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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序 

 

    據譯者瞭解，慕安得烈 (Andrew Murray) 是一

位高舉耶穌基督的人。 這本小册子『合一禱告的

秘訣』(The secret of united prayer) 也不例外。 這

是翻譯這本小册子的原因之一。  

 

    根據英國圖書館 (British Library) ，口袋伴侣系

列 (Pocket Companion Series) 的英文第一版現在

沒有版權，在譯者不獲利的原則下，譯者可以自

由使用。  特別是英國圖書館在『CAS-1115582-

Q7R8 CRM:00560008005』中提到，『假如譯者

在這材料上, 給人免費使用, 且在任何情况下不獲

財利, 不需要聯繫英國圖書館的許可團隊』。  譯

者不打算為這本小册子申請版權。  

    在美國有些靈修書籍，是基於慕安得烈寫的口

袋伴侣系列。 但有些章節，和大約一百年前的口

袋伴侣系列英文第一版中的短文比較，會完全不

同。  英文原版的口袋伴侣系列是慕安得烈晚年開

始的，共有十二本小册子，每本小册子有三十一

篇短文。 作為靈修之用，基本上一天一篇。  

    除非特別說明，經文引用是來自和合本。 



 

 

 

合一禱告的秘訣 

 
口袋伴侣之一 

 

 

慕安得烈 

(1828-1917) 

 

 

 

 

 

1918 出版 

 



 

 

 

 

 

前言 

 

在我父親的生命最後一年中，常常

想到合一禱告這話題，和為著所有

聖者的一個禱告聯盟。一些年前，

他在荷蘭開始了一個這樣的禱告聯

盟，自從 1917 年他被接回天家後，

這聯盟已經因他改名稱為『慕安得

烈禱告聯盟』。會員的唯一條件

是，任何人渴望參加應該寫出自己

的名字，作為一個與他人合一禱告

的真正渴望的記號。 



 

 

 

 

    這本小册子中體現的思想是我父
親突顯的一些點，和直到他生命的
盡頭仍佔據了他的頭腦。願神仁慈
地滿足他和我們的願望，有許多的
人願意參加代禱者的級別，為基督
的教會和祂在地上的國度連續的代
禱。 

     

 

                              A. F. Murray 
                           (慕安得烈兒子) 

 
   威靈頓，開普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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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失去的秘訣 
 

『…要等候父所應許的，…』『…但不多幾日，你們要
受聖靈的洗。』 ---   使徒行傳 1:4-5 

 

 

在我們的主頒佈大使命後：『進入這世界的每一角落而

對每一個人宣傳福音』，祂再次加入一項祂這最後的命

令：『等到你從上頭獲得能力』。『…要等候父所應許

的，…』『…但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 

使徒行傳 1:4-5 

 

      所有的基督徒們都同意，宣揚福音給每一個人的大使

命不僅僅為著使徒們，也是對我們有約束力。但所有的

人似乎沒有考慮到這最後一個命令，直到他們已得到從

上面來的能力時，不要宣教。這對我們同樣有約束力，

如同在使徒們身上一樣。教會已經失去了那個應該為她

的秘訣的秘密，也就是每日中有內住的意識，意識到只

有她活在聖靈的能力之中，她才能夠在展示聖靈和其能

力中宣揚福音。就是因為這個，我們有這麼多的宣教和

事工，而有這麼少的屬靈的結果。不是因為其他任何的

事情，就是普世的抱怨，有太少的禱告，而特別是指有

這麼少的那樣大有功效的禱告，可以在她的事奉中帶下

從至高來的能力。 



 

      在這本小册子中，我們渴望去學習五旬節的秘密，和

在我們有福的主話語和行為中將找到這秘訣，而繼續在

禱告和祈求中直到應許被實現，及他們滿有聖靈，而且

証實他們的神的强大能力、能夠經過他們彰顯出來。 

 

      讓我們認真地尋求聖靈的恩典，只有聖靈祂自己能啓

示我們眼睛未曾看見，耳朶未曾聽過，人心未能想到的

事情。也就是神為等候祂的人們、已經做了的和愛去做

的這些事情。讓我們禱告這失去的秘訣可能會找到。也

就是這確定的應許，應許在回應熱切的禱告中，聖靈的

能力將會被確實地賜下。 
 

 

 

 

 

 

 

 



 

第二天 

神的國度 
 

『他受害之後，用許多的憑據將自己活活地顯給使徒
看，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神國的事。』  -    使徒

行傳 1:3 

 

 

當基督開始傳教，祂繼承了(施洗)約翰的訊息，『天國

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馬太福音 3:2) 較晚的時候，

祂說道：『...站在這裏的，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必要

看見神的國大有能力臨到。』 (馬可福音 9:1) 直到王升

到祂的寶座上，那不可能會發生。然後首先祂和祂的使

徒們準備好了從父那裏接受這聖靈的偉大禮物，帶下了

在它屬天能力中進入他們心裏的神的國度。 

 

      我們的經文告訴我們，所有基督在那復活後四十天中

的教導，都是講說神國的事，而不可思議的是路加怎樣

在使徒行傳最後的經文中，總結了所有保羅在羅馬的教

導；他對神的國度作了見証，他為神的國度而宣教。 

(參使徒行傳 28:23,31) 

 



 

     現在坐在神寶座上的基督是所有的王和主。對祂的使

徒來說，祂已經委託他們：『...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你

的國降臨...』 (路加福音 11:2)  (這句話)現在對他們有個

新的意義。在天看到的神的法則，在聖靈的能力中降

下，而使徒們充滿了一個想法，就是宣揚聖靈進入了人

的心中。現在地上有神國的好消息，神的國度掌權和住

在人裏面，甚至就像在天上一樣。 

 

      在我們的主給祂的使徒們最後的命令中(參使徒行傳 

1:4,8)，我們將會找到國度的偉大本質特性賦予了它強大

的力量。 

 

     1. 王 - 這釘十字架的基督。 2. 使徒們 - 祂忠實的跟隨

者。 3. 他們事奉的能力 - 聖靈。 4. 他們的工作 - 作為基

督見証人去見証祂。 5. 他們的目標 - 到地極。6. 他們首

先的義務 - 在合一和不停的禱告中等候神。 

 

      如果我們拿起並繼續使徒們的禱告，一個對基督在那

最後的命令中所有講的有清楚和完全的印象，和它在他

們內在的生命和所有他們的事奉中意謂著什麼，是基本

的。 
 

 

 

 

 

 

 

 

 

 



 

第三天 

基督是王 
 

『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裏的，
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必要看見神的國大有能力臨
到。」』  ---   馬可福音 9:1 

 

 

教會的第一個標誌：基督是王。基督和(施洗)約翰兩者

都已經宣教說天國近了。在我們的本文中，基督說一些

聽過祂的人，在有生之年，必要看見神的國大有能力臨

到。除了當作為王的祂已經升到父的寶座，國度將會藉

著聖靈的能力被啓示在祂門徒們的心中，那不會意謂著

別的事情。在天國裏，神的旨意永遠是正在成就；在聖

靈的能力中，基督的門徒們將會照祂的旨意行，猶如在

天上一樣。 

 

      一個國度是什麼的標記、將會在它的王身上看到。基

督現在是作為神和人、在父的寶座上統治(萬有)。在地

上，沒有這國度的顯現或外在的彰顯；它的能力是在那

些被它統治的人的生命中被看到。這只有在教會，這就

是基督的會員中，合一的身體才會被看到和被知道。基

督在他們的心中活著，和居住，及統治。 

 

 



 

我們的主祂自己知道這關係將會是多麼的接近。『到那

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裏面，你們在我裏面，我也在你們

裏面。』 (約翰福音 14:20) 挨著祂和神原是一的信心、

及祂的全能，將會是他們活在祂裏面和祂在他們裏面的

知識。 

 

      假如我們要跟隨門徒們的腳蹤，和分享他們的祝福，

這必須是我們的第一個課題，我們必須知道基督實在是

王，在我們心中居住及統治。我們必須知道我們活在祂

裏面和祂的能力中，我們能達成所有祂將會要我們做的

事情。我們的一生都是獻給我們的王和祂國度的事奉。 

     

      這對基督有福的關係、將意謂著首先在禱告中和祂有

每天的交通。禱告的生活將是一個連續的和不打斷的練

習。這因此祂的子民會在他們的王裏喜樂，和在祂裏面

能是個過於得勝者。 
 

 

 

 

 

 



 

第四天 

釘十字架的耶穌 
 

『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地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
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 ---   使徒

行傳 2:36 

 

 

我們已在多個方面講到作為王的基督。但還有一個可能

不可缺的詞。這王就是釘十字架的耶穌。我們必須說到

所有關於祂的，祂神聖的能力，祂內住的同在，祂奇妙

的愛，這些都不能教導我們正確地知道祂，除非我們能

保持這深深的意識：我們的這位王就是釘十字架的耶

穌。 

 

      基督的十字架就是祂最高的榮耀。就是透過這，祂已

經在每一個仇敵上得勝了，和贏得了祂在神寶座的地

位。如果我們將完全的知道向罪惡得勝是意謂著什麼，

而且就是這，祂也將傳授給我們。當保羅寫道：『我已

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 

(加拉太書 2:20) 他教導我們，就是基督作為這釘十字架

的那一位，基督在祂心中的寶座上統治，而且這十字架

的靈將會在我們身上得勝，宛如在祂身上一樣。 

 

 

 



 

     這是門徒們的真實情況。這就是他們去接受聖靈的最

深的準備。對這世界來說，他們已經和他們的主同釘十

字架了。老我已經被釘十字架：在祂裏面，他們對罪是

死的，他們生命已和基督一起被藏在神裏面。假如五旬

節的靈真正能管制我們，我們每一個人必須經歷到這樣

在基督的十字架上與祂交通。就是透過這永遠的靈，基

督獻上了自己，而成為在神寶座上的王。這就是宛如我

們『模成祂的死』，在我們的意志上完全的順服，在我

們的老本性上完全的否認自我，從這世界的靈完全的分

別，使我們能變成這一個釘十字架的王之值得的僕人，

和我們的心值得是祂榮耀的殿。 
 

 

 

 

 

 

 



 

第五天 

使徒們 
 

『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候，囑咐他們說：「不要離開耶
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許的...』  ---    使徒行傳 1:4 

 

 

教會的第二個標誌在門徒們身上可找到，主已經預備他

們去領受祂的靈和作祂的見証人。 

 

    假如我們能正確地瞭解回應門徒們禱告的這聖靈的澆

灌，我們首先必須問：在這些人中有什麼使他們適於這

樣有能力的，有效的禱告，和到來了他們的應許之奇妙

的實現？他們是簡單的，沒有學識，是有著許多錯誤的

人，主已經呼召他們捨棄一切和跟隨祂。他們已儘可能

的這樣做了；他們在祂引導的生命和祂做的工作上跟隨

祂。雖然他們裏面有非常多的罪，和他們仍然沒有能力

完全的否認自己，他們的心懷著深深的誠意緊緊地抓住

祂。在許多絆腳石中，他們仍然跟隨祂到十字架。他們

分享了祂的死；沒有意識到、但是最實在的，他們和祂

一起對罪而死，和祂一起在一個新的生命的能力中被升

起。就是這，使他們適於在禱告中有力量，被披上了從

上面來的能力。 

 

 

 

 



 

      讓這是我們的一個測試，藉著它我們試驗我們自己。

這測試就是我們是否已經真實地臣服於基督的痛苦和死

亡的交通中，和我們是否已經憎恨我們自己的生命和釘

它於十字架上，而在我們裏面已經接受了基督生命的能

力。就是這個，將會給我們自由去相信神也會聽我們的

禱告，和給我們祂的聖靈工作於我們身上，成就我們和

祂所渴望的。這是假如我們確實的一致地接受門徒們的

祈禱，分享其回應。我們必須像他們一樣，願意在耶穌

的學校作學習者，和在一切之上的尋求與祂有親密的交

通，那將使我們禱告這五旬節的祈禱，而接受它的回

應。 
 

 

 

 

 

 



 

第六天 

不屬於這世界 
 

『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  ---    約翰福

音 17:14,16 

 

 

在最後的一夜，我們的主對祂的門徒們費盡心思說清

楚，在祂和世界之間一有一個不可跨躍的鴻溝，而且在

他們和世界之間也有。(參約翰福音 16:16-21) 祂已經說

到了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

認識他...』 (約翰福音 14:17) 『...只因你們不屬世界，...

所以世界就恨你們。』 (約翰福音 15:19) 

 

      因此門徒們的一個偉大標誌就是和基督屬於世界一樣

的少，他們是屬於這世界這樣的少。基督和他們已在十

字架及復活中合而為一；他們兩者是屬於另一個世界 - 

天國。這從世界的分別出來，就是所有渴望被聖靈充滿

的門徒們的標誌。 

 

       在基督教的國度裏，在聖靈中的信心怎麼會這麼少被

宣教和練習呢？在基督徒的生命中，這世界統治了這麼

多。基督徒活出太少屬天的生命，屬天的生命是他們在

耶穌基督被呼召出來要過的生活。這『愛世界』(參約翰

一書 2:15-16)；『肉體的情慾』在吃和喝中，在容易和

舒適中得到了愉悅；『眼目的情慾』喜愛所有世界供應

的美麗和擁有；這生命之空虛的榮耀，在這自我的高舉

中完成了的人的智慧和能力，也就是這些奪去了易感之

心，和適合於接受聖靈的、對自我否認之渴望。 



 

      讓每一個祈求為聖靈的能力的五旬節的禱告之人檢驗

他自己，是否這世界的靈是這缺乏禱告的愛的秘密。禱

告的愛在所有將祈求父的應許的人身上，是絕對必要

的。願主在每一顆心上深深的寫著，這世界不能接受聖

靈！『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約翰福

音 17:16) 
 

 

 

 

 



 

第七天 

順服 
 

『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
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  ---    約翰福音 14:15-16 

 

 

我們已經學習知道了門徒們在他們受聖靈洗所接受的訓

練，和看見了在禱告有聖靈的能力上，他們繼續『帶著

合一』是有需要的。基督對他們而言是一切。甚至於在

十字架之前，但更多的在那之後，和帶著復活，即使按

著字面上來說，祂也是他們的生命，他們唯一的思想，

他們唯一的渴望。 

 

      這樣的對基督的虔誠是特別的一件事，和是在所有的

事中不被期望的？或者這的確是主要求所有渴望被聖靈

充滿的人所要做的一件事？神在所有祂的孩子們期望這

一件事；神就像那時需要和在現在需要一樣，去接受祂

的靈和祂能力，和在世上去照料他們，和作為代禱者去

連結這世界和神的寶座。 

 

      基督對我們算作一回事嗎？或完全不算？或是一切？

對沒有信的人，基督完全不算是一回事；對一個半個信

的人，就是平均的基督而言，基督算作一回事；對一個

真正的基督徒來說，基督是一切。每一個為聖靈的能力

而禱告的人必須準備好去說：『我今天以全心順服於聖

靈的帶領』；一個完全的順服是生或死的問題，是絕對

必要的。 

 



 

       我親愛的弟兄，你已經聽到了我們本文的話：『你們

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約翰福音 14:15) 每一

天都活在順服中，全天都是，住在基督裏，且遵守祂的

命令，將是你的門徒訓練的一個標誌。這是當神的孩子

學習、只有當這一顆心渴望在每一件事情上遵守神的旨

意，父的愛和聖靈才能止息於它上。這就是門徒們繼續

合一禱告的態度。這也將是在當我們為教會和世界祈求

時，我們代禱能力的秘密。 

 
 

 

 

 

 



 

第八天 

聖靈 
 

『…你們要受聖靈的洗。』『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着能力…』 ---    使徒行傳 1:5,8 

 

 

教會的第三個標誌就是透過聖靈事奉的能力。從亞當墮

落時，也就是當他失去了他的靈時，這靈，神已經吹入

了他裏面。神的靈曾與人爭戰，而帶著能力的工作在某

些人身上，但祂從未能夠在他們身上找到祂永遠的居

所。 

 

      只有當基督已經來了，和藉著祂的死打破了罪的權

勢，及已贏得了復活，活在祂裏面人就有了一個新的生

命，聖靈能夠降臨而佔有整顆心，且使它成為基督和神

的一個居所。 

 

      在門徒們和我們身上的能力是不能少於這個的，藉著

它，罪惡才可能被征服，和被囚的能得自由。這靈就是

聖靈。在舊約中，祂被稱為神的靈。但現在神的聖潔在

基督的十字架上已經被放大了，和基督已經使我們成

聖，使我們可能像祂一樣被成聖，神聖潔的靈降下居住

在人裏面，而佔有他們作為神聖潔的殿。 

 

 



 

       祂是兒子的靈。在地上，祂首先帶領兒子到曠野被撒

但試探，然後到拿撒勒的會堂中宣稱、祂自己就是先知

們所講的。(以賽亞書 61:1, 路加福音 4:18) 而這樣就到了

十字架，基督含蓄地完全順服了聖靈的帶領。 

 

      聖靈現在、為了一個完美順服(的例子)，啓示了基督

在我們裏面，作為首先是我們的生命，而然後是我們的

力量，和在神的能力中宣教。 

 

      奇異的奧秘！神的靈是我們的生命；基督的靈是我們

的光和力量。這是當男人們和女人們都被首先的門徒們

之聖靈所引領，我們將會有能力禱告出公義的人大有功

效的有效禱告。 

 

 

 



 

第九天 

從上頭來的能力 
 

『…你們要在城裏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
力。』  ---     路加福音 24:49 

 

 

主已經告訴了門徒們：『...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

甚麼。』 (約翰福音 15:5) 而現在，為什麼是祂已選擇了

這些無能為力、無助的人，派遣他們出去為祂在這世界

中得勝？就是在他們的軟弱中，他們可能會順服和讓祂

作為主，這是在祂寶座上的機會，去經由他們顯示出祂

的能力工作在他們身上。就像父已經在基督在地上時做

了所有的工作一樣，基督在天上現在將會是這偉大的工

作者，在他們身上証明，所有在天上和在地上的能力都

已經賜給祂。他們的位置將是對這基督的全能去禱告，

去相信，和去順服。 

 

      聖靈不是在他們身上作為他們可以擁有的一個能力。

但將佔有他們，和他們的工作將實際上會是全能基督的

工作。他們每天全部的姿態將是不止息地依靠和禱告，

和充滿信心的盼望。 

 

 

 



 

      使徒們已真正的學習去親密地知道基督。他們已看見

了所有祂的全能的工作；他們已接受了祂的教導；他們

已經和祂一起經過所有祂的痛苦，甚至於到十字架上的

死。而他們不僅僅是看見祂，且知道祂的復活的大能，

和在他們心中經歷到那復活的生命。然而，他們仍不可

能使祂被正確地知道，直到祂自己經由內住在他們裡面

的聖靈，從天上的寶座佔有他們。 

 

      每一件事情都告訴福音傳道人不要滿足於比這樣的更

少。這樣是指有這內住的生命，和聖靈的能力啓示耶穌

在心中、是唯一適於在能力中宣講福音的。沒有更能比

有基督在祂的全能中透過我們講話，將能使我們成為有

能力的新約時代的傳道人，帶下救恩給肯聽我們傳講的

他們。 

 

 

 



 

第十天 

見証人 
 

『...你們就...作我的見證。』  ---     使徒行傳 1:8 

 

 

第四個基督的教會的標誌是、祂的僕人們是祂的見証，

曾經為祂奇妙的愛作証，和祂救贖的能力，及祂繼續的

內住，和祂工作在他們裏面奇妙的能力。 

      

      這是這位君王唯一允許祂的救贖者能使用的武器。不

聲稱權威或能力，沒有智慧或口才，沒有影響力或地

位，每一個被呼召不只是透過他的話語，更是透過他的

生命和行動，是耶穌能夠做什麼的一個活的証據和見

証。 

 

      這將會是他們在人們中得勝，和帶領他們到基督腳前

所使用的唯一武器。這是首先的門徒們所做的。當他們

被聖靈充滿，他們開始講說基督已經做的强大事情。 

 

      就是在這個能力中，那些被迫害分散到各地的人出去

了，甚至遠至安提阿，以耶穌的名傳教，以致於許多異

教徒相信了。他們沒有使徒們的委託；他們沒有特別的

恩賜和訓練，但從他們的心被充滿而述說耶穌基督。他

們不能夠保持安靜；他們被基督的生命和愛所充滿，而

不得不為祂作見證。 

  

 



 

        就是這樣給了福音的增長力； 每一個新皈依者都成為

了基督的見證人。 

 

      一個異教的作者關於迫害，在後來寫道，如果基督徒

們只是滿足於保持耶穌的崇拜在他們自己中間，他們將

不會有苦痛。但在他們的熱心裏，他們需要基督統管所

有的。 

 

      這裏我們有一個欣欣向榮的教會之秘密：每一位相信

者都是耶穌的一個見証人。這裏我們有教會之弱點的原

因：這麼少的人願意在每天的生活中見証耶穌是主。 

 

      是什麼樣的對禱告的一個呼召啊！主教導祂的門徒

們、這樣的知道耶穌和祂的愛的能力之祝福，以致於他

們在見証祂是什麼和祂已經為了他們做的事情上，會可

能找到他們最高的喜樂。 
 

 

 



 

第十一天 

福音事工 
 

『…真理的聖靈…就要為我作見證。你們也要作見證，
因為你們從起頭就與我同在。』  ---     約翰福音 15:26-27 

 

 

我的見証人，也就是不僅是指所有的信徒，也很特別地

指所有福音的事工者。這是最高的呼召，也是福音之傳

教者的唯一的能力，這就是說、在每一件事是耶穌的一

個見証人。 

 

     這給了我們兩個偉大的事實。第一，在宣教者從神的

話語中敎導所有的事情，或依照會衆所需要的，他必須

首先傳講基督自己。這是第一批門徒們做的。『他們…

在家裏不住地教訓人，傳耶穌是基督。』 (使徒行傳 

5:42)   這是腓利在撒馬利亞所做的。『他宣講基督給他

們。』 (參使徒行傳 8:5) 和保羅寫道：『...我曾定了主

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

字架。』 (哥林多前書 2:2) 

 

      福音的事工者絕對不要忘記他就是因這特別的事情而

被分別出來，和聖靈一同作基督的一個見証人。就是當

他這樣做時，罪人們將會找到拯救，神的孩子們將會被

成聖，和適合於事奉祂。就是這麼唯一的可以使基督在

祂的子民的心中和在週圍的世界中有祂的地位。 

 



 

      但還有同樣重要的第二個想法。而那就是對於基督的

所是和所能做的是什麼、必須曾經是從經驗而來的個人

見証。當這樣的注釋被提到時，聖靈是帶著作為對心的

一個活的實際的訊息。就是這樣將會造就信徒，以致於

他們能走在與基督耶穌這樣交通的路上，這樣祂能透過

他們啓示祂自己。而就是這、將會引導他們到屬靈健康

不可少的秘訣之知識，那就是在每一天交通中，像孩童

般的愛中的禱告生命，和對父與子真實的奉獻。 

 

      一個禱告的合一是何等豐盛的事，在信徒們和傳道人

們中間培養了聖靈的喜樂，在這從心的豐盛而來的喜樂

中，嘴中發出了對基督我們的主、我們永遠祝福的救贖

者的讚美和榮耀。 

 
 

 

 

 

 



 

第十二天 

全世界 
 

『…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    使徒行傳 1:8 

 

 

在這裏，我們有第五個基督教會的標誌，就是全世界。 

 

    因為人在絕對的無能中，祂(耶穌)已經被祂的仇敵釘

上了十字架，講到了地極作為祂的統治，這些是什麼樣

的話語啊！在那些人談到基督不算什麼，只是一個人，

是多麼的愚蠢啊！怎麼可能已經進入任何作者的頭腦去

冒險預言，一個猶太人已經被釘十字架，祂的整個生命

透過那十字架已經被証實為一個徹底的失敗，而祂的門

徒們最終已經徹底地背叛祂。也就是，透過他們，祂應

該在這世界中得勝？沒有一個人的頭腦能夠成形這樣的

觀念。這是神的思想；唯有祂能計劃和執行這樣的一個

目標。 

 

      耶穌對祂的門徒們所說的話：『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

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 (使徒行傳 1:8)，給了他們保

証，聖靈將維持在他們裏面有基督的神聖的能力。就像

只因父工作在祂裏面、基督做祂的工作一樣，基督向祂

的門徒們保証，祂自己在天上的寶座上，在他們裏面做

所有他們的工作。他們可能會問，他們將會做什麼和什

麼將會被做在他們裏面。在那個應許的力量中，基督的

教會可以將地極作為它的一個目標。 

 



 

     哦，那個屬基督的人可能瞭解神的國度的擴展只能被

這男男女女合一持續的禱告所影響。這些男男女女人

們，在祂將會為他們成就他們所渴望的保証中，給了他

們整個的心去等候基督。 

 

      哦，神將會賜予，透過使祂的目標成為祂的孩子們的

目標，証實他們在基督裏的信心，和在合一恆切的禱告

中，順服而作祂的見証人，在祂將最確定地和最榮耀

的、賜給所有他們能要求的完全保証中，等候祂。 

 

      我的讀者，確實地變成那些代禱者中的一位，他們真

實的相信，在回答你的禱告中，釘十字架的耶穌將會做

超過你所求或所想的。 (參以弗所書 3:20) 
 

 



 

第十三天 

全地充滿了祂的榮耀 
 

『他榮耀的名也當稱頌，直到永遠。願他的榮耀充滿全
地。阿們！阿們！』 ---     詩篇 72:19 

 

 

多麼有前途的前景啊！這地現在這邪惡的一位的權勢

下，更新和充滿了神的榮耀，也就是一個新地有義住在

其中。 (參彼得後書 3:13) 雖我們相信它的是這麼少，它

會確實的來到；神的話是它的保証。神的兒子透過祂的

血和死戰勝了罪惡的權勢，而藉著永遠的聖靈，神的能

力達到了祂的目的。全地充滿了祂的榮耀、是怎麼的一

個異象啊！ 

 

      但這是一個何等偉大和困難的工作。自從基督應許這

樣、和升到天上的寶座已經接近了兩千年(在寫這小册時

時)，而仍然有一半多的人從來沒有學習知道甚至耶穌的

名字。而另外的一半，數以百萬計的人被祂的名所稱呼

(為基督徒)，但仍不(真正的)知道祂。這帶給每一個人基

督的知識之偉大的工作、已經被委託一個教會，這教會

甚少想到她的責任和她忽略的結果將會是什麼。我們可

以確實的問：這工作將會有被做完的時候嗎？祂的名字

是有祝福的，祂的能力和信實是有一天我們將會看見的

保証，和全地充滿了神的榮耀。 

 



 

     怎麼樣的一個奇妙的禱告啊！因為在我們本文中有一

個禱告，就是『願他的榮耀充滿全地。阿們！阿們！』 

(詩篇 72:19) 就是對這樣的禱告，每一個信徒被呼召了，

而他能依靠著聖靈啓示他和使他剛強。就是我們渴望著

這樣的禱告使彼此剛強，以致於我們生命的每一天都帶

著在我們裏面的所有能力，我們帶著一個合一的和連續

地渴望、在耶穌的名的信心中、和祂的聖靈的能力中去

禱告。 

 
    知道一個真正的禱告將確實地會幫助和被回答，是何

等的有福啊！在我們的生命的每一天中，去尋求神的面

是何等的有福，帶著信心去抓住祂，和直到全地都充滿

了祂的榮耀，讓祂不歇息！再一次，在這樣祂的能力的

一天中，和正在尋求為著我們的王去預備道路的、所有

神情願的孩子們合一，是怎樣的有福啊！ 
 

 



 

第十四天 

第一個禱告會 
 

『這些人同着幾個婦人…都同心合意地恆切禱告。』  
---   使徒行傳 1:14 

 

 

早期教會的第六個標誌就是在合一的禱告中等候父的應

許。 

 

      對第一個禱告會在國度的歷史上的不可言喻的重要

性，是很難有一個對的觀念，這是一個單純的、符合基

督命令的禱告會。這是一個在所有的時間裏條件的指

標，在這條件裏，祂的同在和聖靈將會在能力中被人知

道。在它裏面，我們有秘密的鑰匙，能打開天上帶著所

有祝福的倉庫。 

 

      基督已經禱告了祂的門徒們必須是合一的，就像祂和

父在合一裏面是一個完美的一樣。也就是這世界將可能

會知道神愛他們，就猶如祂愛基督一樣。當基督祈禱這

禱告時，門徒們離這樣的一個狀態有多遠！我們看到了

在主的桌子上他們中間的紛爭，爭著關於誰將是首領的

問題。唯有當基督復活以後，和祂已升到天上以後，在

十天的合一的懇求中，他們將被帶到進入那神聖的愛的

及有目標的合一，而這將使得他們成為基督的一個身

體，預備好在所有聖靈的能力中去接受祂。 

 

 



 

     是怎樣的一個禱告會啊！在祂和他們三年的相交之基

督訓練的果實。在神吹入祂的靈進到亞當前，他的身體

首先被創造。而所以在聖靈佔有之前，基督的身體必須

首先被形成。 

 

      這個禱告會給了我們在所有的時間裏國度的法則。在

什麼地方基督的門徒們在愛中彼此聯結，而在一心一意

的奉獻中完全的順服於祂，聖靈將會從天賜下作為神認

可的印記，而基督將會彰現祂强大的能力。一個新的配

發的偉大的標誌就是大有功效的、合一不止息的禱告，

和帶著聖靈能力的冠冕。如果我們的禱告在很大程度上

只限於我們的教會或興趣，回答不可能如我們期望的如

此有能力，這難道不是我們在這裡的原因嗎？ 
 

 

 

 

 

 

 

 

 

 

 

 

 

 

 

 

 

 
 

 



 

第十五天 

聖靈的合一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身體只有一
個，聖靈只有一個…』 ---    以弗所書 4:3,4 

 

 

就是從保羅、我們學到了在不同地方的基督徒社區、必

須怎樣在禱告的交通中記念彼此。他指出在這樣的禱告

中，神是怎麼樣被榮耀的。所以他多次寫道(哥林多後書 

1:11, 4:15, 9:12,13) 關於代禱的事工怎樣了充滿神的榮

耀。 

 

      在我們的時代中，有著非常大的需要，就是在全世界

神的孩子們，應該在意識到他們被神選召作為一個聖潔

的祭司、不停的獻上讚美和禱告的祭之中，被彼此吸引

而接近彼此。在世界和基督的身體之間，有著太少的分

別；在許多神的孩子們的生活中，和世界是什麼樣有著

太少的區別。這是一個最深的重要問題：可以做些什麼

來促進聖靈的合一？ 

 

    沒有任何其他的事情比分別出來有一個更多、帶著明

確的代禱的禱告生活，將會可能幫助神的子民証明、他

們在聖潔和愛的生命中合一。那將是一個活的見証，見

証給世界看為神而活是意謂著什麼。當保羅寫道：『靠

着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

聖徒祈求，』 (以弗所書 6:18) 他說出了神的子民和這世

界之間一個不同的基本特徵。 

 



 

     你說你渴望承受神的孩子們的標誌，而能夠為他們禱

告，你可能証明給你自己在和給他人看到，你確實是從

世界出來了。下定決心在你的生活中承受你的這一個偉

大的、真正的基督徒的獨特之處，就是一個禱告和代禱

的生活。加入神的孩子們，他們帶著合一和不止息地為

了這樣的保持聖靈和基督身體，正在尋求他們可以在主

中和祂的全能中剛强，去祈禱降下給祂的教會一個祝

福。讓我們中沒有一個人認為、每天花一刻鐘去默想、

神有關祂給教會的應許的一些話是花太多的時間，也就

是說，而然後去祈求祂去成就這些。慢慢的，不知不覺

的，然而是確定的，你將會在心和魂嚐到、與神的子民

是一的祝福，而接受能力做這有功效的有效的禱告。 
 

 

 

 

 

 

 

 

 

 

 

 

 

 

 

 

 

 
 

 



 

第十六天 

合一是力量 
 

『禱告完了，…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神的
道。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  ---    使徒行傳 

4:31-32 

 

 

我們到處都可看到在自然界中合一的力量。當一滴雨落

在地上的時候，它的力量是多麼的微弱啊！但當許多的

雨滴匯成一股，而成為一體時，力量是多麼快的不可抗

拒啊！這就是真正合一禱告的力量。在詩篇 34:5，原是

『凡仰望他的』，在英文的邊緣的註釋是說『他們流進

祂』。在荷蘭文的翻譯是說『他們他們像流水一樣的沖

向祂』。這就是在這樓房的禱告。而這就是，如果我們

能在祈求父的應許時能把所有我們的力量聯合在一起，

就是我們的禱告所能是的。而當這世界『像洪水般的來

到』，它就能在合一的禱告中被得勝。 

 

      在納塔爾，因為有許多的山，溪流常常以巨大的力量

流下。當祖魯人希望穿越一個溪流時，習以為常的要把

手聯在一起。領導者在右手拿一根强的杖，而把他的左

手牽一個在他後面來的一些强壯的人。而所以呢！他們

就形成了一個十二人或二十個人的一條練子，而幫助彼

此的渡過這水流。讓我們相信，當屬靈的神的子民們彼

此伸出他們的手，他們將會有能力抗拒這世界加在他們

身上可怕的影響力。而在那合一的神的孩子們中，當他

們已經得勝了這世界和肉體的權勢，將會和神在一起能

有能力得勝。 



 

    就是他們在這樓房住了十天，一直到他們已經真正的

變為同心同意。當神的聖靈降臨時，祂不僅僅是充滿了

每一個人，並作為基督的身體的佔有了整個會衆。 

 

      哦！基督徒們啊！真的要相信，在這二十世紀中，禱

告我們的主耶穌仍然是正在被提供的：『...聖父啊，..叫

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約翰福音 17:11) 就是在

愛和相信禱告的交通中，我們的心能被合而為一，而我

們將會在信心中剛强，相信和接受神已經應許我們的。 
 

 

 

 

 

 

 

 

 

 

 

 

 

 

 

 

 

 

 

 
 

 



 

第十七天 

以基督的名禱告 
 

『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甚麼，我必成就，叫父因兒子得
榮耀。』   ---    約翰福音 14:13 

 

 

我們的禱告和基督榮耀在天上的父神之間的聯結是何等

的奇妙啊！在地上有多的禱告會帶給祂在天上多的榮

耀。就我們而言，少的禱告意謂著少給天上的父榮耀。

這是對多禱告、對不停的代禱是多麼的一個動力啊！我

們的禱告是對父神的榮耀不可缺少的。 

 

      基督在最後的晚上是這麼深的渴望著、祂的門徒們應

該學習去相信祂的名的能力，和充分利用祂的一個確定

和豐盛的回答之應許，以致於他們發覺了這應許重複了

七次之多。祂知道人相信、以祂的名禱告會回應的這奇

妙的應許是多麼的慢。祂渴望喚醒一個大而有自信的信

心，及我們的禱告能從每一個懷疑的陰影中出來，和教

導我們看待代禱是帶給神榮耀的最確定和最有福的方

法，是我們魂的喜樂，且是我們周圍正在滅亡的世界的

祝福。 



 

     而如果我們想到這樣的禱告是不容易達到的，我們只

需要記起基督告訴他們什麼。就是當聖靈降臨時，他們

將會有能力去做這樣的禱告。這就是引我們到完全順服

於這有福聖靈的管治，以致於祂向我們堅守這寶貴的應

許，『…你們求就必得着，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約翰福音 16:24) 當我們相信聖靈的能力正用全力的在我

們身上工作時，代禱就將會變為對我們所有事奉的喜樂

和力量。 

 

      當保羅寫道(歌羅西書 3:17)，『無論做甚麼，或說

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他提醒我們怎樣

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每一件事情都要帶著耶穌的名的簽

字(標誌)。就是當我們學習做到這樣的時候，我們將會

有自信的對父說，就像我們活在人前在那個名裏面一

樣，我們在那名裏面的禱告將會被允許。和人交接的生

活、及和神交接的生活即將是一個。就是當耶穌的名在

我們的生活中掌管一切的時候，它也將會賜能力給我們

的禱告。 

 



 

第十八天 

我們天上的父 
 

『…我們在天上的父：…』  ---    路加福音 11:2 

 

 

基督放在我們嘴邊的祈求是多麼簡單和多麼美麗啊！然

而它的意義是何其豐富。在它所含的愛和祝福的圓滿上

也是何其豐富。 

 

      只要想一想，能寫下包括已經在地上的智慧和慈愛的

父親們所有記憶的一本書，會是怎樣的一本書！只要想

一想這世界欠這些父親什麼，這些父親已經使他們的孩

子們、在奉獻他們的生命去尋求他們的同胞上有剛强和

幸福。然後想想所有的這些怎麼會僅僅是一個影子呢？

也就是說，但這仍然僅僅是一個父在天上是對祂在地上

的孩子們的影子，一個精緻美麗的影子。 

 

      當基督賜給我們權利去說：『父！』『基督的父』，

『我們的父』，『我的父』，祂賜給我們是什麼樣的禮

物啊！ 

 

      而然後，『我們在天上的父』，我們天上的父。當我

們俯伏敬拜時，知道父和在地上的我們親近，我們算它

是一個偉大的特權。但我們馬上就開始覺得需要升到天

上進入祂在天上聖潔的同在，在它的大氣中呼吸，在它

的靈中飲水，和變成有真正屬天的意念。 

 

 



 

 而當我們在思想和想像的能力中離開了地上，和在聖靈

的能力中進入撒拉弗敬拜的至聖所，這話語『天上的

父』有一個新的意義，而我們會在一個影響下，能整天

的住在那裏。 

 

     而然後我們收集地上的父親身份已經意謂著什麼的想

法，及聽到基督的聲音說：『還有多少』。也就是感到

了地上畫面和天上實際的距離，而只能在謙卑和愛的敬

拜中俯伏，『父，我們的父，我的父』，而只有因此能

完全喜樂，和當我們能喜樂地止息於這話語時：『…何

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嗎？』 (路加福音 

11:13) ，能力會來到我們身上。 

 

      哦！為了恩典，去培養一個天上的靈，和每天証明我

們是有天上的父的孩子們、及我們喜愛每一天都住在祂

聖潔的同在中！ 

 



 

第十九天 

禱告的力量 
 

『…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    雅各書 

5:16 

 

 

禱告是大有功效的。在神裏面大有功效。它在教會的歷

史和其人們中是大有功效的。禱告是一個教會在世界中

要確保神全能的工作所能用的偉大力量。 

 

      一個義人的禱告是大有功效的。也許就是說，一個有

著基督的義不僅僅是作為外衣穿上，更是作為激勵他的

生命力量，作為一個新人，『…有真理的仁義和聖

潔。』 (以弗所書 4:24)  一個人活著為『給義作奴僕』。

(參羅馬書 6:16,19) 這些是主所愛的義人，而且義人的禱

告有能力。(參詩篇 66:18-19, 約翰一書 3:22) 當基督在最

後的一個晚上賜下祂偉大的應許，是針對遵守祂命令的

那些人，『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

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約翰福音 

14:15-16) 『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裏；凡

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參約翰福音 

15:7,10) 

 

 

 



 

     『…義人有效之熱切禱告是大有功效的。』 (雅各書 

5:16, 直譯) 只有當義人振奮自己和喚醒全人去抓住神，

他的禱告才大有功效。就像雅各說：『…我就不容你

去。』 (創世記 32:26) 就像固執的寡婦不讓公正的法官

歇息，所以這就是有效的熱切禱告影響了偉大的事情。 

 

      而然後有了許多義人的有效之熱切禱告。當兩或三人

同意的時候，有一個回應的應許。當上百和上千的人在

合一中向神呼求、去代表祂的子民顯示祂的全能時，還

要多少呢！ 

 

      讓我們聯結那些人，他們已經合一的去向神呼求、祂

在祂的教會有聖靈的大能。這是怎樣的一個偉大和有福

的工作，和怎樣的在神時間中有一個豐富的回應之肯定

的前景！讓我們為著有效的熱切禱告的恩典、向神個別

的和合一的祈禱，這樣的禱告大有功效。  

 



 

第二十天 

禱告和犧牲 
 

『我願意你們曉得我為你們…是何等地盡心竭力。』   
 ---   歌羅西書 2:1 

 

 

就像正在進行一個偉大的事情的人一樣，必須準備好他

們自己和聚集他們所有的力量來幫助他們，所以基督徒

們必須準備好他們自己『用全心和全力』去禱告。這是

國度的法則。禱告需要犧牲安逸，時間，和自我。有能

力的禱告的秘訣是犧牲。基督耶穌這偉大的代禱就是這

樣。這樣的寫著祂，『…耶和華以他為贖罪祭（或譯：

他獻本身為贖罪祭）。他必看見後裔，…』 (以賽亞書 

53:10) 『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 (以賽亞書 

53:11) 『…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分，與強盛的均分擄

物。因為他將命傾倒，以至於死。…』 (以賽亞書 53:12) 

在客西馬尼，『…既大聲哀哭，流淚禱告，…』 (希伯

來書 5:7) 禱告是犧牲。大衞說：『願我的禱告，如香陳

列在你面前；願我舉手祈求，如獻晚祭。』 (詩篇 141:2) 

 

      禱告是犧牲。我們的禱告只有植根於耶穌基督的犧

牲，才能有它值得的地方。就像祂在祂的禱告中放棄一

切一樣，『…就願你的意旨成全。』 (馬太福音 26:42)，

我們的姿態和傾向必須永遠是對神和祂的事工奉獻一

切。 

 

 

 



 

      一個虔誠的威爾士礦工有個親戚，醫生吩咐他的親戚

去馬德拉。但沒有錢。這礦工決定用他有的一點點錢，

而大膽地全部使用。他每天花了七先令和六便士為生病

的人得到了一個舒適的住宿地方。他自己滿足於一個室

外房間，而每天花十便士生活。他花了大部份時間去禱

告，直到他有了確據，這生病人將會好。在那月的最後

一天，生病的人就好了。當這礦工回到家時，他說他現

在學到了以前沒有學到的東西，就是禱告的秘密法則和

隱藏的能力在於自我犧牲。 

 

      我們的禱告在等候神上有這樣不情願但有需要的犧

牲，  我們是否需要懷疑我們的祈禱會缺乏力量。基督，

我們相信的基督，活在我們裏面的基督，奉獻祂自己作

為獻給神的犧牲。就是當這靈在我們裏面活著和管治，

我們將從祂接受能力作為代禱者，祈禱出有功效的禱

告。 

 



 

第二十一天 

聖靈為聖徒的代禱 
 

『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着神的旨
意替聖徒祈求。』   ---    羅馬書 8:27 

 

 

這些話語在聖徒心裏的禱告生活上投射了一個什麼樣的

亮光啊！我們不知道我們應該禱告我們必須禱告的。有

多常是因為這阻擋了我們的禱告，或阻攔我們基本的要

達到成功需要的信心。但這裏我們被告訴了有這樣的鼓

勵，就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

聖靈照着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羅馬書 8:26-27) 

 

      在這裏為我們展開了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前景啊！聖靈

在什麼地方和怎樣的為聖徒代禱？不會是其他的，就是

在心裏不知道禱告什麼，祂秘密的和有效的照着神的旨

意禱告。這自然暗示我們相信祂在我們裏面會做祂的工

作，而我們甚至當在不知道禱告什麼時，能在聖靈正在

我們裏面禱告的保証中，就留在神面前。這更進一步的

暗示我們花時間留在神的同在中，以致於我們操練一個

沒有極限的依靠著聖靈，祂已經賜于了我們在我們裏面

去呼喊『阿爸父』，甚至當我們只除了有說不出的呻吟

和嘆息，我們沒有任何東西去奉獻時。 

 

 

 

 



 

    在許多神的聖徒生活中，如果他們知道這，會造成什

麼樣的不同啊！他們不僅僅有、神的兒子耶穌，這偉大

的大祭司，為他們永遠活著代禱，和他們也不僅僅有在

信心裏面要求所渴望的自由，也有在事實上和實際上有

聖靈，『恩典和懇求的靈』，在他們人的深處去、按著

神的旨意、去實行祂為他們代禱的工作。 

 

    是什麼和世界分別的一個呼召啊！全心順服於聖靈在

我們裏面的引導和禱告，更深於我們所有的思想和期

望！是什麼在魂的靜止中順服的一個呼召啊！魂靜止也

就是指止息於神的裏面和耐心的等候祂。這是當聖靈在

我們裏面禱告時，不僅僅是為我們，也是特別的依照神

的旨意、為所有的聖徒禱告。 
 

 



 

第二十二天 

所有的他們都合而為一 
 

『…聖父啊，求你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為
一，像我們一樣。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
我的人祈求，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裏面，我在你裏
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
們，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我在他們裏面，你在我
裏面，使他們完完全全地合而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
來，…』   ---     約翰福音 17:11,20-23 

 

 

請仔細的注意到主如何用這個表達『叫他們合為一』五次之多。

宛如、如果我們要能真正的意識到祂的大祭司的禱告主要的思

想，祂覺得在這些話語上有需要強烈的加强。祂渴望這話語和這

思想將實際上在我們的心裏、和它們在祂心中有同樣的地位。當

祂透過十字架要去父那裏的途中，祂將使我們瞭解到、祂是帶著

這樣的思想和渴望到天上去的，使它成為祂在那裏不止息代禱的

目標。而祂委託了這些話語給我們，我們應該帶著它們和我們同

進這世界，使它們也成為我們不止息地代禱的目標。就是只有這

能使我們去完成祂所給的最後一個新的命令，就是我們愛弟兄如

祂愛我們一樣，使我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教會已經瞭解這的是多麼的少。教會的不同教派、對所有不論

稱為何名或何宗派的聖徒、都印著一個熾熱深情的愛是多麼的

少。難道我們不真心的歡迎邀請去做這樣的一個禱告、『叫他們

合而為一』、成為我們每一天和神交通的一個主要部份？當我們

一旦和所有全世界的神的孩子們聯結這兩個字，『我們的父』，

這將會是多麼簡單。每一次我用這些神聖的話語，我們必須只要

擴充這小小的字『我們的』、到進入父神的愛的所有廣大和豐

富，而我們的心不久就會學習到、像我們說『父』是帶著祂無限

的愛和我們對祂的愛的思想、一樣自然的說『我們的』、是帶著

對所有不論是誰或他們在何處的神的聖徒、有孩子般的情感。這

禱告『叫他們合而為一』、就將成為一個喜樂和一個力量，一個

更深的與耶穌基督交通及和衆聖徒的聯結，和對愛的父神、一個

甜蜜的救贖主的一個奉獻。 

 

 

 



 

第二十三天 

門徒們的禱告 
 

『這些人…都同心合意地恆切禱告。』   ---   使徒行傳 1:14 

『都恆心…彼此交接，…祈禱。』   ---   使徒行傳 2:42 

 

 

在禱告的學校裏，關於這持續的合一禱告，清楚的憂慮

這對門徒們意謂著是什麼，是什麼樣的一個功課啊！ 

 

      只要想一想他們的渴望的目標。不論他們的想法是多

麼有缺陷，這一點他們會知從耶穌的話語中知道，他擁

有這有福的聖靈，『...我去是與你們有益的。...』 (約翰

福音 16:7) 就是聖靈將會以他們以前從未知道的方式、

把榮耀的基督賜在他們的心裏。而這就是祂自己在神的

聖靈的全能中，為了祂已經呼召他們做的工作，將是他

們的力量。 

 

      他們期望應許的完成需要有多大的信心啊！難道不是

已愛他們這樣多的主人給他們承諾，保証他們祂將會從

父在天上的寶座賜于他們的是什麼嗎？ 

 



 

      而他們帶著强烈感和堅持去祈求，在當他們崇拜他們

在天上的主時，他們的心充滿了讚美和感恩，在這中間

他們想起所有祂已教導他們的關於重要性，不論回應會

延遲多久，在完全的保証中祂將最確定地成就他們的渴

望。讓我們帶著像這些樣的思想來滋養我們的心，直到

我們意識到、賜給門徒們的應許也同樣的賜給我們了，

而即使我們不得不向神早晚呼求，我們也能依靠父去回

應我們的禱告。 

 

      而然後，我們知道這不是最少的。也就是讓我們相

信，他們繼續有合一的禱告，雖然我們不能聚集在一個

地方，我們也可在我們陳述我們的祈求時，如同一人。

我們能。也就是在隨之而來的聖靈的愛中，會使我們成

為一，而在我們祈求這有福的名中，帶著和祂的弟兄聯

合的每一人之主同在的經驗裏，我們能聲稱這應許，我

們也將會被聖靈所充滿。 
 

 

 



 

第二十四天 

保羅對禱告的呼召 
 

『靠着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
為眾聖徒祈求，也為我祈求，…』   ---    以弗所書 6:18-19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意識啊！保羅有著基督的全部身體之

深深的、神聖的合一的意識，和有著為著屬於這身體的

所有成員的不停禱告的實際上的需要的意識。他不意謂

著這只是一個偶發的事件，而是一個在他們被綁在一起

的生命中之不停的操練，這可很明顯的在他所用的話語

中看見，『靠着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

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以弗所書 6:18) 他期望信徒

們是這樣的、他們是有被在基督裏面的人的意識所充

滿，而透過祂對整個身體有意識的合一，以致於在他們

每天的生活和所有的遭遇中，他們最高的目標、將永遠

是他們已經變為成員的基督身體的福利。他是依賴著他

們的人被聖靈所充滿，以致於對他們來將會是、沒有任

何負擔或限制的完完全全的自然的、去為屬於耶穌基督

身體的所有人禱告。而這就像我的身體每一部份一樣的

自然，它們已準備好為整體的福利做所需要做的工作，

即使是這樣，在聖靈有完全管制的地方，與基督合一的

意識將永遠伴隨著全部成員的合一和喜樂及愛的意識。 

 



 

      這難道不是我們每一天中的生活所需要的嗎？就是每

一個信徒都對基督耶穌一心一意地屈服，將會一天一天

的，每一日子，和所有的天裏，活在他與基督和祂的身

體為一的意識中。就像爭戰已經照亮了强度和準備好了

一樣，透過它，這些屬王的百萬人、為王和祂的事奉犧

牲他們所有的，以致於神的聖者將會為他們的王、基督

活著，而也為著祂是頭的身體之所有的成員活著。願神

的子民願意在所有的時間和為所有的聖徒、做禱告和代

禱的犧牲！ 
 

 

 

 



 

第二十五天 

保羅為禱告的請求 
 

『也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膽開口講明福音
的奧秘，…並使我照着當盡的本分放膽講論。』   ---     以
弗所書 6:19-20 

 

 

『也為我祈求』，就是這些話語，在保羅相信禱告的絕

對需要和其奇妙的能力之深深的實際上，給了我們什麼

樣的亮光啊！只要聆聽他請求什麼，就是他們應該禱

告。『…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奧

秘，…並使我照着當盡的本分放膽講論。』 (以弗所書 

6:19-20) 保羅現在已經是多過二十年的一個福音的事工

者。一個人可能會說，他有這樣的宣道和口才之經驗，

應該對他來說能夠自然的照着他當盡的本分放膽講論。

但他對自己的不足和軟弱的信念是這樣的深，對依賴神

聖的教導和能力是這樣的絕對，以致於他感覺到，沒有

神直接的幫忙，他不能做他應該做的工作。他完全的和

不可改變的依賴神，祂是與他同在，教導他該說什麼和

如何講，這是他所有相信的基礎，和他一生的基調。 

 



 

    但仍有更多。他在所有的這些二十年中，已經有無數

次的情況，沒有一個人在禱告上幫助他，他不得不單單

的投靠神。然而，就是他深深的屬靈的洞察力，看見了

基督身體的合一，和他自己事實上依靠著其他人的禱

告，以致於他向他們請求，在聖靈中做所有的禱告和懇

求，和用所有的禱告和毅力去注意觀察，及請求他們不

要忘記為他禱告。就像一個摔跤手在博斗中、可以免於

他身體中最弱的部份幫忙這麼少的一樣，保羅沒有信徒

們的禱告，能做的也是這樣的少。 

 

      在對二十世紀的我們去喚醒這意識是什麼樣的一個呼

召啊！就是在天上的我們的代禱者基督，和在地上這裏

的所有聖徒，正在參加一場激烈的比賽，而這就是我們

的義務，在所有祂的僕人們中、去呼喚和培養這不停懇

求神聖靈能力的恩賜，以致於所有的人可能有神聖的口

才賜給他們，和所有的人照着他們當盡的本分放膽講

論。 
 

 

 

 



 

第二十六天 

為衆聖徒禱告 
 

『…寫信給歌羅西的聖徒，在基督裏有忠心的弟兄…我
們感謝神…常常為你們禱告，因聽見你們…向眾聖徒的
愛心。』『你們要恆切禱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為我
們禱告，…』  ---    歌羅西書 1:1-4, 4:2-3 

 

 

為衆聖徒禱告：讓這成為我們的第一個思念。這需要時

間，思念，和愛去成就那簡單的表達中所蘊含的。想想

看你自己的鄰居和你所認識的聖徒；想想看你整個的國

家，而為著所有神的聖徒讚美祂；想想看這世上的基督

教國家，和在這些每一個中將找到的聖徒；想想看所有

的異教國家，和在他們中間將找到的、以從未有的速度

增長的神的聖徒。 

 

    想想看在將發現到的所有面臨之不同的狀況和條件

下，和所有需要祈求神的恩典和幫助的非常變化中。想

想看許多，哦這麼多神的聖徒，然而透過無知或懶惰，

透過世俗的思想或不信的惡心，正在黑暗中行走，而不

能帶給神任何的榮耀。 

 



 

想想看這麼多人是認真的，然而意識到有一個失敗的生

活，有著很少或完全沒有力量去愉悅神或去祝福人。然

後再想一想那些將在每一個地方找到的，在團結的地方

或在公司裏，他們唯一的目標是事奉買贖他們的神，和

那些圍繞他們的那些人的光。特別想一想加入的他們，

經常沒有意識到、在祈求聖靈的應許、和只有祂能賜于

的內心之愛和合一，他們對基督整個身體的關係。 

 

      這不是一天或一個晚上的工作。它需要一顆心，關於

我們屬於的那基督的身體之狀態和需要上，會時不時地

自我設定去做嚴肅的思考。但一旦我們開始，我們將會

為我們的堅持和順服神的靈、找到豐富的理由，以致於

祂可能使我們適合做每一天的偉大和有福的工作，去祈

禱這双重的禱告，就是為著神和基督的愛去充滿祂子民

的心，和為了聖靈的能力降下、及在這罪惡的世界中做

成神的工作。 
 

 

 

 



 

第二十七天 

衆聖徒的禱告 
 

『...我們指望他將來還要救我們。你們以祈禱幫助我
們，…』  ---    哥林多後書 1:10-11 

『…那一等傳基督是出於結黨，…，意思要加增我捆鎖
的苦楚。…因為我知道，這事藉着你們的祈禱和耶穌基
督之靈的幫助，終必叫我得救。』  ---    腓立比書 1:16-19 

 

 

這個主題再一次的呼召我們要想到全世界的所有聖徒，

但引導我們從一個不同的立場去看他們。假如我們要去

祈求神增加那些的確會禱告的人的數目和其能力，我們

將會被引導而有一些印象的形成，有關於我們代禱者的

圈圈可能會慢慢的增加其數目和能力的希望是什麼。我

們的第一個想法將自然轉向、這些思想和知道關於為基

督的身體祈求的義務或祝福非常少的眾聖徒，或使它的

成員們變為完全的必須要做的所有工作。然後我們將必

須記得有多少人我們可能會為他們而讚美神，他們的確

為了得到祂的聖靈的能力而代禱，但他們的思想主要是

侷限於他們所熟習的、或直接有興趣的。 

 

 

 



 

     那將留我們在現在的情況，相對來說有一個非常有限

數目的那些人，準備好參加這為著身體的合一和聖靈的

能力而禱告，而這禱告本是應該送給整個教會的。而甚

至於這個數字可能會很小的這些人、真正的感覺到他們

被吸引而參加為聖靈傾倒於所有神的子民的每天禱告。 

 

       然而許多人可能會正在感覺到這提議和一個長久感覺

的需要相符合，而對不管是少數或許多的人來說，是一

個不可言喻的特權做到基督的最後禱告，『...使他們合

而為一，…』 (約翰福音 17:22)，成為我們信心和愛的每

天懇求。這可能即時是、信徒能在小圈圈中聚集在一

起，或涵蓋更大的區域，幫助這些他們附近的人去參加

這偉大的工作，就是為所有聖徒可能變為一、而為所有

的聖徒禱告。 

 

      這個訊息將用電報送出給所有渴望與它接觸的心，和

在這不止息的為著祂的愛和聖靈的能力啓示給祂所有的

子民中而每天懇求，尋求去証明他們對主的奉獻。 
 

 

 

 

 

 

 



 

第二十八天 

為所有的人禱告滿有聖靈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
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
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    瑪拉基

書 3:10 

 

 

在舊約中的這最後的應許告訴我們、祝福將會是多麼的

豐盛。五旬節僅僅是神願意去做的開始。當基督賜于了

父的應許時，仍然要等著完全的成就。讓我們嚐試和意

識到這樣的自由是什麼，就是我們必須請求和期望偉大

的事情。 

 

    就像大使命要出去和宣講福音、不只是意謂著為(當時

的)門徒們，也是為我們，所以這最後的命令也是一樣給

我們的。『…你們要在城裏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

來的能力。』 (路加福音 24:49) 『…要等候父所應許

的…』 (使徒行傳 1:4) 『…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使徒

行傳 1:5)，也是為我們，且是我們如同一人的禱告將會

被聆聽的信實保證之基礎。 

 

 

 



 

     花時間去想一想在整個教會裏和所有我們宣教的禾場

中、有需要的一個什麼樣的呼喊啊！讓我們意識到、使

我們勝過世界力量或黑暗權勢的沒有效率或無能的唯一

補救方法、是在祂的軍隊和祂的聖靈能力之中彰顯我的

主的同在。讓我們花時間去想一想在基督教世界的所有

教會的狀況，直到我們進入從未有的深度、堅信一切都

無濟於事，除非主祂自己超自然和大能的介入，為著和

罪惡這偉大的爭戰去喚醒祂的軍隊。有任何人能設想到

或建議其他的方法去代替禱告、能夠完成這：為著神在

福音事工和所有祂的子民上的力量，賦予他們從上面來

的權力，使福音在實際上使神的能力進入了救贖？ 

 

      當我們和地上的全部教會、以為著在天上神的全能而

禱告聯結在一起時，我們將會感覺到天上的世界和神的

國度的這偉大的事實、已經佔有了我們，而就是一旦祂

發現人心在信心和順服中、完全的臣服於自己，我們確

實地正在請求、神正渴望著賜于我們的是什麼。 
 

 



 

第二十九天 

每一天 
 
『我們日用的飲食，天天賜給我們。』    

---    路加福音 11:3 

 

 

有一些基督徒們害怕想到去天天禱告的承諾，認為這是

他們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們不能承擔它，但仍然他們

禱告神天天賜給他們日用的飲食。假如一個神的孩子一

旦已經將他的整個生命順服於神的愛和事奉上，他應該

認為這是一個特權去利用任何可以幫助他天天進入、帶

著祂的教會和國度的偉大需要、神同在的邀請。這是可

以確定的。 

 

      難道不是很多人都承認他們渴望全為神而活嗎？他們

承認基督將自己給了他們，而祂的愛看顧著他們、和不

止息地工作在他們身上。他們承認這樣的聲稱，基督對

我們愛的尺度就是我們對祂愛的尺度。他們覺得、如果

這真正的是他們生活的標準，他們必須確實的歡迎每一

個機會、去天天証明他們正在奉獻他們心的力量給基督

國度的益處、和能帶下神的祝福的禱告。 

 

 

 

 



 

       我們天天合一禱告的邀請、可能對一些人來說是一個

新的，和或者是不期望而來的機會，變成了為神紀念的

那些人。那些人是指為著祂的能力及祝福在祂的子民身

上，和這需要的世界上而日夜哭泣的人。想想看這樣的

每天允許代表聖徒向神祈求的特權，這特權是為著祈求

祂的聖靈傾倒而下，和祂國度的降臨，祂的旨意行在地

上如同在天上。對那些必須承認他們只有一點點瞭解這

高的特權、和為著祂的祝福在這世界上而在禱告中等候

神的嚴肅義務，這邀請應該是最受歡迎的。而甚至對那

些已經為著這些去禱告的工作的特別圈圈，這種會使他

們異象的擴大和他們的心去包括所有神的聖徒們及祂國

度的所有工作，和一個祂聖靈的豐富的傾倒而下的應許

之想法，應該敦促他們參加一個事工，藉著它，他們其

他工作不會受影響，只除了他們的心會被他們從未有的

一個喜樂和一個愛及一個信心所加强。 
 

 

 



 

第三十天 

同心協力 
 

『...門徒都聚集在一處。』『他們就都被聖靈充
滿，…』   ---    使徒行傳 2:1,4 

 

 

我們上一章已經對我們打開了、基督全身要團結在一起

的美妙的想法，而有需要精細的培養沉睡或埋藏的代禱

的人才。為著我們知道的千萬祂的孩子們、在他們每天

的禱告中為他們個人有興趣的神國度的工作的一些部份

做特別的祈求，我們願確實的感謝神。但在許多的情況

中，禱告者都限於他們有興趣的工作，而缺乏一個心胸

寬廣和普世的愛。就是把所有神的聖徒們和他們的事奉

擁抱在懷中(當作是自己的)。沒有勇氣和力量是來自意

識到這只是一個大而得勝的軍隊的一部份。這軍隊是我

們得勝的王所率領的。 

 

      我們曾說過一個摔跤手在比賽中聚集他全部力量、和

依賴著他身體的每一部份竭盡全力。在英國的陸軍，在

現在的戰爭中有著百萬的士兵投入，每個支隊不僅僅是

全心投入它必須要做的工作，更是它已經準備好、從每

一個這偉大的陸軍遙遠的成員中勇敢和熱情的消息裏、

因而喜樂和鼓起新的勇氣。 

 

 

 

 



 

而難道這不是我們在基督的教會所需要的嗎？就是這樣

的為著王、和祂的國度、及在祂的目的中的這樣一個信

心。目的就是祂的名將會被每一個人所知道，和每天我

們的禱告將會升起。帶著一個心胸寬廣的愛，抓住基督

的整個身體、和每天祈求聖靈的能力在所有它的成員

上。甚至於對最軟弱的也是如此！ 

 

    合一給的力量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每一個別成員的

力量、在極大的程度上被與一個大而得勝軍隊的相交之

靈感所增加。沒有能像意識到在基督耶穌裏我們是一個

身體和一個靈、這樣的能幫助我們達到一個從未有的大

信心。這就是當門徒們在五旬節那天，全都是同心協力

的在一個地方，他們所有的人都被聖靈充滿。合一的禱

告帶出了對禱告的答案。 

 
 

 

 



 

第三十一天 

個人的呼召 
 

『…叫我們不靠自己，…他曾救我們…並且我們指望他
將來還要救我們。』   ---    哥林多後書 1:9-10 

『一些人傳基督是出於結黨，…意思要加增我捆鎖的苦
楚。…因為我知道，這事藉着你們的祈禱和耶穌基督之
靈的幫助，終必叫我得救。』   ---     腓立比書 1:16-19，直

譯但基於和合本 

 

 

像這樣的經文証明在教會仍然有基督徒在聖靈的完全的

能力之下，保羅能依賴他們做有效且有功效的禱告。當

我們懇求基督徒們不止息的禱告時，會有一個非常大數

目的人，他們安靜的私下決定，這樣的一個生活對他們

是不可能的。他們沒有任何禱告的恩賜；為了在(靈)魂

的救恩上榮耀基督，他們沒有强烈的渴望；他們尚未學

習到它是什麼，就是在基督的這被束縛的愛的能力之

下，不活在老我之中，但活在祂裏面。祂為我們死，而

又復活。 

 

      然而正是這樣，我們才提出呼召給他們，去全心順服

的獻上自己，全為基督而活。我們問他們是否不恥於自

私的生活。就是單單的利用基督當成一個方便的工具，

從地獄逃出，而確保在天堂有一席之地。我們帶著這保

証到他們面前，就是神能改變他們的生活，而用基督和

祂的聖靈充滿他們的心。我們懇求他們相信，神凡事都

能。是的，祂是能夠而且最急著的願意他恢復他們到父

的家裏，到祂的同在和服務的喜樂中。 



 

      在達到這路上的一步將是他們聆聽、在基督內住同在

的能力中、為著這些男女們的呼召，他們將活在為所有

聖徒們不止息地代禱之靈下，以致於他們接受聖靈的能

力，而承認這不亞於一種責任，是一個犧牲，就是基督

的愛有一個權利去聲稱，而祂藉著祂的聖靈確實的工作

在他們身上。不論這個人可能如何欠缺，他接受這呼召

猶如來自基督，而為著所需要的恩典在謙卑的禱告中親

近神，將會已經在走向和神交通的路上邁出了第一步，

在基督耶穌裏到了一個新的信心和生活，和順服全人於

那聖靈的代禱。這將會幫助再帶來五旬節進入神子民的

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