⼥⼈，祂

要我们来效法祂的榜样。 

让我们来祷告。 

赖牧师是不是要先祷告？我邀请每⼀位⽼师来祷告。 

赖牧师：主啊，谢谢祢。今晚祢透过玛莎牧师赐下丰富的信息，让我们见⼀个清

晰的异象。看到主祢是⼀个祷告的⼈，整个四福⾳都让我们看见祢怎样的祷告，以及

祢祷告的时候，发⽣了哪些奇妙的事情。主啊，激励我们的⼼，也要像祢这样常常祷

告。主啊，祢不住的祷告，给我们看到⼀个不住祷告的榜样；连祢的最后⼀⼜⽓都是

祷告。主啊，谢谢祢，让我们看到⼀个榜样——住在神的旨意中，凡事祷告，凡事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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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的旨意。哦，把这些形像刻在我们的⼼版上，将今晚的恩膏也深深地刻在线上每

⼀位亲爱的同学们的⼼版上，让我们也成为⼀个祷告的⼈。这样感恩祷告，奉主的名

求。阿们！ 

林牧师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感谢，这堂课玛莎牧师⼀直带着我们，是

在⾥⾯寻找耶稣，不是在外⾯寻找耶稣。我们的⽣命，要主作我们的王，⽽不是我们

⾃⼰在作王。我们也看到，主祂如何地⽤祷告带着门徒，⽽不是让我们作多少⼯、多

少的传讲，乃是更多的连接在基督⾥⾯、跟主在灵⾥⾯的祷告跟交通，这是魔⿁撒旦

最不愿意的，牠最讨厌我们跟主如此亲密的祷告关系。主啊，我们要谢谢祢，圣灵在

我们当中，主的应许是如此的坚定，就是两三⼈奉祂的名就在我们当中。深深体会，

主这个应许，实际是、当我们愿意合⼀的在主祢⾥⾯，⽆论多少⼈，主啊，祢就赐下

祢的同在，祢就赐下我们⽣命的连接和更新了。谢谢主，通过今天玛莎牧师这么多经

⽂的教导，让我们重新去思想，重新去体会，我们要把过去听到的，都先放⼀边，把

今天的信息深深的在灵⾥⾯去思想，去体会、去经历它。感谢主！愿主⼤⼤赐恩福给

我们在线的每⼀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还有时间，请郭牧师祷告。 

郭牧师：哦，主耶稣，感谢祢、赞美祢，今天藉着这个课在我们⾯前展开了⼀幅

图画，就是主耶稣，祂从道成⾁⾝，到出来服侍，祂⼀切的服侍是从祷告开始，也结

束于祷告。主啊，祢这么⼀个谦卑的榜样，就是若没有祷告，祢不作任何的事；若不

等候明⽩神的旨意，祢就不开始任何的⼯作。哦，主耶稣，把这个灵也赐给我们，把

祢谦卑要来等候、明⽩神旨意的灵赐给我们，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若不祷告，若

不明⽩神的旨意，我们不作任何事。哦，主耶稣，也因着我们有祢这个祷告的灵、谦

卑的灵，我们就⼀切都照着祢的旨意来作，或⽣或死，或是作这个或是作那个，或是

有敌⼈逼迫我们，主啊，因着我们有祢的灵，有祢的爱，我们也就能够去饶恕。哦，

主耶稣，⼀切就是这么的美好，祢的⽣命就从我们⾝上活出来，祢的爱也要从我们⾝

上活出来，祢的话语能⼒也都要从我们⾥边出来。哦，主耶稣，把这个灵赐我们，把

祢祷告的灵赐给我们，把祢谦卑顺服的灵赐给我们，这是我们切切需要的，我们需要！

主啊，祢现在就把这个灵降下来，赐给我们每⼀位，每⼀位今天在线上的。哦，主耶

稣，我们要学祢的榜样，我们需要祢的灵。主啊，赐给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

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玛莎：哦，主耶稣，祢为我们把天敞开了。我们爱祢，我们敬拜祢，我们赞美祢！

我们感谢祢的荣耀，把我们带进祢的荣耀，祢荣耀的同在，祢美丽的⾯容。让祢荣耀

的同在安息在每⼀位学员的⾝上，让我们更加地渴慕祢，饥渴得要单独与祢同在，来

得到祢的指⽰，来⾏祢的旨意。奉耶稣的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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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祝福你们，神祝福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