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享受蒙應允的禱告」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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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稱謝進入禱告的門
** 開始的話
** 讀經：詩100:1-5, 103:1-22, 弗1:3-23, 西2:6, 3:12-17,
帖前5:16-18
1、在感恩的氣氛裏與神交通，必能看見神蹟異能《詩100:1-5》
# 詩100:4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當感謝祂，稱頌祂的
名」
1)禱告時，我心靈至聖所的氣氛是非常重要的，會影響整個禱告的過程、
內容、結果
- 試著想像幾種禱告時內心的氣氛：在冷冷的氣氛裏，我的心靈會得著怎
樣的內容和結果？在因內疚而被控告的氣氛裏呢？帶著不滿足而埋怨
的氣氛裏的交通呢？浸淫在充滿感恩、讚美的氣氛裏，與愛我的父神
之間的交通如何呢？
2)每當我禱告的心懷一回復了感恩氣氛的同時，會看到很多神蹟異能隨著
- 會看見：我的心靈起了極速的變化 → 因此我知道：黑暗勢力很快的被挪
開 / 聖靈迅速的動工，神已悅納了我感恩的祭 → 接著，神的慈愛和美
意繼續向我顯明 → 因此，我的心靈得剛強，回復神賜的權柄和能力 →
在我的思想、言語、行事裏神的能力彰顯出來 → 我心靈回復神的美意
和能力同時，神也打開重要的際遇和門路…
# 當約伯在苦難中，仍保持感恩之心時，撒但蒙羞，神得榮耀，約伯和他
的家庭加倍蒙恩《伯1:21》/ # 當保羅在監獄裏感恩讚美的時候，獄門被
打開，獄卒整個家庭蒙恩，腓立比教會被建立起來《徒16:25-40》
# 澳洲一位牧師的兒子Nick弟兄的見證：他生來就沒有四肢，只有頭和身
軀…當他六、七歲，在教會兒童主日學裏唱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的時候，心裏非常矛盾，不知道「耶穌愛他什
麼」…直到他16歲，當他重生發現神在耶穌基督裏，為他安排獨特永
遠的愛和計劃的時候，開始對神賜給他的一切條件獻上感謝…從那時
開始，傳福音的門路大大地敞開，目前周遊全世界，以主的愛作見證，
拯救、安慰、醫治很多人的心靈…

3)人的生命，與生俱來100%「被控告，看負面，不滿足，發怨言」
- 人們一個很嚴重的屬靈問題，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不懂得享受，
不懂得感恩，不懂得報恩」；其實，人人都活在「萬萬(無限)個福份」
裏，但是眼光總是被困於「一個小小的問題」上，以致芝麻小事卻被
膨脹成「影響整天、影響所有事的大問題」
；不但不能享受、發輝神所
賜無限的福份，反將福份埋藏於無益的苦悶裏…
- 這樣的情況，不但發生在「非信徒」的生命裏，甚至也時常發生在已經
經歷了神的大愛和大能的信徒生命裏… # 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大部分都
倒斃在曠野的原因…
4)所以，信主耶穌以後，須要一次好好地整理：我為何在任何情況裏都要
感謝讚美的「絕對理由」，然後將那內容刻在心版上，使它成為「感恩、
讚美的基礎」
，便能隨時隨地凡事上發現「感恩、讚美」的理由了…
- 聖經裏所有屬靈偉人的共通點，就是他們生命都建立於永遠不變、感恩
的磐石上，所以時常、凡事上都能享受神一切的慈愛和恩惠… # 摩西在
申命記裏，回顧過去神豐盛的恩典，使他們如何經過曠野 / 大衛在《代
上29:10-21》和詩篇的見證裏，回顧神無限的恩典 / 保羅所看見神在整個
以色列歷史裏和自己一生的傳福音事工裏的恩典…

2、當我們有心察驗感恩之理由時，無限感恩的理由就向我們顯
明了=我們要永遠感謝神得七大絕對的理由 《詩103:1-22，弗
1:3-23》
1)感謝：現在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從父神那裏「領受」的，是神為我所
豫備的…
- 天上、地上一切的萬象，日頭月亮星星，各樣形狀、味道、香氣 都是神
特地為我製作的…
- 神按著自己形像賜給我「身心靈」
，並將獨特的慈愛、條件、計劃賜給…
(在整個歷史和整個宇宙裏，沒有跟我一樣的人) / 在我身旁的配偶、兒
女、親友，都是從神那裏所領受的…
→ 從今以後，時常都要帶著這眼光來看萬有萬象，也要帶著「繼續領受
神綿延不斷地賜給我的慈愛、恩惠、福份」的心，來面對每天新的時
光、際遇、事件…
2) 感謝：父神已經為我豫備了「永遠的國度和永遠美好的事」
- 我的生命已被證實為「神永遠的兒女、基督永遠的新婦、聖靈永遠的殿、
在天國裏，永遠與主作王的」，千萬天使天軍永遠侍衛我…
→ 從今以後，我會永遠遇見「新恩」，永遠享受「更美好的福份」
，現在

無論處於何種情況，我正享受「未曾有過最好的恩典」了
3)感謝：父神為我差派獨生子耶穌基督，向我顯明「道成肉身以馬內利」
的奧秘，也教導神在我身上永遠的美意；並且使他代替我，承擔我所該
承擔的「審判、咒詛、受苦、受死」
，並且復活、昇天、正掌管天上地上
永遠的權柄
，所賜給我新的生命、身份、關係、
- 神的愛在此向我顯明《羅5:8，8:31-39》
所屬、基業、內容、方法《林後5:17》，使基督活在我生命裏，彰顯祂的
權柄和能力，使我享受永遠的得勝《太28:18-20，可16:15-20，路10:17，約
16:33》
，使我成為歷史的主角，成為祂永遠的基業《徒1:8》
→ 從今以後，我要「在凡事上多認識耶穌基督，活出基督」為中心來生
活，因此，在任何的患亂、困苦、逼迫、飢餓、赤身露體、危險、刀
劍裏，都能發現基督的慈愛和恩惠《羅8:31-39，弗3:14-21》
4)感謝：為我安排許多肢體，讓我生命在肢體裏享受父神的愛、彼此幫助，
一同建立永遠的國度
- 父母、兄弟、配偶、兒女 / 老師、親友、鄰居 / 特別是在主裏認識的永
遠的肢體…
- 今日我得了如此的生命，在恩典慈愛裏成長，都是藉著神賜給他們的生
命和慈愛來的…
→ 從今以後，更是以「感恩的心」接受：所有神為我所安排的人際關係(家
庭、肢體、親友、甚至仇敵)，從中多學習、享受並分享耶穌基督的愛，
也學習如何彼此聯絡得合式，一同建立基督的身體…
5)感謝：使我成為天國的執事，一生為「榮神益人建國(四大福音化)」而活，
且所需用的一切都已賜給我了
- 感謝神將耶穌基督福音的奧秘向我揭開、將那活潑又有功效神聖的話語
交託給我、使我能享受無限聖靈的一切能力、差派天使天軍來幫助我、
使我能趕鬼、叫死人復活、醫治人、培養人、差派人、又召聚天國的
子民、建立教會、擴張國度 ；這是天使不能作卻羨慕的事工…
- 感謝神：特別叫我出生在21世紀，生長在21世紀的主角「華人當中」，
使我的生命能祝福這世代
- 感謝神賜我各樣獨特的條件、關係、恩賜、經歷和見證…
→ 從今以後，凡事都以此「終身禱告題目(目標)」察驗時，就能發現神的
美意，使我在凡事上均能感恩…
6) 感謝：父神必按時候供應所需用的一切
- 日用的糧食：靈力、智力、體力、財力、人力 / 到如今都是如此，將來
必然也如此

- 你們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那麼這一切都加給你們了《太16:33》，我的事
工需要的能力，主會充分供應，按主所供應的力量，盡心盡力在所擔
任的服事上忠心就好…
→ 從今以後，不再需要為明天喫什麼、穿什麼、作什麼、講什麼擔心…
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凡事都以感恩的心享用就好了…
7)感謝：父神為精煉我，會將適當的苦難賜給我；也感謝父神看得起我為
「忠心的僕人」
，為祂的教會使我承擔苦難，且當我承擔時，賜給我豐盛
的恩典，使我能擔得起，且得永遠的冠冕
-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因為知道你們
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
無缺欠」
《雅1:2-3，彼前1:6-7》
，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
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林前10:13》
- 「現在我為你們受苦，倒覺歡樂，並且為基督的身體，就是為教會，要
《西1:24》
，
「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
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
證為恥，也不要以我這為主被囚的為恥。總要按神的能力，與我為福
音同受苦難」
《提後1:8》
→ 從今以後，任何苦難裏，先檢討自己生命是否有所不潔或更新之處，
然後能保持「愛主、順從主」的心來與主同行，都以感恩的心面對所
遇到的苦難，必會得著美好的生命果子…

3、經過操練，就能得「感恩的眼光、體質、習慣」《西2:6，3:12-17，
帖前5:16-18》
1) 真能得著這種生命，神蹟異能必繼續跟隨著我
- 隨時隨地能享受「神所豫備一切的福份」
，我所遇到的凡事都成為神蹟，
也都成為祝福
- 我所愛的人及時常與我同在的人，能蒙受最大的祝福
- 會時常遇到「貴人」
，傳福音的門路繼續打開 / 神將一個時代交託給我…
2) 如何操練，才能得著這種生命？
① 先要決斷：此後我必「當稱謝進入禱告的門」
- 每次，與神交通前，首先要確認我禱告心懷的屬靈氣氛如何，得了感
恩讚美的心後，開始與主對話…/ 藉著以上所述「七個絕對感恩的理
由」來建造禱告的內室(至聖所)，凡事透過這感恩的理由來察驗神的
美意…
② 努力操練：無論何時何事都要看見「光明面 (Bright side)」

- 這是謙虛之人享受的福份；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太
，他們時常能享受「知足所帶來的福份」→ 雖然「從天而得的異
5:3》
象」是要遠大，但是每天知足感恩的心領受「小事」
，存喜樂的心忠
心作事、服事人，才是成全大事的動力
- 單單因耶和華的永遠、慈愛、美意、完整、不變而滿足的人，在任何
情況裏都能享受「滿足的喜樂」
；
「耶和華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
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間必因你歡欣喜樂，默然愛你，且因你喜樂而歡
呼」《番3:17》；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
力，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
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哈3:17-18》

眼光、體質、習慣」的操練上，非作不可的事…
= 中午的時刻，回頭察驗神在早晨到中午所顯明的恩典，而獻上感恩讚
美的祭，傍晚的時候，同樣回頭察看神將在面前幾個小時裏的帶領、
添加恩典，特別在睡覺之前數算主恩，期待明天的新恩，確信永遠美
好的時光和恩典，獻上感恩的祭進入安眠…
3)就算已得著這樣蒙恩生命，同樣的操練一生也不能停頓，直到我們生命
離開身體離開這世界。因為我們生命還存留在「肉身、世界」的時候，
就可能「何時不靠聖靈，何時就跌倒」
，總是要繼續「謹慎儆醒察驗神的
美意且跟從神」

③ 天天在凡事上，努力發現「神的美意」
，享受「神所賜的慈愛、恩惠」
《西2:6，3:12-17》

- 每日早上期待新恩，而努力發現新的時光、新的學習、新的事工、新
的智慧、新的際遇…
- 耶穌基督凡事上居首位，當我們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而生活時，在
凡事上我們會發現基督的美意、智慧、榜樣，能看見基督活在我裏面，
因此我能活出基督…
④ 特別當我遇到苦難、矛盾、問題的時候，當作操練的好機會，藉著集
中禱告，察驗神在問題中為我所安排的美意，接納神所安排的「特別
密集訓練」，而叫我的生命加速的被建造…
# 約伯在經過苦難之後所得著的福份：⑴ 智慧 --「我赤身出於母胎，也
必赤身歸回。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
當稱頌的」《伯1:21》；⑵ 永生 -- 「我這皮肉滅絕之後，我必在肉體之
外得見上帝…」
《伯19:26》
； ⑶ 冠冕 --「我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試煉我
之後，我必如精金」《伯23:10》；⑷ 以馬內利的證據 --「我從前風聞有
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伯42:5》
；⑸ 被精煉之後，在各方面的蒙福 --「這
樣，耶和華後來賜福給約伯，比先前更多…」《伯42:12 》
# 摩西的祈求：「求你照著你使我們受苦的日子，和我們遭難的年歲，
叫我們喜樂」
《詩90:15》
# 大衛在苦難中所看見的 --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為
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宴
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詩23:4-5》
⑤ 一天中兩三次，暫時整理面對的時光，主所賜給我的慈愛、恩惠、能
力和冠冕；特別在夜晚數算一天的恩典，是促使我逐漸得著「感恩的

** 結束的話

** 本週禱告題目
1) 在感恩的氣氛裏與神交通，必會看見神蹟異能：當與神交通時，在我內心的屬
靈氣氛如何？(冷淡？内疚？哀慟？埋怨？感謝讚美？) 是否經歷過：當稱謝進
入神的門，與神交通時，聖靈在我心靈裏非常活潑的作工，使我進入另一世界，
蒙受豐盛的應允？決斷：我一生的禱告，都必先得着感恩的心之後，才進入神
的院，與神交通！
2) 當我們有心察驗感恩的理由時，無限感恩的理由就向我們顯明了：今日所擁有
的一切都是從「愛我的父神那裏白白得來的恩典」
。整理一下：我的一生在任何
情況裏，都能享受「感恩讚美」的絕對理由，然後銘刻於心：使那些絕對理由
成為我每次「當稱謝進入神的門」的根基！
3) 經過操練，就能得著「感恩的眼光、體質、習慣」
：目前我生命的體質，是較傾
向於「正面的」或「負面的」？思想：為得着「感恩、讚美的眼光、體質、習
慣」，我在那一方面需要特別加强操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