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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藉著基督使我們與祂和好了

    主永遠與聖民同在，正以極美的永生計畫在引導聖民的日子，時常賜下各

樣美好的恩賜和賞賜。聖民正住在阿爸天父所造的世界裡，祂的恩惠、慈愛圍

繞著我們，看到、聽到的都是神的榮美和能力，因此聖民應該享受平安、喜樂

永遠的盼望！然而，我們心靈的光景時常不合乎前述之事實，時常遭受不安、

懼怕、憂慮的侵襲。聖民也時常遇到許多問題，聽到許多使其不安、懼怕的消

息：擔心自己與所愛的人，也看到所擔心的事實現。回顧過去，遇過許多艱

難的事，對未來沒有確信，不知現在活得對或不對。自己在世還能活多久？

直到去世能維持健康嗎？財物夠用嗎？兒女會健康地成長嗎？會不會遭遇不

幸的事？能過榮神、益人、建國的人生嗎？總有些重擔壓著心頭，有些根深蒂

固的恐懼感時常搖動著心靈。

    聖民若能對自己和所愛之人，帶著必有明朗的未來之確信而活，何等美好？

若心裡有神喜悅我現在生活之確信，何等美好？若能確信，現在遭遇的問題，

就是神針對我的禱告、願望所成就的過程，何等美好？主耶穌的話是怎麼說？

祂說，對！你們放心，你們要平安、要喜樂。凡在愛神的人身上所發生的事，

都會帶來萬事均互相效力的祝福〈羅8:28〉。主既清楚又確實地說：「我向你們

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你們要呼求我，禱告我，我就應允你們。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

尋見。」〈耶29:11-13〉。目前，你或所愛的人遇到嚴重的問題嗎？首先不要因該

問題擔心，或為解決問題而妄動，只要努力恢復「愛主、尋求主、順從主」的心

那麼很快就會看見主藉著該問題所帶來的醫治、更新、成全之祝福，同時也會

看見主一步步地開路和帶領，不久就能看見所盼望的都得成全。

    聖民不能享受神兒女應享受之天上、地上、永遠的福氣，是因心靈尙未完全

恢復「與神和好」！不能在凡事上看見神的恩惠和慈愛，是因心靈尙未在凡事

上恢復「與神和好」；常常擔心所愛之人，也是因心靈在判斷所愛之人上，尙

未恢復「與神和好」；聖民時常瞧不起自己大蒙眷愛的尊貴生命，而時常內疚

自卑，也是因對自己生命的瞭解上，尙未恢復「與神和好」的緣故。人一切的

問題，都是從還未恢復「與神和好」，還未看見神在那件事情上的喜悅和笑臉

而來的。

    本週，我們要學習〈林後5:17-21〉，會發現「與神和好」所帶來無限的福份。

保羅在各樣艱難的事奉中，能保持神喜悅他的確信，而享受基督寶座的權柄，

都是由於他掌握了這和好的秘訣。李牧師本人，過去幾十年在基督裡的學習

與事奉，所發現最重要的福份和賞賜，就是「與神和好」的道理。每位聖徒在

世剩下的日子，不過是五年、十年、二十年而已。主耶穌，已勝過仇敵一切的

權勢和詭計，已為聖民獻上最完美、永遠有效的挽回祭，正掌管天上、地下一

切的權柄，也正活在聖民中。因此聖民再也不應過不安懼怕、糊里糊塗、無能

無果的日子，而要興起、要站穩、要勇敢面對每天許多挑戰。只要帶著一顆愛

主、順從主的心，在任何情況中，都能得著「與神和好」的心，在凡事上都能

看見主所顯明的恩惠和慈愛，也會看見主藉聖民在凡事上得著榮耀的證據了。

讀經：林後5:17-21
17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無論人的

條件如何，在基督裡，都已變為神的兒子、基督的身體、聖靈的殿、君尊的祭

司、永遠的聖民了。一個人得著新造的身份、所屬、關係的同時，他與宇宙萬物

永遠時光的關係，也完全改變了。他應該享受神所預備天上、地上、永遠的福

份，也在任何情況下，都應享受得勝有餘的生活）。18 一切都是出於神，他

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這「和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是指神與人之間，

在生命、關係、相愛、交通、同行上的和睦，是指在任何情況下能使人發現神的

慈愛、恩惠的和睦，其結果是人在神面前隨時都能坦然無懼，喜愛親近神，

而享受神裡面一切的豐盛），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在自己生

命裡，清楚經歷「與神和睦」之人，才能將那奧秘有生命、有力量地向人介

紹），19 這就是神在基督裡（使人得與神和好的一切奧秘，均在基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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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

付了我們。20 所以我們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般（NIV英

文聖經是譯做："he has committed to us the message of reconciliation"，所以，

非僅單單一次激勵我們，乃是時時刻刻持續激勵，叫聖徒傳揚那使人與神和

好的福音信息），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神和好。21 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

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耶穌按照律法，實際地一次獻上最完

美的挽回祭了，因此帶來永遠的果效。凡已恢復神的義之人，都能享受神裡

面一切豐盛的福氣）。

    「神的義」，是何等地聖潔、榮耀、完美！聖民應檢視生命已全然恢復神的義

嗎？平心而論，我們絕對不敢視自己已完全。但是神竟然說，我們已成為義

了呢？那是因神不單單僅看聖民本身，乃是看在基督裡的我們，即看「教會

的頭」基督所成全的義。基督為聖民已成全了完美的挽回祭。按著律法，基督

成為人的樣式；按著律法，基督過了完全聖潔的生活，證明無罪；按著律法，

受了最嚴酷的刑罰；按著律法，受死、埋葬；按著律法，復活；按著律法掌

管寶座的權柄；按著律法打破冤仇、魔鬼撒但一切的權勢；按著律法，藉聖

靈活在凡信祂之人的生命中。因此：「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

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律法），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

律了。」〈羅8:1-2〉。凡在基督裡新造的人，身上一切的條件、所遇一切事物、情

況，都在萬事互相效力的律中進行〈羅8:28〉，連受管教也都成為「神的恩惠、

慈愛、和賜福」了〈來12:5-13〉。

1. 「和好」（和平），是神在基督裡賜給聖民最大的福
份！

 1）神為何如此看重「平安祭」？

    平安祭，是與神、與人均恢復和睦，一同享受感恩、讚美、祝福的祭，是每

次獻燔祭（與基督同死同復活）、贖罪祭（認罪、悔改）、贖愆祭（不單認罪

悔改，也要賠償）之後，才能獻的祭。神為何要大祭司從至聖所出來後，吩

咐他舉手祝福以色列民說：「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祂的

臉光照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民6:24-26〉。為何神

喜悅主日崇拜結束時，牧師舉手祝禱說：「願主耶穌的恩惠，父神的慈愛，

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林後13:14〉呢？為何主耶穌教導禱告時，

最後要宣告說：「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太6:9-13〉。這

是聖民在崇拜、聚會、禱告中，非得不可、也非常要緊的。這就像浪子回頭後，

雖然回家了，但他與父親仍要在感情、關係上完全和好後，才得坦然無懼、自

由地享受家中一切的福份。

    聖徒每次崇拜、聚會、禱告結束時，都要確認是否自己的生命已「與神、與人

完全和好」，如此才能於崇拜後，在凡事上看見神的恩惠、慈愛，而享受完全

自由、充滿感恩、盼望、喜樂的生活。

 2）聖民心靈若真能「與神和好」，便能確信自己現在是蒙主喜悅的，未來主
也必定賜福：

    聖民心靈尙未恢復與神和好的證據，就是心中的憂愁、不安、懼怕、埋怨，

若繼續放任不理，會帶來不好的下場：「愛裡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

怕除去，因為懼怕裡含著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裡未得完全。」〈約壹4:18〉。當約

伯失去所有的財産、奴僕、兒女後，便歎息說：「因我所恐懼的臨到我身，我

所懼怕的迎我而來。」〈伯3:25〉。因此神說：「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4:23〉；「親愛的弟兄阿，我們的心若不責

備我們，就可以向神坦然無懼了，並且我們一切所求的，就從他得著，因為

我們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悅的事。」〈約壹3:21〉；「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

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務要謹守，儆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

的獅子，遍地游行，尋找可呑喫的人，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牠。」〈彼前

5:7-9〉。保羅在基督裡，習得時常保持「與神和好，心裡感恩、讚美、喜樂」的秘

訣，並且極為看重聖徒掌握此秘訣的重要性，所以他勸聖徒說：「你們要靠

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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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4:4-7〉。

 3）只有在基督裡，才能恢復並享受「與神和好」所帶來一切的福份！
  ① 始祖被撒但欺騙，違背神的話，犯罪的同時，他與神、與自己、與人、與

萬物的關係均完全破裂了：因此所有亞當的後裔，都懼怕愛他們的神（與神

關係破裂），瞧不起自己而感到羞愧（與自己關係破裂），卸責、定罪、論斷

（與人關係破裂）。因人的墮落，天受咒詛（不降雨），地受咒詛（長蒺藜、

不出産，各種細菌、蚱蜢、害蟲傷害穀物），動、植物皆受咒詛，萬物均虧欠

神的榮耀。因此：「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羅

8:22〉；「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蒙恩的聖徒）顯出來。」〈羅8:19〉。

    ② 耶穌成為聖民的頭，道成肉身以人的樣式來到世界，在眾天使及萬民
面前，遵照律法證明為完美無缺的義人，代替聖民受審判、受死、埋葬、復活、
昇天，掌管天上地下一切權柄，現與聖民同在，使聖民恢復神的義，並稱為

義人了！「因他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毁了中間隔斷的牆…既在十

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神和好了。」〈弗:2:14-

16〉；「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賽53:5〉。

        基督顯明永遠無限至極的慈愛，完全滿足神的公義，也賜下保惠師聖靈，

使聖民不至失去神的義，並於任何情況下，都能靠著兒子的靈判斷一切。所

以在聖民一切的條件並凡事上，能看見神的恩惠和慈愛。在基督裡，按著律

法，解決了罪根、審判、死亡、健康、貧窮、咒詛、夫婦、兒女、後代等一切的問題。

只要願意尋找主的美意並順從，便於任何情況下都能看見主的恩惠和慈愛，

特別在問題或苦難中會蒙受百倍的祝福。

  ③「既然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他叫萬有，無
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西1:20〉；「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

的眾子顯出來。」〈羅8:19〉：所以，一人、一家、一地區、一民族，透過基督恢復

與神、與人和好，就能恢復神在凡事上的祝福：「你在城裡必蒙福，在田間也

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産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犢、羊羔，都必蒙福。

你的筐子和你的摶麵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敵起來攻擊你

耶和華必使他們在你面前被你殺敗，他們從一條路來攻擊你，必從七條路逃

跑。」〈申28:1-14〉。他們所到之處、所遇之人，都因其生命而蒙恩。因約瑟的緣

故，神賜福與波提乏的家，凡其家中和田間一切，都蒙耶和華賜福〈創39:5〉。

因大衛的緣故，以色列全族和鄰邦均蒙受神的賜福。使徒們所賜福的每個人、

家庭、地區，都蒙受神的恩典。相反的，歷史證明，每當聖民失去「在基督裡

之神的義」，喪失獻燔祭、贖罪祭、平安祭之真正含意時，就落到「貪心、說謊、

偷竊、不憐憫、不公平、殺害、拜偶像、淫亂、埋怨…」等的罪中。每當以色列如此

軟弱、跌倒時，與四圍列國間的戰爭繼續興起，整個地區、世界受到咒詛、災

殃。

2. 因此，要以「與神、與自己、與人和好為中心」學習禱
告！

 1）在基督裡，我們是新造的人，也應在凡事上享受「與神和好」而看見神的
恩惠、慈愛，但繼續保持這和好的心靈並非容易的！

    因本身的軟弱、魔鬼的控告、周圍他人的干擾與攻擊，聖徒心靈時常受到

負面的影響，並且聖徒在世上是打仗、奔跑、精鍊的時光，所以會遇到許多非

信徒不會遇到的挑戰和苦難，因此十分不易保持「與神和好」的心來享受神的

恩惠和慈愛。所以，在禱告中，必要學習如何在任何情況下都能與神和好。

        詩篇七十三篇的作者亞薩說：「我的腳幾乎失閃，我的腳險些滑跌。因為

我見惡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懷不平。」〈詩73:2-3〉，後來他在禱告中得著

正確的答案：「等我進了神的聖所，思想他們的結局。你實在把他們安在滑地

使他們掉在沈淪之中。」〈詩73:17-18〉。每當遇到靈戰時，便在禱告中與神、與

己角力，為要看見神的笑容：「我的心啊，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

應當仰望神，因他笑臉幫助我，我還要稱讚他。」〈詩42:5〉。

        大衛在詩篇十三篇中，他在所遭遇的情況下，為要得神的恩惠、慈愛而

向神呼籲：「耶和華阿，你忘記我要到幾時呢？要到永遠嗎？你掩面不顧我

要到幾時呢？我心裡籌算，終日愁苦，要到幾時呢？我的仇敵升高壓制我，

要到幾時呢？耶和華我的神阿，求你看顧我，應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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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敵說，我勝了他，免得我的敵人在我搖動的時候喜

樂。」〈詩13:1-4〉。角力的結果，終於得著與神和好而來的平安、喜樂：「但我倚

靠你的慈愛，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樂。我要向耶和華歌唱，因他用厚恩待

我。」〈詩13:5-6〉。大衛已得了秘訣，所以縱使在死蔭的幽谷，也能享受神的同

在，有神的杖和竿幫助與安慰；在敵人面前，能享受神親自擺設的筵席，看

見神用油膏了他的頭，使他的福杯滿溢；他一生一世神的恩惠慈愛時常隨著

他。並且，為了保持這種「與神和好」所帶來的福份，要時常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禱告），直到永遠（詩篇廿三篇）。

        李牧師對禱告的學習，經歷過三個階段：  嬰兒階段：只求平安無事，①

並求所需要的。後來發現，失去平安時，深愛祂兒女的主，更為難過；當我

缺乏時，主更著急；  獻身成為使命者後：時常為傳福音事工、所愛、遇見、②

代禱之人多蒙恩，為自己多得權柄、智慧而禱告。 但禱告後，卻常看見著急、

失望、枯乾、無能、無果等負面的結果，就發現自己的禱告尙未達到最完美的

地步；  以得著「與神、與人和好」的答案、智慧、證據為中心之禱告。 結果，③

才發現這是主最喜悅的禱告。在凡事上得著主的恩惠、慈愛，而恢復無限的感

恩、盼望、喜樂，也恢復天國。也非強迫人蒙恩，乃是使其看見主如何恩待、喜

悅我的證據，也做到無論得時不得時均口唱心和地讚美主（傳福音）的生活，

逐漸看見所愛並常幫助的人、所遇見、所代禱之人均繼續不斷地蒙恩，傳福音

的機會繼續展開。並在榮神、益人、建國的事工上，都充足地得著所需用的一

切權柄、智慧、健康、財物。

 2）那麼，如何在禱告中與神和好呢？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

作隨時的幫助。」〈來4:16〉；「不但如此，我們既藉著我主耶穌，得與神和好，

也就藉著他，以神為樂。」〈羅5:11〉。神藉舊約聖經一直強調「燔祭、贖罪祭、贖

愆祭、平安祭、素祭」等五個祭，就等於耶穌之死而復活（燔祭），當認罪、悔

改時，基督的寶血洗淨我們一切的罪，使我們恢復神的義（贖罪祭、贖愆

祭），然後才能看見自己與神、與人恢復和睦，彼此相親相愛（平安祭），

並且恢復與主同行的活祭生活，看見神在凡事上祝福的證據，而能在基督裡

口唱心和地讚美主一切的慈愛、恩典，無論得時不得時見證主（素祭）。主所

教導的主禱文也包括使聖民恢復與神、與人和好的秘訣。看見父神的同在，堅

定終身的目標，享受平安、喜樂、和平（天國）降臨在心靈，察驗父神的美意

而順從，深信主必供應所需用的，也認罪悔改不順從之處，憐憫饒恕他人，

趕出撒但的試探和控告而得勝，宣告父神的國度、權柄、榮耀永遠同在，直到

永遠。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中，特別揭開了聖民在基督裡，如何享受基督長

闊高深的大愛，如何得著神的美意而順從，如何與神和好，如何倚賴神的大

能大力，凡事上得勝有餘，也能榮神益人建國（參考〈弗3:15-21，5:15-

21，6:10-18〉）。

    參考整本聖經的啓示，並經過自己禱告中實驗後，會發現：若要享受與
神、與人和好的福音，在禱告中必要恢復下列五點！

  ① 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在任

何情況下，都能得著與神和好的唯一根基，就在於「基督已為我獻上挽回祭

了」。這是永不動搖的事實，聖民清楚知道：自己生命在基督裡已被重新建造

了（與老我明顯地不同）；也知道：「我的主、我的頭」耶穌已為我獻上最完

美的挽回祭，天父不得不喜愛在基督裡親生的兒女「我的生命」，祂永不撇棄

我，也必完成祂在我生命裡已開始的善工，當我軟弱時，祂更憐憫、照顧、管

教、堅固我；我又知道：自己生命永遠無法離開父神，也無法「不與神和好」

當心靈不與神和好時，便無法活下去。我無法否認「神是我永遠的父親」之絕

對事實，無法否認在我身上已有「祂在基督裡重生了我」的證據，無法避開祂

在我身上的慈愛、關心和關懷。所以，無論遇到何種情況，只要願意愛祂、順

從祂，便能與神和好！

  ② 無論吃、喝、生、死，都要榮耀主：此即在基督裡新造的聖徒唯一、終極

的目標。很多聖徒誤認為，這是靈命相當成長並獻身之聖徒才做得到的。其實

尙未看見這蒙召的唯一、終極目標之聖徒，根本無法成長、也無法獻身了。有

此唯一、終極的目標，才能在各項條件和凡事上得著神的美意並順從神。不懂

神的美意，也不能順從神的生命，如何與神和好呢？不但如此，已得了這唯

一、終極目標的聖徒，則在任何艱難的情況下，都能享受「與神和好，坦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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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所帶來的福份。不但任何情況都不能打倒他，反得蒙受更大的恩典，因為

在所遇的情況中，只尋找「如何以此情況來更加榮耀神」之故。譬如，生病時

心裡就說：「好，我要以這疾病來彰顯父神最大的榮耀，也要使自己生命百

倍地蒙恩，並要做見證、祝福人。」如此就能看見神的笑臉，也能看到主成全

我的心願，病魔從一條路來攻擊，必從七條路逃跑。當遇到問題時，雖然沒

有能力解決，但在該情況下，聖民所能做到最容易的事，就是尋找「如何更

多愛神、愛人、愛國，榮神、益人、建國」。保持如此的心志時，就能看見主迅速

差派天使來幫助、成全，為我開啟下一個蒙恩的階段。

  ③ 決斷：主怎麼說，我便怎麼做：聖民無法掌握明天，但在今日要做的

事上，能察驗神的美意而順從。當察驗到神的美意而喜愛順從時，會看見神

所賜的平安、喜樂和坦然無懼的心，並且在每件事情上，能看見神的引導、幫

助和成全，所以能享受「我所做的事，就是神親自所做的」的確信所帶來之有

權柄的生活。神已在聖民每日一切的事情上，清楚地教導了。應該如何管理靈

命和身體，如何安排生活，如何管理經濟、夫婦相處、養育兒女、肢體關係、事

業與事奉生活…等。聖徒不可說：「我們不知道！」，也不可說：「我們察驗也

察不到。」只要願意察驗，便能看見聖靈清楚、細密地指教我們。主特別關注聖
徒與鄰舍的關係並彼此間的相愛、憐憫、饒恕、包容，無論做何事都要在愛主、
愛人的絕對原則上察驗主的美意。要特別注意：主每次教導禱告，或揭開禱

告蒙應允的奧秘時，總是再三強調「愛弟兄、饒恕弟兄」的話。祂教導聖徒：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別人的債」；「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

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

過犯。」〈太6:14-15〉；「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們

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

的愛裡。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裡…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

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約15:7-12〉。使徒約翰也傳遞主的教訓而說：「我

們一切所求的，就從他得著，因為我們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悅的事。神

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他兒子耶穌的名，且照他所賜給我們的命令彼此相愛。」

〈約壹3:22-23〉。使徒彼得也說：「你們要謹慎自守，儆醒禱告。最要緊的是彼

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彼前

4:7-9〉。愛人、憐憫人、饒恕人、包容人，在禱告中得神的愛，而能最容易、最快

與神和好了。
  ④ 心裡若被責備，必要到神面前檢討「是否為神所喜悅、許可之事」。若發
現自己犯罪，必要認罪悔改，並要確認「是否神已洗淨我的罪，與我和好而

喜悅我」：聖徒心靈裡的責備，是來自撒但的控告，或來自聖靈的指責。無論

從何而來，絕對不能放任，不然會犯更嚴重的罪，不安、懼怕、麻木、受管教

等下場。許多明顯的罪，只要認罪、悔改即可，但問題是，有些責備的源頭不

太明顯或不易判斷。那些問題，則是當聖徒帶著兒子的心、愛主愛人、順從主

的心而檢討時，聖靈會幫助我們分辨善惡、對錯。當發現自己不對之處，要先

感謝聖靈的指教，然後認罪悔改，勿容留仇敵攻擊的餘地。「神是信實的，是

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壹1:9〉，因此必會看

到，心靈的責備已經消失，神的憐憫、慈愛、恩惠再次顯明。心裡沒有責備的

則不需逐一追尋了。聖民大可放心，因為有些生命中隱藏的罪，因靈命成長

的過程，自讀經、聽道或禱告時，聖靈必會按生命成長的程度而告訴我們，

也使我們明白如何悔改、改善。
  ⑤ 每次禱告結束前，必要看見「主的笑容、安慰、支持、引領」後，才結束：

如此，才能帶著感恩、盼望、喜樂的心生活，也能享受禱告後神持續地引領、

幫助和成就。但是，唯有已掌握「禱告中蒙應允」的聖徒，才能享受此種福份。

換句話說，在禱告之中，堅定以榮神、益人、建國為終身目的，恢復天國，察

驗神的美意而得著神的吩咐，得著一天生活上所需的能力、智慧，洗淨生命，

深信為人代禱的必蒙應允，趕出一切黑暗勢力的試探和控告，願永遠愛主、

愛人、順從主之人，才能享受此福份。並且已掌握前面所述禱告中與神和好的

奧秘之聖徒，會知道如何得著此種完美的禱告。

3. 享受「和好」福份的聖徒為人代禱，特別有功效！
        因主已「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

〈林後5:18-19〉。神吩咐祭司長，每次從至聖所出來時，必要舉手祝福以色列

民說：「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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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民6:24-26〉。主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

們在地上所綑綁的，在天上也要綑綁，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

釋放。我又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甚麼事，

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因為無論在那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

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太18:18-20〉。聖徒的蒙召，與家人、周圍之人的蒙

召、蒙恩都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使徒彼得說：「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

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

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2:9〉。基督的兄弟雅各也說：「所以你們要彼此

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

的。」〈雅5:16〉。

 1）聖民的禱告，必使所愛的家人、親友、代禱者皆「與神和好」！特別與眾肢
體一同禱告時，會帶來更美好、更迅速的功效！

    一個聖徒能恢復與神和好，均是神的作為，所以該聖徒所愛、所遇見、時

常相處、有感動而代禱的，都是神交託給他的生命。要明白神所託付的生命，

無論是配偶、兒女、父母、兄弟…等，不管其如何地剛硬或軟弱，均要一生為其

代禱。因為骨肉至親，是神託付給聖民的。家族中先蒙恩的生命，絕對與其他

親人生命的蒙恩有關係。當有心察驗時，會發現在肢體、親友、鄰居中，神交

託給我，叫我一生為其代禱的人群。不管目前其生命光景如何，要開始為他

們代禱，如此就能看見萬事均互相效力的結果，他們逐漸恢復「八福人」的生

命，而成全我們的代禱。信徒中已有許多肢體的見證可為證明。

 2）每天為時間表未到的家人、親友繼續代禱的同時，也要忠心良善地參與
教會事奉、傳福音、宣教等事工，並認真照顧目前時間表已到而饑渴慕義之人
時，家人、親友蒙恩的時間表會加速地來到！

        在愛裡與肢體一同學習、一同禱告、一起成長（主日、週間、小組聚會）的

同時，按著恩賜和時間表，忠心擔任教會各項事工，使主的教會興旺。也要

努力推動地區福音化事工：特別在展開各種團契（婦女團契、弟兄團契、長青

團契、單親團契、兒童、青少年、大學生、青年團契等），藉此得著八福人、開福

音小組。

 
 3）與神和好的聖徒，也要為當代聖徒與事奉者代禱，使當代聖民多多享受
與神和好所帶來一切的福份！

        基督的愛持續激勵我們，則不但會憐憫與神完全隔絕的非信徒，也會憐

憫「雖在基督裡卻不能享受神的慈愛、恩惠」之聖徒和事奉者。享受這和好福份

的聖徒，在傳福音上所分享的內容特別貼切，並會帶出更大的權柄和能力！

結語：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

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

山，因為在那裡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親愛的天父阿，這

是一幅何等美好的光景！祢在我們中間，祢那從上頭來的慈愛、恩惠、各種美

好的福份，流到祭壇，又流到每位聖民的生命、家庭、人際網絡裡，直到地極

直到永遠！父阿,這種和睦、連結、增長,是祢在主耶穌裡成就的。過去，我們

都在冤仇之下，從罪惡、埋怨、論斷、仇恨、殺害裡出生而長大的。但是主耶穌

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使兩下的分裂歸為一體，使人與神、與自己、與人都和

好了，甚至使天上地下的萬物都與神和好了。主阿，我們何等渴望能盡享『和

好』所帶來那無限的福份。然而，在與配偶、兒女、父母兄弟、肢體、世人關係裡，

還得克服許多挑戰和難關。求主幫助我們，使我們迅速掌握『和好的道理』而

能盡享此福。因此，我們在向人傳揚這和好道理上，能得著百倍的能力和功

效，阿們！」

本週禱告題目（10.08.01~） 

1）「和好」（和平），是神在基督裡賜給聖民最大的福份！診斷：目前我與

神、與自己、與人和睦的情況如何呢？當我遇到矛盾的時候，我是不放任而有

心要解決的嗎？我們無法避免時常矛盾的出現，但是只要我有心恢復「和好」

就能在基督裡能得著其完美的答案嗎？

2）因此，要以「與神、與自己、與人和好」為中心學習禱告！我的禱告是「以恢

復和好為中心」禱告的嗎？每一次禱告結束的時候，我留意確認「主喜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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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已悅納我的禱告了，我也更愛主愛人了」嗎？我能得如此確認的根基在哪

裡呢？我有何秘訣，在禱告中，使我能得那麼完美的應允？

3）享受「和好」福份的聖徒為人代禱，特別有功效！我已經看清周圍許多的

人因不懂和好的道理，時常活在矛盾、掙扎、困苦的光景嗎？基督的愛繼續激

勵我，叫我為他們代禱嗎？目前，正為哪些人、如何禱告呢？禱告之後，時

常看見神的引導、差派、工作、成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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