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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当你祷告的时候，要与其他人联合 

你曾否发现与朋友一起祷告而来的祝福？当我们
分享自己的喜乐和忧患时，神就带领衪的子民聚集在
一起。当朋友为我们的困难祷告时，我们的心情是何
等放松！我们彼此以神的应许激励对方的时候，我们
的信心就增强起来。只要我们是为着同样的事情祷告，
纵然我们是单独的时候，也可以“与其他人联合一起。”
并且，无论何时，若是能行，我们都要约同其他人一
起祷告。 

在这一课里，你将学习到： 

 与朋友祷告  
 与你的家人祷告  
 与祈祷小组祷告  
 与教会祷告  

这一课会帮助你…… 

 找出和使用你与别人祷告的机会 
 当你鼓励其他人祷告的时候，就在你的社区里促

进神的事工  

与朋友祷告  

耶稣应许我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衪的名
聚集，衪就与我们同在。好像那两个在往以马忤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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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门徒一样，当他们正谈论着主的时候，复活的基
督就向他们显现。你和你的朋友都能感到衪的同在。
衪会藉着圣经向你说话，衪在那里要赐福你，而且要
差你出去告诉其他人，衪是活着的。 

耶稣在他们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让那些在以马
忤斯的门徒认得衪是谁。与朋友共进晚餐能提供机会
给大家更深认识对方，当我们谈到主在我们身上所成
就的事时，就使大家更认识衪。许多基督徒邀请一位
或多位朋友吃晚饭，就在吃饭的时候将耶稣介绍给他
们。衪就在那里！  

我盼望你有一位基督徒朋友，成为你的祷告伙伴，
能够与你经常祷告——如果不能每天一起祷告，至少
也要每周一次。能够与一位与你同心合意的人祷告是
很重要的，他可以帮助和鼓励你，也可能是一位初信
的基督徒，需要你以祷告来帮助他。当然，你会希望
经常和你带领归主的人一起祷告。  

耶稣赐给我们两个奇妙的应许，若有两或三个人
奉衪的名同心合意聚在一起祈求，无论什么，他必在
他们中间，并且为他们成全！ 

马太福音 18：19-20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
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
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
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习题  

1、  熟记马太福音 18：19-20。  

2、  在笔记本里写下现在或可能与你单独祷告的朋友
之名字。你若没有祷告伙伴，试试看能否找到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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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你的家人祷告  

基督化的家庭是神最大的祝福之一。事实上，全
家一起敬拜和事奉神，可以说是在地如在天的情景！
你的家人若是认识主，他们应该与你一起享受透过每
日的家庭祷告而带来的属灵长进和祝福。我们有时候
称这个每天的家庭祷告时间为“家庭灵修”或“家庭
敬拜”。若是可能的话，丈夫既是一家之首，就应该扮
演领导的角色；否则，妻子也可以领导，或者至少也
与孩子们一同祷告。任何基督徒都可以邀请他的家人
与他一起读经祈祷，在基督徒的家庭里，大家也可在
用饭之前一起祷告，为着食物而感谢神，并求衪祝福。 

 

提摩太前书 4：3-4 “……食物，就是神所造、叫
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吃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
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
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  

父母教导孩子彼此代求，又为着家中任何的需要
而祷告，这是多么美好啊！他们可以随时要求双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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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困难祷告，如此，他们便养成一个终身的习惯，
认识到神对他们的供应，也仰望衪的引导和帮助。家
人一同祷告，能够增强维系他们彼此的相爱，他们为
着家人的关系而祷告，神又应允他们，生活就变得更
加和睦了。 

 

                 祷 告 

为着家人               与家人一起 

全家得救                  在家庭敬拜中 

家人的关系                用饭的时候 

家中各样需要              在教会里 

个别的需求               与个别一起

   若你想在家中开始家庭敬拜（或要帮助其他家庭如
此行），可以参考以下简单的提议。 

         家庭敬拜的建议  

1）选择一个各人都觉得最方便的固定时间。清晨是理
想的时间，有些家庭于早餐时一起祷告，有些却认为
晚上更为实际。  

2）若是可能，每天都在同样的时间一起祷告。  

3）让每个家人都参与读经、提出祷告的要求，发表意
见和祷告。  

4）读一段简短和易于明白的圣经经文，尤其是与家中
小孩一起时更要如此。（你可以与小孩一起用一本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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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故事书）许多家庭使用灵修书籍的每日读经，同时
也使用圣经。  

5）让各家人都分享他对所读经文的问题或意见。  

6）你若喜欢的话，可以唱一两首赞美、感恩或敬拜的
诗歌。  

7）要使家人有机会提出任何需要祷告的特别需求和感
恩的原因。  

8）有一段简短的祷告时间，可以由一人带领或所有人
参与。（我提议简短的祷告，使家人不致厌倦，以致不
喜欢祷告的时间）  

9）鼓励每个人都聆听神的声音，也要期待衪对每个参
与的人说话。  

10）若有任何阻挠或不能有家庭崇拜的时候，不要气
馁，要继续尝试。切勿因循守旧地进行，要适应环境，
更要跟随主的带领。  

习题  

3、  与其他基督徒讨论家庭祷告，最好的时间和最好的
可行计划。你若是住在家里，就与你的家人讨论；你
若已经有家庭祷告，就将任何改善的建议写在笔记本
里。  

4、  列出四个与家人一同祷告的机会。你现在正使用哪
一个，或你将会采用哪一个？  

5、  你若有机会开始家庭祷告——即使你只是以替某
一个家人的特别需要而祷告来作为开始——我也希望
你能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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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祈祷小组祷告  

今天，神在世界各地的祷告小组里施行奇妙的事。
朋友们聚在一起研读圣经和祷告：当他们为着每人的
需求而凭信心联合在一起祷告时，神就应允他们。还
未得救的邻居通常都会较愿意接受邀请到朋友家中，
多于被邀请到教会去聚会。许多人在这些家庭祷告聚
会里找到基督。医治的神迹在其中发生，神解决了家
人之间关系上的问题，无数的人在这些祷告小组里被
圣灵充满。 

今天所发生的事，就像在新约时期发生的一样。
那些最初的基督徒在犹太人的圣殿和会堂（犹太人公
众崇拜的地方里），也在信徒的家里聚集。后来，他们
遭到逼迫，被逐出会堂。但他们仍然抓住基督的应许，
并在祷告小组中目睹它的实现；衪就在这里！衪在家
里、在岩洞里、河边、在监狱里——他们一起祷告，
神就答应他们！  

彼得首先在一个罗马军官哥尼流的家里，向一群
非犹太人传扬福音。神使圣灵充满所有在那里聚集的
人，并清楚指出福音是要赐给各处所有的人。  

后来，彼得被捕入狱，并且在次日就要处以死刑，
然而许多信徒在马可约翰母亲马利亚的家里，迫切地
为彼得祷告神。有一位天使就将他带出监狱。当神的
子民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镣铐就脱下，监门打开，
使彼得获得释放！  

腓立比教会是从祷告小组开始的。保罗和西拉发
现有一群妇女在河边聚集祷告。其中一位妇人吕底亚
接纳了基督，她开放自己的家，让保罗和西拉在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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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工作的时候，以它作为基地。奇妙伟大的事从一个
妇女的祷告聚会引发出来！你若读保罗在多年之后致
腓立比教会的信，就会发觉她是一个坚固、属灵的教
会。  

今日，有些祷告小组通常在聚会方面十分稳定。
有些每周都在同一个家里聚集，有些则轮流在小组里
不同的成员家里相聚，其他的则在教会、工厂、写字
楼和学校里聚集。只要有两三个人就可以开始小组，
若人数超过十五人，就比较困难。好像较小的组里，
让各人都能自由地参与。许多妇女的小组都在丈夫上
了班和孩子们都上学去的时候，在早上或午后聚会。
混合的聚会（男人和妇女）通常在晚上举行，有些在
聚会之后还有茶点和交通团契的时间，有些则没有。
有些则是在酒店或餐厅里举行的早餐或午餐祈祷会。  

祈祷小组负责人应该考虑环境和那些参加者的职
责。若聚会太冗长，有些因着在家里的职责（职责不
容疏忽）就不能参加了；而且，若聚会过于冗长，有
些人就会失掉兴趣。然而，有些小组却可以放下一切
事务，用长时间与神交通。若有些成员因事要早退，
他们可自由离去。当神施行神迹，改变人的生命，使
人得着圣灵充满的时候，就会觉得聚会的时间似乎短
暂了！  

这课为家庭敬拜所提供的建议，对带领祈祷小组
是很有帮助的。一般而言，这些都是好的步骤：  

1）聚会开始时先唱几首诗歌，这会帮助我们将思想集
中于神和衪的美善，也激励我们的信心。  

2）用一段短时间读圣经和分享神的话。这可以由一位
老师带领查经，或是由每一个人提出一节经文，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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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人分享这句经文是如何帮助他的。  

3）报告已得到应允的祷告，这样每人都可以为神所成
就的事而感谢神，所有人亦得着激励，为其他的需要
祷告。  

4）鼓励那些有特别需要或请求要祷告的人与小组分
享。  

5）在主的带领下，鼓励所有成员都参与各样需要和其
他人祷告。  

有些家庭的查经祈祷小组是本地教会的发展之
一，有些则是联合各教会，或是宗派之间的安排。韩
国汉城神召会的教会，由赵镛基牧师牧养，在一九七
六年的整整一年里，会友人数由 23，000 名激增至 35，
000 名。这 35，000 名会友分成 3，500 个小组，每组
有 10 个会友，就如此组织起来。这些查经祈祷小组在
城里各处，每周都作家庭聚会。那果效是奇妙的：罪
人回转、神迹和教会增长！其他许多地方，来自不同
教会的人在邻家的祷告小组里聚会。当神的子民一起
祈祷的时候，神就改造人的生命，使教会复兴，并带
来基督的肢体更大的合一。  

（根据一九八七年最新的资料，这间韩国神召会
的会友人数已增至六十万名！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 

习题  

6.请将你所知在你居住的地区所有的祈祷小组，它们聚
集的地方和时间写在笔记本里，把你会介绍给你住在
邻近的朋友参加的小组划下来，并为这些小组祷告。  

7.若在你邻近的地方没有祈祷小组，请为成立的可能性
祷告。将主对你所说，有关那可能性的话写下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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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聚会、邀请哪些人、聚会的时间，怎样开始，照
主对你所说的而行吧。  

与教会祷告  

祈祷小组的活动是奇妙的，但教会比它更重要。
教会的工作乃是将基督带给世人，在信心上建立基督
徒，训练他们参与事奉（服务），并且帮助他们每天的
生活以及为神工作，在祈祷小组里，我们可以得到很
大的祝福、友谊和帮助。但我们也要参与我们的教会，
而且我们也要带领那些由我们在祈祷小组里领他归向
基督的朋友加入教会的团契里。他们需要教会的帮助，
也应该培育成为坚强的信徒，能够参与教会的各种工
作。 

    
祷告是教会中充满活力的环节——祷告就是力量！耶
稣说，圣殿就是祷告的殿。门徒进到圣殿祷告，教会
的领袖们也花许多时间祷告。神要每一处奉献给衪作
公众崇拜的地方都成为祷告的殿，一个衪与衪的子民
聚集的地方。  

以赛亚书 56：7 “我必…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
喜乐。…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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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 2：41-43 “…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
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
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  

使徒行传 2：46-47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
殿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使徒行传 3：1 “申初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
圣殿去。”  

当彼得和约翰正要进入殿里祷告的时候，他们看
见一个瘸腿的乞丐坐在圣殿的门口求乞。他们奉耶稣
的名吩咐他起来，并且走路！那些在场目睹那乞丐得
了医治，并听了彼得所传的信息的人中，结果在那日
约有三千人接受了基督。当局就因着他们传讲耶稣，
将彼得和约翰囚禁了，并命令他们不可再这样做。但
在获得释放之后，他们便立刻与其他基督徒聚集，祷
告求神赐他们胆量，继续向人传讲耶稣。  

使徒行传 4：31 “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  神的道。”   

今天，我们怎样能够使神的家成为祷告的殿，我
们将祷告包括在一切不同的聚会里——查经班、敬拜、
青年聚会和布道聚会。我们给信徒有机会提出祷告的
事项，也为着蒙应允的祷告而作见证。有些教会设有
祷告室，让会众在敬拜之前，在那里聚集祷告，那些
想接受基督或要被圣灵充满的人，可以在敬拜结束时
进到祷告室，在那里有基督徒辅导他们并为他们祷告。
其他的教会，信徒在聚会之前和之后到教会的祭坛前，
为聚会祷告和感恩。 

许多教会都开放给人们，在日间随时进来祷告，
也有许多教会设立晨祷会，方便信徒于上班工作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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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祷告。在韩国许多的教会，数以百计的信徒，每天
清晨五时便聚集祷告。 

你的教会是否需要属灵的苏醒和复兴？你的牧师
或传道人是否在他的事奉里需要神更大的能力？你希
望教会里所有的信徒都被圣灵充满，有早期教会同样
的胆量去作见证吗？你愿意看见神施行神迹来应允祷
告，以及主天天将得救的人加给你的教会吗？你若希
望上述的愿望都得以实现，便要为你的教会祷告，在
你的教会里，并与你的教会一同祷告。神今天正在许
多教会里施行这些奇妙的事情，当你尽你的本份，并
且当你鼓励其他人祷告的时候，神也能使用你将这些
果效带给你的教会！  

诗篇 122：1 “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
我就欢喜。”  

诗篇 134：2 “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 

习题  

8.将你打算为你的教会祷告的各样需要列在笔记本里，
并切实为这些事祷告。  

9.求问神你怎样能够帮助你的教会发展一个更深入的
祷告事工，将衪的答案写在笔记本里。  

★ 核对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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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六 课 答 案 ★  

4、  在家庭敬拜、进餐、在教会里，平常与家人单独在
一起的时候，尤其是当他或她有特别需要的时候，或
者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许多做母亲的都可以告诉你，
当她的小孩子将手按在她的头上，祈求耶稣使她痊愈
时，她的头痛或其他疾病就立刻得医治了。  

其他各题的答案都是你自己应用所学会的原则。
我建议你在温习功课时，重温“你的作业”部分及你
的笔记资料。你若忠实地去行我所提的建议，我肯定
你正在祷告的事奉上成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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