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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住禱告的生活 

——慕主先鋒教會主日信息 

江衍城傳道 

2022 年 3月 19日 

全球的家人還有現場弟兄姐妹們，很高興今天有機會跟

大家一起來分享神的話語。 

我們先做一個禱告： 

親愛主耶穌謝謝祢，祢好愛我們，祢在我們當中，祢渴

望釋放祢的話語到祢百姓的心裡面，所以主耶穌我們跟祢求，

主耶穌，是的，今天主耶穌預備我們每一個人的心，我們都

一起來領受，我也來領受，主耶穌我相信這個是祢的負擔，

所以，主耶穌祢渴望釋放的資訊藉著我的口可以說出來，謝

謝主耶穌親自與我們同在，邀請祢！邀請祢主！更多的釋放

祢的資訊在我們當中，我們渴望聽到祢的聲音，這樣禱告奉

耶穌基督聖名求。阿們！ 

我們今天要來分享的主題是「不住禱告的生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歷過停電，特別是晚上一定更淒

慘，對吧？如果晚上經歷到停電的時候是怎麼樣？伸手不見

五指，對不對？手電筒一打開把自己嚇破膽子，看到恐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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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對不對？但是我覺得，如果停電一天的話，其實還 ok，

對不對？其實還可以接受，充電寶還可以勉強撐一下，忍耐

一下，沒有網路的日子還可以撐過去。如果停兩天到三天的

時候，我不知道你會怎麼樣，你會覺得度日如年，你會連你

的手電筒都要覺得我可能要省著點用了，會不會？所以我相

信停電的時候大家一定都非常有感覺。 

我現在講到的是「不住禱告的生活」。我們的神是我們

生命的源頭，祂是智慧的泉源，祂是愛的源頭，我們力量的

源頭。你知道我們的生命是藉著禱告連於神的。我看舊約就

知道他每次為什麼要築壇要獻祭，因為祂這是藉著禱告來到

神的面前，所以禱告是一個連於神的方式，我們跟神是有對

話的，是有來往的，是有相交的。我們如果一天你沒有禱告，

你會有感覺嗎？兩天三天你離開了屬天的發電廠，缺電會有

感覺嗎？斷電你會有感覺嗎？所以我今天的負擔就是我渴

望來分享「不住禱告的生活」。 

你知道我們要可以持續的做一件事情，一定是動機非常

明確，對不對？你們記得小時候做科學研究報告的時候，有

沒有？老師會叫你寫你的動機是什麼？你為什麼要做這個

研究？那時候其實我們都知道我們沒什麼動機，老師要交我

們交功課，我們就把它交上去，以至於我就也沒有成為愛迪

生，對不對？因為我做了研究報告，並不是我很想要發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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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情，很想要解決人類的問題，不是我的動機，我相信禱

告也是一樣，當我們的禱告是被要求的，被規定的，一定不

會有持久力，所以我發現我能夠持續的來禱告，是因為遇見

了這位愛我的神，因為我被祂的愛吸引，因為我跟祂在一起

很快樂。 

我們一起來讀一段經文，《以賽亞書》62章這邊，我讀

一下給大家聽，「列國必見祢的公義，列王必見祢的榮耀，

你必得新名的稱呼，是耶華親口所起的。你在耶和華的手中

要作為華冠，在祢神的掌上必作為冕旒。你必不再稱為撇棄

的，你的地也不再稱為荒涼的，你卻要稱為我所喜悅的，你

的地也必稱為有夫之婦；因為耶華喜悅你，你的地必歸祂，

少年人怎樣娶處女，你的眾民也照樣娶你，新郎怎麼喜悅新

婦，你的神也要照樣喜悅你。人必稱他們為聖民，為耶和華

贖民，你也必稱為被眷顧不撇棄的城。」這邊是怎麼樣？本

來是被稱為「撇棄的」，本來是被稱為什麼？「撇棄的、荒

涼的」。「撇棄的」是怎麼樣？是沒人要的，丟掉的；「荒

涼的」是怎麼樣？是不結果子的，沒辦法有生命力的。但是

神不一樣，神看我們不一樣，神說怎麼樣？我們要被稱為什

麼？「我所喜悅的！」這個稱哦！神要稱我們，所以我們大

家看的時候，你要留意到，神要稱你好多名字哦。要稱你「我

所喜悅的」，「我的喜悅就在他身上」，這句話是這個意思，

「我的喜歡我的快樂就在他的身上」。我們一起來說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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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成我好不好？「神的喜樂就在我身上！神的喜樂就在我身

上！」你能夠想像嗎？神看到你就歡喜快樂，因為從你身上

祂發現了快樂的泉源。原來我們可以讓神歡喜快樂，我的神

是這樣子看，我是神所喜悅的。 

你知道江媽媽江牧師以前就講過這個道，哇，她指著自

己講說：「我是神所喜悅的！我是神所喜悅的！」你知道我

也發現了，這個就是我快樂的秘訣，「我是神所喜悅的！神

真的太喜歡我了！」哇！不再是沒人要的，我是有人要的，

而且是超喜歡我的，而不是荒涼的，不是不結果子的，我生

命原來是可以結果子的，我的生命原來是可以一直成長的，

哇！神真的很喜歡我。 

我們再拍拍自己：「我是神所喜悅的」，你相信嗎？今

天這個一定要進到我們的心裡面。這個是我們禱告的動力，

因為我們是被他所喜歡的，你跟一個喜歡的人在一起，你的

時間一定是希望更長一點，對不對？有誰跟你喜歡的人會說：

「真痛苦！快點！趕快結束！」沒有人會這樣子！跟喜歡人

時間一下就過去了。來參加我們主日禱告會的就知道，兩個

半小時，「咻」一下就不見了，「咻」一下就過去了。甚至

我們還有青年人，兩個半小時不夠啊，不過癮，他們結束之

後還相約到一個人的家裡面繼續禱告，這個就是你遇到愛情，

你遇到快樂的事情了，你喜歡的事情我相信熬夜都去把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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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對不對？只有我們覺得不重要的事情，我們才會沒時

間，如果覺得很重要很喜歡的事情，我們拼了命都去把它完

成，拼了命都去做，所以我覺得很重要，我們要真的知道，

我們是神所喜悅的，如果我們不知道我們是神所喜悅的，我

們就很可惜喲！我們不會有持續想要來遇見他，不會想要跟

神來談談心、談情說愛。 

你知道我這邊講的禱告不是只是單方面的禱告。我們有

時候想禱告，把我要的跟神講， 「幫我完成這件事，主耶

穌我需要醫治。」好像是一個單方面的——這個索取單、這

個是我的申請表。「主啊，祢看這個清單幫我來完成一下，

拜託哈！我的願望清單。」但這不是，神要我們的禱告是互

相互動的，神喜歡聽我們禱告，神祂睜眼看側耳聽耶，祂喜

歡聽到我們的禱告，你能想像嗎？神真的好喜歡聽我們跟祂

說話談心，所以我們真的跟神對話，不是只是說「主，我把

需求給祢」神喜歡我們有時候也安靜下來，讓祂跟我們說話，

因為這是一個對話，所以為什麼說等候神也是一種禱告，你

在等候神當中，我們一方面裡面跟神談心，跟神說說我們愛

他的話語，一方面我們也安靜下來，讓祂跟我們說話，讓祂

說祂好愛我們，讓祂跟我們說：「孩子你是我所喜悅的！」

我們就是要讓神有時間也要跟我們說話，這是一個雙向的交

流，我們跟神需要是這樣子活潑的一個對話，以至於你追求

神不會覺得很無聊，因為你跟神是常常有聊天式的、對話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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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啊，祢在想什麼？這件事情祢怎麼看？主，這件事情

我很需要幫助，那我不知道怎麼解決，祢可不可以教教我？

主啊，我也很喜歡來到祢面前就好了，安靜聽祢說話就好了。

我也不想要解決事情，我今天就單單的想要靠近祢。」這就

是神很希望我們這樣子跟神在一起，真是神要我們的一個禱

告生活，持續的連於祂、持續的跟隨祂。我覺得我愛上這位

主，真的是因為祂實在是拯救了我，祂實在是把一個救恩做

在我的裡面，祂實在使我知道說「我是很珍貴的！我是很被

寶愛的！」 

我相信每個人我們的成長過程或多或少都有不一樣生

命中的軟弱或是挑戰，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生命中其實我是

會很怕人的，你可以說是怕人，你可以說是討好人。我自己

從小的背景，因為我有一個姐姐有一個弟弟，我夾在中間。

媽媽小時候也跟我講：「你是石頭裡蹦出來的」，我小時候就

相信了「我是石頭蹦出來」。有一陣子我真的以為，我是外

面撿回來的。你知道嗎？所以我就覺得我要好好表現，我不

要讓爸媽太操心，我就努力的讀書。我覺得這就變成我一個

個性，喜歡有好的表現。我覺得一方面是好的性格，盡心的

去做；但是我覺得背後的動機是因為我希望得到人的肯定，

我需要人得到人的稱讚，我不希望丟臉。但是我覺得神就一

直讓我有脫落，神仍然讓我知道我是被他愛的，我不是需要

活在人面前，我是單單需要活在神面前的。小時候這樣懼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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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覺得開始在教會服侍神的時候，這個對我也是一個挑

戰，因為我的姑姑就是主任牧師，真的是很不容易，我們一

起同工吃飯的時候，我還要知道我的身份。我的姑姑是這間

教會的主任牧師，所以我吃東西看到喜歡吃的雖然經過了，

但是我也是要有節制，我要有一個好的形象，要節制，不能

拿太多，當然也要顧念其他人也需要吃，對不對？但是我就

不行，這樣子顯出我貪心或是貪吃。嘴饞、沒有節制，這些

我都不能表現出來。我覺得就會很辛苦，對我來講是一個無

形的壓力，所以我過去真的不喜歡跟人家提我的姑姑就是教

會的主任牧師，這個對我來講壓力很大，有一個無形的重擔

在我身上。如果你是牧師的孩子或是教會領袖的小孩，我相

信你會有同感、感同身受。不容易呀，我們真是好像有一個

標準在我們身上，我們就是要好的表現，我們丟臉不是我自

己丟臉，我丟我姑姑的臉，還丟教會的臉。所以我覺得好困

難，就會有一個重擔、一個壓力在我身上。 

但是我覺得從認識「我是神所喜悅的」開始，我真的知

道我不是活在人面前，我真的知道神接納我所有的軟弱，神

接納我的不完全。我是懼怕人，但是神願意一直改變我，神

很喜悅我，他一直叫我得自由，不活在人面前。所以我就是

覺得神真的是很愛我，因為祂的愛一直改變我，一直更新我。

所以我很自由，我現在真的是很自由。現在看到喜歡吃的，

我也是勇敢的吃、大膽的吃、開心的吃。因為我知道我吃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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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就是要歡喜快樂在神面前，然後跟弟兄姐妹一起享受好這

樣子快樂的時光。所以我覺得就從專注在我自己身上，改變

了我的眼光，我知道我是活在神面前的，不要再活在人面前。

還有我覺得經文太重要，我們真的很需要知道「我是大蒙眷

愛的人」。神看到我「就喜歡我」的喜歡，神說：「我的喜歡

在你身上」，「在我身上」，太棒了！所以我覺得神繼續地動

工在我的裡面，所以我覺得我生命中有軟弱，我覺得是沒問

題的，因為知道神非常的愛我。別人可以丟棄我、別人可以

不喜歡我、別人可以看不起我，但是沒關係，我有一位最愛

我的神，祂永遠都接納我，祂知道我的軟弱，祂也使我變為

剛強。你知道我其實個性是比較膽小型的，我比較怕事情的，

膽小型的。過去幾天我帶孩子們，我們出去到一個湖邊走路

的時候，剛好就有一隻蜥蜴從我腳旁邊跑過，我一看到蜥蜴

我就整個跳起來，你知道嗎？緊張的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這

樣跑過去，整個跳起來要尖叫，我的全家人也一起被我嚇到，

不是我自己嚇到，是整個全家一起受驚恐驚嚇，你知道這是

外表的害怕，不對？這個是對動物的害怕啊。人的害怕更真

實在我生命裡面，但是因為神的愛，因為神的拯救，就把害

怕一點一滴的挪去。害怕從我生命中挪去，我知道我是大蒙

眷愛的，我知道我是可以去愛人的，我知道神在我生命中要

持續的掌權，真的把我生命中很多羞恥的事情也一一的做

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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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看下一個經文，《彼得前書》1章 8至 9節：「你

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不得見，卻因信他就

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並且得著你們信心的果效，

就是靈魂的救恩。」我真的知道神要給我的這個是一個救恩

在我的生命裡面，我是蒙拯救的！我是蒙拯救的！神把我拯

救出來了！從過去的羞恥感裡面拯救出來，神要給我的是榮

美的生命。我不知道你會不會過去有被罪，或是你過去曾經

做過一些事情，你覺得很羞愧，覺得抬不起頭的，我覺得我

們或多或少或許都有，我自己也是，我覺得過去有一些犯錯

做過的事情，真的是很羞愧的。每次想起來呢，我就是流淚，

我就是很難過，我就是帶到神面前。我知道神潔淨，我知道

神赦免我，神真的把我羞恥感脫掉，一點一滴地拿掉，我現

在有的就是懊悔，懊悔如果當初能夠早點認識神，如果當初

能讓神在我生命中掌權，我就不會做這樣的事情，就不會犯

這樣的錯誤。「如果在我生命中能夠早點遇見祢的話多好，

我可以少走好多冤枉路，但是我感謝主，我還是遇見祢。」

我感謝主把我生命中的羞恥挪去了，我不是活在羞恥愧疚的

生命裡，我是活在一個自由的生命、喜樂的生命裡面。 

你知道我生命中真的是不完美的。我發現當我擔心孩子

的時候、當我憂慮孩子的時候，我跟他們說的話是講生氣的

話、憤怒的話。我發現我在情緒上面竟然是一個有障礙的人，

我其實要表達的是我的憂慮、我的傷心、我的擔心跟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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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表達出來之後就只有一種表情，一種語氣——就是一

種生氣的語氣。當我來到神面前，跟神禱告：「主啊！祢幫

助我，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主啊!為什麼我講話就是

這樣子生氣的語氣？我就是笑跟生氣兩種表情而已嗎？主

啊！你要來幫助我。」真的神開啟我，真是因為我討好人，

因為我從小受的教育是不能哭的，以至於我在這方面——我

的情感難過憂傷，我沒辦法很容易的抒發出來，沒辦法講出

來。我知道我認識神之後開始可以流眼淚，但是我做敘述的

能力是很糟糕的，我是沒有這方面的能力的，於是我跟孩子

在表達我的擔心、我對他們的操心的時候，我就是一個憤怒

的一種口氣。我很感謝神，當我把它帶到神面前，跟神禱告

的時候，神也幫助我要回去跟兒子和好，我就回去跟兒子道

歉。我覺得這就是神要給我們的一個生命說，每個家庭因著

有主不一樣。我的生命因著有主，真的蒙到一個拯救，真的

不是活在過去，不是活在舊有的樣式裡面，而是一直有更新，

一直有變化，這就是神要拯救我的。我過去受傷的、我過去

不完全、過去不健康的地方，神其實一直在做恢復的工作，

神要讓我是越來越喜樂，越來越自由越健康。我相信這個救

恩也是屬於每一個人的，每一個屬神的兒女。你如果願意的

話，藉著禱告來到神面前，讓祂的救恩在你生命中顯為大，

祂就把我們從罪裡面救拔我們出來，從羞愧裡面救拔我們出

來。就像《出埃及記》，我們看到神領以色列人他們離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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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這是祂的軍隊。他們離開的時候不是羞恥愧疚地離開，

是帶著財富離開，昂首闊步的離開的，是神跟他們一起同在

離開的。所以我覺得神真的要做在我們當中，就是這樣讓救

恩要在我們每個家庭顯為大，在我們自己生命中也要來顯為

大。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經文，在《以賽亞書》的第 62章第 6

節，這邊講到：「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設立守望的，他

們晝夜必不靜默。呼籲耶和華的，你們不要歇息，也不要使

他歇息，直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讚

美的。」這邊講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講到這個

城就是指我們，不是在中東或者已經沒有了被摧毀的城，不

是的，就是講我們，神要建立的、建造的就是我們，我們在

一起就是一個耶路撒冷城，神要建造的華美的地方，神的光

要在當中要發出榮美來，這就是我們神要做工在我們身上。

他說我們呼籲的不要歇息，然後也不要使祂歇息，不要使神

歇息。我們呼叫神：「主啊！做工在我身上！主啊！做工在

我身上！主啊！求你做工在我身上啊！主啊！願你來，興起

發光在我的裡面！」神就不會歇息，持續地做榮耀工作，然

後建造你，直到你成為華美，直到你成為可稱讚，而且是在

地上、全地上，要成為可稱讚的，這是神要做的工作在我們

生命裡面。如果今天你說：「主啊，我要！主啊，我要渴望

你來製作榮美的工作在我身上。」你要知道費利蒙今年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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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被評比出來，成為一個最快樂的城市。最快樂的城市在

全美裡面，最快樂城市費利蒙，我們這個城市是最快樂的，

我們的焦慮是最低的，我們的離婚率或是夫妻分開來最低的。

我們對人的關懷跟照顧是排名第五，我們有好多都是名列前

茅的東西在前面，我們這個地方是第二名適合安居樂業的地

方、養家的地方、把孩子帶大的地方。有沒有想過？有沒有

很棒？就是我們這個城市哎！我不知道你會覺得你自己是

很快樂的嗎？在這個城市裡，你會覺得你是很快樂的嗎？或

者在你所在的地方，你覺得你是快樂的嗎？即使就在我們這

麼快樂的一個城市裡邊，也有夫妻不容易的，也有在爭吵的、

也有紛爭的、也有吵鬧、也有不和的，也有孩子選擇自殺的，

就在我們這個城市，所以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每天生活其實很不容易，但是我知道我們基督徒有一個

恩典——我們認識神，我們有禱告。禱告真的使我們不一樣，

禱告改變我們的生命，禱告改變我們的眼光唉。我們知道江

牧師也分享過了，婚姻的問題就是老我的問題。老我怎麼樣

改變？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老我怎麼改變？真的只有藉著

禱告。當我們禱告來到神面前的時候，神會光照我們，神會

提醒我們，我如果沒有來到神面前禱告，真的我會是一個很

糟糕的人，我什麼話都可以說得出來。如果我不是一個連於

神的人，我可能很容易就說出傷害孩子、傷害配偶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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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沒有連於神，如果我讓我的血氣掌權，讓我的老

我掌權在我的生命裡面，我就是一個破壞王，我就是到處迫

害人、傷害人。但是神給我們這個恩典，我們基督徒就是可

以禱告來到神面前，神要製作我們，要使我們成為美麗的。

好不好我們先做一個禱告：「主耶穌，真的我邀請你在我們

身上做工掌權；主啊，在每個家庭裡面；主啊，我們住在最

快樂的城市裡面，可是我們就跟你活在一起，你就住在我們

的心裡面。但是主，我們說我們這樣子不夠的，我們需要天

天來到你的面前，我們需要天天藉著禱告，和你有活潑的對

話；主啊，我們需要天天活在你的光裡面，你可以光照我們、

省察我們；主啊，如果離了你，我的驕傲又要來做王了，我

的壞脾氣又要起來作王掌權了，我悖逆的心又要從我裡面出

來了，主啊，我的軟弱又要起來作王掌權了；主啊，我真的

好需要你，求祢今天來到我們當中，給我們一個恩典；可以

看到我們多麼需要來到祢面前，多麼需要向祢來呼求，多麼

需要向祢來禱告；主啊，求祢來幫助我們，求祢做祢榮耀的

工作在我們身上。謝謝主，禱告奉耶穌的名求，阿們。」 

你知道我們當中，父老、長輩們，或是跟我同輩的，我

們的青年人，我們來到神的殿中、來到神的家中，每次的聚

會我們是渴望得著什麼？我們要的是什麼？不是就是神自

己嗎？就是神的同在嗎？就是神的榮耀嗎？所以真的我每

一次的聚會，每一次來到神面前，我們說：「主我需要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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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祢的生命進到我的裡面，我需要祢的生命在我裡面掌

權，主我邀請祢，祢的生命今天就要進到我的裡面。」我相

信你每一次如果是帶著這樣的心來聚會，帶著這樣的心來禱

告，帶著這樣的心來到神面前，你每一年看自己都有成長，

每一年看自己就更喜樂了，我更不一樣了，我更自由了，我

更快樂了，我更加的有神的榮美在我生命裡面！我相信神要

一直做工在我們身上，持續地做榮耀的工作，我們在他眼中

成為可讚美的，榮耀的，是祂所喜悅的。 

我們再來看一個經文，《耶利米書》29 章 12 節：「你們

要呼求我，禱告我，我就應允你們。」《彼得前書》3 章 12

節：「因為主的眼看顧義人，主的耳聽他們的祈禱；惟有行

惡的人，主向他們變臉。」我們的禱告神喜歡聽，但神是聽

什麼？義人的禱告。神喜歡聽怎麼樣？在祂面前蒙祂喜悅人

的禱告。我們剛剛一開始有讀到，祂稱我們是聖民，是耶和

華的贖民。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我們一定要很清楚，我是被

拯救的，在神眼中我是一個義人，我的禱告是大有能力的，

神一定會聽我的禱告。我不知道你生命中會不會有這樣的謊

言哪：「神不會聽我的禱告，我什麼也不是，我的禱告一禱

告出來就已經掉到地上了，都沒有到天上，沒有到神的寶座

面前。」不知道你會不會有這樣的謊言在你生命裡面？但是

神已經說，這是我的聖民，這是我贖回來的百姓！你是蒙拯

救的，你的禱告是神喜歡聽的，神樂意聽的！你如果擔心的



15 
 

話，你就悔改認罪在神的面前：「主，赦免我一切的罪，赦

免我的罪，洗淨我的不義。」神一定會做成的。你跟祂這樣

呼求，祂一定會做成，一定會赦免你的罪。所以今天我就禱

告說，真的很渴望我們今天有這個知道跟看見——我的禱告

神要聽。但以理他禱告的時候，第一天就已經到神的寶座面

前，但是花了 21 天資訊才傳回來，天使們跟魔鬼在爭戰，

才把那個資訊送回來到他手上，到他這邊來花了 21 天，但

是第一天就到神面前，神就已經聽到了。 

有時候我們沒辦法想像說神這麼渴望留心在聽我們禱

告，我們如果讀《啟示錄》，你就會看到，《啟示錄》8 章 4

節：「羔羊揭開第七印的時候，天上寂靜約有二刻。我看見

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枝號賜給他們。另有一位天

使拿著金香爐來站在祭壇旁邊，有許多香賜給他，要和眾聖

徒的祈禱一同獻在寶座前的金壇上。那香的煙和眾聖徒的祈

禱從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第八章， 30分鐘——兩

刻的時間，天上有 30 分鐘是寧靜的。為什麼是安靜沒有聲

音呢？你知道天上是充滿敬拜讚美的聲音的，為什麼要安靜？

因為一個天使他拿著金香爐，那邊的煙跟眾聖徒的禱告，到

神的寶座面前。神這麼渴望聽你的禱告，就是安靜中。「大

家安靜噢，我要聽我百姓的禱告。」 

好不好今天我們真的跟神說：「主啊，開啟我，使我知



16 
 

道祢樂意聽我的禱告，聽我們的禱告；主啊，真的今天一定

要開啟我們，使我們一定要深刻地知道，主，我們的禱告在

祢面前，到祢的面前，祢樂意聽我們的禱告，祢樂意聽我們

的呼求；我不是一個不重要的人，祢樂意聽我的禱告，聽我

們一起來向祢呼求的聲音；主啊，我們呼求、我們每顆眼淚、

我們的不容易祢都知道；主耶穌，祢知道我們的禱告是帶著

負擔的，因為我們看到的難處，我們看到人的困苦，看到人

的不容易；主啊，我們真的迫切在為人禱告，主啊，這是祢

知道的，祢一定會聽到我們的禱告。」《馬太福音》有一個

迦南婦人，她來到耶穌面前，因為她的女兒被鬼附了，她很

希望她的女兒可以得醫治，她說：「可憐可憐我吧！」耶穌

拒絕了她，耶穌說他奉差遣是到他自己的子民以色列那邊去

的，不是到外邦人那邊去的。但這個婦人怎麼樣？她持續地

要哎、持續地禱告哎、持續地跟主要、跟耶穌要，最後她得

到耶穌的稱讚。這個是不是我們渴望的禱告？ 

「主，當祢還沒有應允我的時候，讓我持續地禱告。」

耶穌是最多禱告的一個人，他就是要活給我們看一個禱告的

生命：他跟他門徒在一起的時候也禱告，他一個人退到曠野

的時候他也禱告，他每天生活中就是一個禱告的生活，他常

常連於神：「主祢要做什麼？天父，祢要做什麼？」他常常

跟天父對話。這就是耶穌，他就是一個禱告的生命。他很渴

望我們有這樣的生命，所以他示範給我們看，他甚至還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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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怎麼禱告。他說：「你們要常常禱告，不可灰心。」「常

常」就是總是一直要禱告啊。 

我們早上有起來第一件事情就是說：「主，我渴望遇見

祢。」嗎？「主我渴望來到祢的面前」嗎？這是不是我們一

直一直渴望的禱告？「主，我渴望遇見祢」。我們謝飯禱告，

我們有些弟兄他也懂得把他的工作獻給神、把他的孩子獻給

神、把他的配偶獻給神；有些姐妹，把她的家庭獻給神。我

覺得我們真的常常禱告，讓我們成為禱告的一群人，我們真

的要藉著禱告要遇見主，我們藉得禱告要來尋求祂的面。 

禱告真的很寶貴，耶穌說：「不可灰心」。「灰心」的意

思是什麼？「灰心」就是靈裡面枯竭了；靈裡面死掉了叫「灰

心」；我的心已經死掉了，我覺得沒有盼望了，沒救了，這

叫「灰心」。神說：「不可灰心」。還有一個地方講到「不可

灰心」，「當我們被責備管教的時候不可灰心」。當今天神的

光光照你，今天神的話提醒你的時候，你會灰心嗎？會覺得

靈裡枯乾枯竭，「算了吧！」，還是你會願意說：「主我要！

主，我不要灰心，我要持續地禱告，我持續地要，我歡迎祢

的光光照我，我歡迎祢的製作，歡迎祢的修剪，因為這是我

的命定跟呼召。」 

我們來到神的家中，我們就是渴望一起來敬拜祂，向祂

來禱告，祂的殿不就是敬拜和禱告的殿嗎？我們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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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說是「祂的殿」，又說是「祂的居所」，所以敬拜和禱告，

真的是神渴望我們的生命，渴望我們可以這樣子來遇見祂。

當我們敬拜和禱告的時候，真的神就在我們當中，神就與我

們同在，所以祂看顧義人，主聽他們的禱告，所以今天真的

我邀請大家說：「主啊，祢來真的向我們說話，我們渴望聽

到祢的聲音，我們渴望聽到祢向我們說話。主啊，真的我們

邀請祢，邀請祢幫助我們有一個不住禱告的生活。」 

弟兄姐妹，50天灣區的禱告，還有機會參加。我們是一

個大家庭，我們是可以一起來進到這樣的恩典裡面。一起來！

請你這 50 天和神有一個關鎖，有一個和神親密的關係。你

現在加入都還不太晚，我鼓勵大家，我們真的要在這個禱告

上有份！你要經歷到禱告的喜樂！你要經歷到神多麼的愛

你！你要經歷到神是垂聽禱告的神！ 

你知道，神很渴望遇見我們！在每次的聚會裡面，神就

是渴望來遇到我們！我們有沒有一顆心說：「主啊，這次聚

會我不要輕忽就這樣過去了，這次聚會我就是要來遇見祢，

我也渴望來遇見祢。」 

兩個禮拜前的一個禮拜三，在一次的禱告會裡面，那時

候帶領的人就說：「我們起來呼求，跟神要！我們裡面隱藏

的疾病要完全的離開！疾病要離開我們！……沒有更多了！

不在我們當中了！不在我們身上了！」那時候大家就憑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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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起手，大聲的禱告，大聲的宣告。我真的感謝主！我那時

候有順服，就感到我裡面長期肺部會癢的毛病就沒有了！我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早上都沒有再咳嗽了。我以前晨禱的時

候，我真的會咳嗽，我都常常想可能是空氣冷啊，可能我有

過敏啊，但是查不出原因，我就是會咳嗽。但是從那天開始

到現在，兩個禮拜了，沒有再咳嗽。所以我覺得，神很迫切

地要遇到我們，所以每次的聚會，每次有人在帶領我們，神

感動他做什麼的時候，「主啊，給我們恩典可以跟上。」在

聚會中我們要真的遇見神！要把握每一次參加的機會！在

那個時候，「主啊，我就是分別為聖歸給祢的，這個時候我

就是要來遇見祢，我就是渴想來遇見祢。」我真的很渴望，

我們每一個家人真的都要進到這個禱告的水流裡面！你知

道復興真的是從禱告開始的！我們現在有增加這麼多的禱

告聚會，就是讓我們能夠在禱告中大大的來遇見祂。 

我的太太做了一個夢：生了一個嬰孩出來，但是也不知

道為什麼在忙，忙！忙！忙！就忘記了這個嬰孩生出來了，

然後再回去看他的時候，嬰孩死掉了！就很難過，我們竟然

忙到沒有照顧這個嬰孩！神是在提醒我們，這個嬰孩就是復

興！當復興來的時候，當復興生出來的時候，我們不能再和

過去一樣的過生活了！好像這個嬰孩沒有生出來一樣！復

興已經在我們當中發生了，神已經在做，持續在做，我們不

能再回去過去的生活方式了！我們不能想：什麼時候再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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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一堂等候神聚會就好了，或者一堂的禱告會就好了。

我們已經不一樣了！我們已進到復興的水流裡面了！神要

持續的動工在我們的生命裡面了，我真的渴望我們要跟上，

踏上這個水流，進到這個代禱的水流裡面、禱告的水流裡面、

跟神生命有相交的一個水流裡面。「主，我很需要這樣，跟

祢緊緊的連在一起，緊緊地跟祢綁在一起。」我真的渴望，

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說：「我不重要，我的禱告沒有什麼分

量，我禱告不重要，神也不會聽。」不是！你的禱告非常重

要！所以邀請大家，我們真的在 50 天還沒結束的時候邀請

大家：進到禱告的行列裡面，和我們一起來守望禱告，和我

們一起來遇見神。我真的相信我們要大大的遇見神！我真的

相信，在我們禱告中，主要做一個翻轉的工作，你的生命一

定會不一樣！一定會有翻轉的！當你藉著禱告來尋求神的

面的時候，神就可以做工在你身上。神要做榮耀、極華美的

工作在你的生命裡面。當你說：「願意！主，我就是要！我

要進到禱告的行列裡面，我要與這個生命的源頭連上！」藉

著禱告，連於神。 

剛剛譽騰牧師有講到在讀《出埃及記》，我們有看到：

以色列百姓，有些人只能在山腳下敬拜神；有些領袖，可以

到山上敬拜神，但還是遠遠的敬拜神，你如果回去仔細讀，

是遠遠的敬拜神；但只有摩西與神面對面，神跟摩西說話好

像跟朋友說話一樣！今天我們在新約的時代，我們有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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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可以這樣來到神的面前，神不再是跟我們隔開來，有

一個幔子隔開來了。今天我們進到幔內了！進到神的至聖所

裡面，可以來遇見祂。這是何等的恩典！好不好？我邀請大

家，我們真的說：「我們要！我們要一起來遇見神！我們不

滿足只是在山腳下敬拜祂，我們不滿足我們只是可以上山，

但是還是要遠遠地敬拜祂。我們渴望看見祂！渴望遇見祂！

我們渴望聽祂的聲音！聽祂向我們說話！」我真的很渴望這

是你的渴求。 

就像安通牧師前幾周跟我們說的一樣，摩拉維亞復興從

300 人開始，他們當中禱告，15 年裡面差派了 70 位宣教士

出去，之後在各地建立教會，之後又差派了 200位宣教士出

去，把福音大大的廣傳出去。他們是從禱告開始的，他們 24

期的禱告，每個時段都有 2到 3人一起禱告，禱告了 110年,

持續！所以我相信這個禱告的火也要燒在我們當中。讓我們

持續的禱告，我相信我禱告完，我這一生見主面了，我的下

一代還繼續在禱告，我們的後代還持續在禱告！我相信我們

會成為一個禱告的世代！是跟神有活潑交通的一個世代！

常常聆聽神，常常來到祂面前，常常享受祂同在的一個世

代！ 

好，我們一起來做禱告： 

「主耶穌，謝謝祢！謝謝祢是最懂我們的，祢知道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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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中的不容易、掙扎、我們的環境、我們的挑戰，不管

是夫妻的關係、我們的職場、我們的親子的關係，我們工作

上的挑戰、身體的軟弱跟疾病，主啊祢都知道。主啊，但是

求祢給我們恩典，使我們可以持續的藉著禱告來見祢的面；

藉著禱告，常常來到祢的面前。主啊，祢真的是垂聽我們禱

告的神。主啊，今天要釋放一個確據在我們生命中：我們知

道神聽我們禱告，因為我們是被拯救的，我們是救贖回來的，

我們在祢眼中是聖民，是祢所喜悅的。主，謝謝祢，今天真

的要繼續釋放一個禱告的火在我們裡面，讓我們的生命也可

以常常看到各地的需要，主啊，不再是我自己的需要了，主

啊，看到他人的需要，看到灣區的需要，看到我所居住的城

市的需要，看到我國家的需要，謝謝主。主啊，持續把一個

不住禱告的生命賜給我們，讓我們從早到晚可以來呼籲祢，

可以來向祢禱告，直到祢的生命、祢的旨意，可以成就在地

上。謝謝主！這樣的禱告奉耶穌的名求，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