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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因此，我既聽見你們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15 因此，我既聽見你們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

16 就為你們不住地感謝 神。禱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們，

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榮耀的父，

讀經
弗一
15-23

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

18 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15-23

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19 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20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20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 所運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從死裡復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

今 連來 都超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

22 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

23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23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蒙福的禱告
弗一15-23

諸長樂牧師 2019.02.03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中國人很有福氣，不僅有陽曆年、還有農曆年，…新年總帶給人新的盼望。

每一個基督徒也是有兩個生日，一個是我們肉身父母親給我們的生日，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重生得救的日子，那是一個屬靈的生日。

在 份的時候 我用「屬靈的福袋 來跟各位分享信息在一月份的時候，我用「屬靈的福袋」來跟各位分享信息，

弗一1-14 告訴我們有哪些屬靈的福氣：我們是從創世以前就被神所揀選了，

甚至我還沒有在這個世界上活一天的時候就被揀選了，甚至我還沒有在這個世界上活 天的時候就被揀選了

而且讓我得著神兒子的名份，並且能夠明白神的心意，

而且神看我為寶貴，讓我能夠成為祂的產業。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有福的人，不管我們在世界上的遭遇有高低起伏，

但是都不能否認我們是一個有福的人生。

我覺得當上帝把這些祝福給我們的時候，就好像每一個人都領了很豐厚的年終獎金。

當一個人拿到年終獎金時當然要犒賞自己一下，因為我在過去一年的工作獲得肯定；當 個人拿到年終獎金時當然要犒賞自己 下，因為我在過去 年的工作獲得肯定；

但是，當公司把這一份年終獎金給你的時候，

是希望你能夠進一步思想，未來你需要如何的成長。

基督徒也是如此，在我們得救以後不是結束了，而是一個開始，

彼後一 說我們得救以後要繼續不斷的成長，讓我們不僅得救而且要不斷的長進，

讓我們 後每 個 都可 豐豐富富的進入上帝的國讓我們以後每一個人都可以豐豐富富的進入上帝的國。

使徒保羅在 腓三 也同樣的告訴我們，雖然他己經非常明白上帝的救恩，

也經歷了上帝復活的大能，但是他不會覺得自己已經完全了，已經滿足了；也經歷了上帝復活的大能 但是他不會覺得自己已經完全了 已經滿足了；

他仍然給他一個目標，他生命當中只有一件事情，就是：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要得著上帝要他所得的獎賞。

他得到了救恩反而讓他生命當中有了一個焦點，以前別人追求什麼、

他也追求什麼，別人在乎什麼他也在乎什麼；但是今天因著救恩，

他看清楚了人生什麼是最重要的，他說：我只有一件事情，要得著上帝要我得著的。他看清楚了人生什麼是最重要的，他說：我只有一件事情，要得著上帝要我得著的。

當一個人能夠聚焦的時候，那個力量是非常大的！



不曉得你有沒有玩過一種遊戲—

當太陽很大的時候 你把 個放大鏡放在 張紙的上面當太陽很大的時候，你把一個放大鏡放在一張紙的上面，

然後讓太陽光聚焦在這邊，

太陽雖然很大但是這張紙怎麼樣就燒不起來，太陽雖然很大但是這張紙怎麼樣就燒不起來

可是當你用一個放大鏡把它聚焦的時候，

把那個陽光聚焦的時候，那張紙會燒起來的。

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一個充滿熱情的人生，

而這樣一個不斷成長、充滿熱情的人生，是我們可以不斷經歷的。

保羅為這群得救 蒙恩的以弗所基督徒有 個特別的禱告保羅為這群得救、蒙恩的以弗所基督徒有一個特別的禱告，

這可以成為我們一個新年的禱告，我們新年都有很多的願望，

到我這個年齡我不會再希望長胖又長高了；到我這個年齡我不會再希望長胖又長高了；

但是我無論如何還是有我的盼望。

這一個禱告卻成為一個非常蒙福的禱告，

我希望你今年用這一個禱告成為你在神面前的一個願望。

我今天分幾個部份來跟大家分享。第一個部份是：屬靈的根基。

今天很多人在尋求禱告蒙垂聽的方法今天很多人在尋求禱告蒙垂聽的方法，

我要怎樣禱告上帝才會垂聽呢—

我早上五點起來禱告；有的人說我通宵禱告我 來禱 我通宵禱

有的人說我24小時連鎖禱告；更有人說我禁食禱告

我曾經看過一個牧師說他禁食49天，我自己最多禁食14天就受不了啦

這些都很好 但是使徒保羅在這邊卻講到 個禱告很重要的根基是什麼這些都很好，但是使徒保羅在這邊卻講到一個禱告很重要的根基是什麼，

一個真正禱告的根基乃是在你跟神的關係，

要「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要 信從主耶穌 親愛眾聖徒」

保羅可以為他們不斷的、繼續的、恩上加恩、福上加福的禱告，

乃是因為這些人己經「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

這些人對信仰是認真的，他們對主耶穌不僅相信而且聽從。

有的時候我們說我們相信，但是我們不順服。

當中每 生命的轉機 都 順服 帝 開始你看到聖經當中每一個生命的轉機，都是從順服上帝的話開始的；

而每一個生命的衰敗，也是從不順服上帝的話開始的。

舊約的第一個家庭亞當、夏娃不聽從上帝的話被趕出了伊甸園。

新約的第一個家庭約瑟和馬利亞在最不可能的情況下，新約的第一個家庭約瑟和馬利亞在最不可能的情況下，

情願順服主的話，他們成為萬代都稱他有福的一個家庭。

亞伯拉罕當神要他離開本地本族父家的時候，他立刻聽從，亞伯拉罕當神要他離開本地本族父家的時候 他立刻聽從

神要亞伯拉罕離開的不是今天的烏干達然後到東京，

如果是這樣我也聽從。

底 當迦勒底的吾珥是當時的世界經貿中心就好像今天的

紐約跟洛杉磯一樣，

神要亞伯拉罕離開的是那個世界金融中心然後到那個不毛之地去，神要亞伯拉罕離開的是那個世界金融中心然後到那個不毛之地去，

那樣的一個順服是超越對環境評估的順服。

今天你要禱告蒙垂聽的時候，你第一個要思想說：蒙 第

「上帝啊，有什麼話你曾經跟我講過？我有沒有順服？」

你對上帝的話七折，上帝對你的應許就八扣。

「信從主耶穌 親愛眾聖徒「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

不僅僅要信從主耶穌，而且要照著主耶穌的命令，彼此切實相愛。

約十五 我們要常在主的裡面，我們就能夠多結果子。

最近我有一個很大的發現，什麼叫做「常在主的裡面」？最近我有 個很大的發現 什麼叫做 常在主的裡面」？

約十五 如果我們常在主裡面，主的話就常在我們裡面。

這時我突然體會一件事情－以前師母常常抱怨說我心中沒有她，

我 裡沒有她 我把她的照片都帶在 袋裡 但是重點是我哪裡沒有她，我把她的照片都帶在口袋裡，但是重點是－

她跟我講的話我有沒有放在我的心裡？…所以我沒有把她的話放在裡面。

同樣的，父母親常常管教孩子也是如此啊，同樣的，父母親常常管教孩子也是如此啊，

其實父母親最在乎的是孩子有沒有把他們的話放在心裡面。

我在台灣有一個弟兄很可愛，比我還大兩歲，他到5、60歲的時候，

最常跟我講的一句話還是我媽媽告訴我說不要做這個。他頭腦真的不好，

真是打鐵到你很難想像，但是他對上帝、媽媽的話遵守到讓他蒙福、你也沒話講。

他兒子以前讀幼稚園、小學的時候，老師說「你要去讀啟智班」，他兒子以前讀幼稚園、小學的時候，老師說「你要去讀啟智班」，

可是他兒子現在是最頂尖美國大學的機械博士。

他說「我媽媽說要常常為兒子禱告，我就天天為兒子禱告。」

周杰倫有一首歌叫做《要聽媽媽的話》，

流行歌曲不是都不好，有的時候也有上帝的一般啟示在裡面。



我們要常常把上帝的話擺在我們裡面，

並且照神的話去愛我們的弟兄姊妹－並且照神的話去愛我們的弟兄姊妹

 不是只愛那個可愛的

 那些不可愛的，

有的時候也要勉強盡力去愛一下

因為主耶穌說：「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彼此相愛。」

我們都知道 不是我可愛所以上帝愛我我們都知道，不是我可愛所以上帝愛我，

我不可愛但是上帝仍然愛我。

所以真的有的時候也要操練一下，所 真的有的時候也要操練 下

去愛那不可愛的，裝的也可以喔，裝久了就成你的了－

不是叫你繼續裝，裝久了就成為你的生命，這是一種操練！

避 操練那不是一種逃避，而是一種操練！

弟兄姐妹，禱告的基礎是「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

而且有 種熱情，就是不斷的禱告，而且有一種熱情，就是不斷的禱告，

而且充滿感謝的來禱告。

第二方面：禱告的內容是什麼？

使徒保羅說：求上帝賜下智慧和啟示的靈，使徒保羅說：求上帝賜下智慧和啟示的靈，

第一個方面就是讓要我們「真知道神」。

聖經當中所說的「知道」不是一個頭腦理性的認知而已，

而是一種「親蜜的關係」，是一個真實可經歷的具體的行動。

就好像說：我知道這個冰淇淋是甜的，

跟我真的嚐過這個冰淇淋是甜的 是兩回事跟我真的嚐過這個冰淇淋是甜的，是兩回事。

就好像：我很會看人家打球，跟我自己上場打球，是兩回事。

弟兄姐妹，「真知道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 真知道神」是 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有首詩歌說：「在我一生中最大的事就是要真知道神。」

耶穌的門徒之一腓力曾經有過這樣高級的問題，

他跟耶穌說：「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足了。」

他神蹟看多了，聽道也聽多了，但是他心裡面仍然有一個渴望：

能夠親自看見慈愛的天父。我求主把這樣的渴望給我們。能夠親自看見慈愛的天父。我求主把這樣的渴望給我們。

主耶穌卻告訴他說：「你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天父。」

其實「你知道神」跟「你對神的那種信心和交託」有很密切的關係。

使徒保羅：我深深地知道我所信的是誰，所以我能夠把我所有的都交託給衪使徒保羅：我深深地知道我所信的是誰，所以我能夠把我所有的都交託給衪

我相信上帝，交給上帝的上帝都能夠保全，這是一個何等的信心

台灣有一個公司今年跟以前一樣有忘年會，每一個員工都在忘年會上去，年 前 年會 都 年會

在老闆準備的一桶紅包抽一個，有人抽到五千、有人一萬、有人兩萬，好高興，

有一個人一抽，回到位置上打開一看，是董事長的照片，氣啊！

我今年手氣真差 抽到了 個沒有用的東西我今年手氣真差，抽到了一個沒有用的東西！

所以別人繼續再抽的時候，他就把他那張照片拿出來在桌子下撕碎了。

當忘年會要結束的時候，老闆站上台說：「我們公司今天會這樣，當忘年會要結束的時候 老闆站上台說 我們公司今天會這樣

真是謝謝大家一年的努力，我現在要宣布我們今年的第一特獎是一百萬，

誰抽到我的照片，誰就可以得到這一百萬，請拿到我照片的人上來領獎。」

大家都知道沒有人上台領獎，大家也都知道最懊悔的人是誰。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基督徒就是這樣—

我們向神要點小恩小惠我們就覺得說：哇！哈利路亞我們向神要點小恩小惠我們就覺得說：哇！哈利路亞，

事實上有了主就有一切。

以前我讀的神學院，創辦人戴紹曾院長是一個非常棒的屬靈長輩，

有一次我們在每週分小組的時候玩一個遊戲，有 次我們在每週分小組的時候玩 個遊戲，

這個故事是我的學長告訴我的…

那些學長跟戴師母同一組，有一個人出了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到了荒郊野外可以帶十樣東西，你要帶什麼？」

有的人就寫要帶方便麵、要帶求救的煙火、

有的人說要帶水壺、有的人說要多帶衣服，無奇不有；有的人說要帶水壺、有的人說要多帶衣服，無奇不有；

最後大家公佈答案，讓這些學生跌破眼鏡的是戴師母的答案，

戴師母寫了10次：戴院長、戴院長、戴院長…，戴師母寫了10次 戴院長 戴院長 戴院長

也就是說不管到哪、多麼艱難的環境，

她只要有戴院長在她就有平安，她相信她的先生會保護她。

弟兄姐妹，我們對主有沒有這樣的信心？真知道主重不重要？

弟兄姐妹，要不要花禱告說：「主啊，讓我真知道你！」

你心裡有沒有這樣的信心跟把握說：你心裡有沒有這樣的信心跟把握說：

「有了主，就有了一切！」



2. 保羅也為以弗所的信徒禱告，求神照明他們心中的眼睛。

你我心裡都有 個眼睛 中國人挺懂的 有人叫「心眼你我心裡都有一個眼睛，中國人挺懂的，有人叫「心眼」。

我們心裡的眼睛有的時候被蒙蔽了，我們要被照明，讓我們能夠看見一些事情。

就好像照相的那個底片，它需要有一種化學劑來幫助它才能夠真正的顯影。像照相 那 底片 它需要有 種 學劑來幫助它才能 真 顯影

我們的眼睛也需要聖靈特別的光照，否則我們不是近視就是老花。

讓我們看清楚幾件事情，

第一個事情，就是：上帝啊，你這麼恩待我，

但是你在我身上，你有什麼樣的呼召跟指望？

上帝的光照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上帝的光照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

我們一輩子都要求神不斷的來光照我們。

三年前我覺得我可以退休了，可是聖靈一光照說：不行。三年前我覺得我可以退休了 可是聖靈 光照說 不行

知道神在我身上有什麼指望，對我們的人生有一個決定性的影響力，

當你知道神對你的指望的時候，你的行事為人會不一樣，

會 喜悅 善事 結你會凡事要求祂的喜悅，並且在許多的善事上能夠結果子。

每一個人都要有清楚蒙召的信心，我越來越體會，每一個人都要有清楚蒙召的信心。

我們常常問一個傳道人說：你有沒有蒙召啊？我們常常問 個傳道人說：你有沒有蒙召啊？

蒙召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講到上帝在我們人一生當中的召命。

你蒙召做學者你就好好的做學者，你蒙召做生意就努力的為主賺錢，

你為主賺錢你一定會為主大方奉獻，你為自己賺錢是不會奉獻的；

所以你就知道蒙召有多重要，你蒙召了就知道說上帝要我做的是什麼，

你蒙召了以後就知道說我要對上帝負責！你蒙召了以後就知道說我要對上帝負責！

在台北有一個我看他長大的弟兄，現在接我教會的主任牧師，才38歲，非常優秀，

台灣最好的大學的工商管理系畢業，一分鐘都沒有耽誤就去讀神學，台灣最好的大學的 商管理系畢業 分鐘都沒有耽誤就去讀神學

13年拿到了神學博士。一方面讀神學，一方面來服事上帝。

他回到了台灣，在我們教會服事。有一次他跟他大學同學見面，

窮他有的時候覺得自己好像就一個窮傳道人，有一點點的心酸，

他跟他同學說：「你看，我是學工商管理的，後來我去讀了神學，可是我在教會

要講教會管理的時候，我沒有進一步的管理的學位，我覺得缺了什麼。」要講教會管理的時候，我沒有進 步的管理的學位，我覺得缺了什麼。」

他就跟他同學說：「我是不是應該再去讀一個管理的學位？」

感謝上帝，他有一個愛主的同學，簡單的一句話給他極大的幫助，

他就告訴他說：「某某某，這根本不是你的呼召。他就告訴他說： 某某某，這根本不是你的呼召。

神對你的呼召就是要好好的做傳道人，當神要你教教會管理的時候，

祂會引導你如何的教，你對神忠心就好。」這就是呼召。

接下來馬上就過年了，好好為自己禱告：

主啊，幫助我在新的一年當中做一個「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的人；

主 幫 我更真的來認識你 讓我真 的知道 離 你 我什麼都不能做主啊，幫助我更真的來認識你；讓我真正的知道：離了你，我什麼都不能做。

主啊，也要求你幫助我，讓我知道你在我身上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

你要我做醫生，我要怎麼做醫生？你要我開餐館，我要怎麼開餐館？你要我做醫生 我要怎麼做醫生？你要我開餐館 我要怎麼開餐館？

但是，主啊，若是你要我做一個窮傳道人，一輩子跟隨你；

跟隨你，表面貧窮卻是永遠的富足。

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做，教會今年在推《西敏小要理問答》。

讓我們每個禮拜逐條的來背誦 逐條的來思想讓我們每個禮拜逐條的來背誦，逐條的來思想，

上帝要帶領你進入一個豐富的人生。不要隨便把照片撕碎了！

天父，我們感謝你！

在今天早上我們一起思想你的話，

面對新的中國年我們很興奮，因為你是使人有盼望的神。

謝謝主，雖然我們過去有許多的軟弱失敗，

但是主，你仍然不斷的在天父面前為我們禱告；

我們也求你讓我們在真道上不斷的長進，

愛神愛人愛教會，也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

求你也祝福我們的慕道友們，

讓他們渴望得到屬靈的福分，成為神的兒女。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