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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因此 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15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
16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 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17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神，荣耀的父，

读经
弗一
15-23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18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15-23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19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20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是照 在 所运行 ，

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21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22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
23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23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蒙福的祷告
弗一15-23

诸长乐牧师 2019.02.03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中国人很有福气，不仅有阳历年、还有农历年，…新年总带给人新的盼望。
每一个基督徒也是有两个生日，一个是我们肉身父母亲给我们的生日，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日子，那是一个属灵的生日。

在 月份的时候 我用「属灵的福袋」来跟各位分享信息在一月份的时候，我用「属灵的福袋」来跟各位分享信息，
弗一1-14告诉我们有哪些属灵的福气：我们是从创世以前就被神所拣选了，

甚至我还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活一天的时候就被拣选了，甚至我还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活 天的时候就被拣选了，
而且让我得着神儿子的名份，并且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而且神看我为宝贵，让我能够成为他的产业。

有福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福的人，不管我们在世界上的遭遇有高低起伏，
但是都不能否认我们是一个有福的人生。

我觉得当上帝把这些祝福给我们的时候，就好像每一个人都领了很丰厚的年终奖金。
当一个人拿到年终奖金时当然要犒赏自己一下，因为我在过去一年的工作获得肯定；当 个人拿到年终奖金时当然要犒赏自己 下，因为我在过去 年的工作获得肯定；

但是，当公司把这一份年终奖金给你的时候，
是希望你能够进一步思想，未来你需要如何的成长。

基督徒也是如此，在我们得救以后不是结束了，而是一个开始，
彼后一说我们得救以后要继续不断的成长，让我们不仅得救而且要不断的长进，

让我们以后每 个人都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上帝的国让我们以后每一个人都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上帝的国。
使徒保罗在腓三也同样的告诉我们，虽然他己经非常明白上帝的救恩，

也经历了上帝复活的大能，但是他不会觉得自己已经完全了，已经满足了；也经历了上帝复活的大能，但是他不会觉得自己已经完全了，已经满足了；
他仍然给他一个目标，他生命当中只有一件事情，就是：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得着上帝要他所得的奖赏。
救恩 前 追他得到了救恩反而让他生命当中有了一个焦点，以前别人追求什么、

他也追求什么，别人在乎什么他也在乎什么；但是今天因着救恩，
他看清楚了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 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要得着上帝要我得着的。他看清楚了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他说：我只有 件事情，要得着上帝要我得着的。

当一个人能够聚焦的时候，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



不晓得你有没有玩过一种游戏—
当太阳很大的时候 你把 个放大镜放在 张纸的上面当太阳很大的时候，你把一个放大镜放在一张纸的上面，

然后让太阳光聚焦在这边，
太阳虽然很大但是这张纸怎么样就烧不起来，太阳虽然很大但是这张纸怎么样就烧不起来，

可是当你用一个放大镜把它聚焦的时候，
把那个阳光聚焦的时候，那张纸会烧起来的。

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生，
而这样一个不断成长、充满热情的人生，是我们可以不断经历的。

保罗为这群得救 蒙恩的以弗所基督徒有 个特别的祷告保罗为这群得救、蒙恩的以弗所基督徒有一个特别的祷告，
这可以成为我们一个新年的祷告，我们新年都有很多的愿望，

到我这个年龄我不会再希望长胖又长高了；到我这个年龄我不会再希望长胖又长高了；
但是我无论如何还是有我的盼望。

这一个祷告却成为一个非常蒙福的祷告，
今 祷告 愿望我希望你今年用这一个祷告成为你在神面前的一个愿望。

我今天分几个部份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部份是：属灵的根基。

今天很多人在寻求祷告蒙垂听的方法今天很多人在寻求祷告蒙垂听的方法，
我要怎样祷告上帝才会垂听呢—
我早上五点起来祷告；有的人说我通宵祷告；
有的人说我24小时连锁祷告；更有人说我禁食祷告

我曾经看过一个牧师说他禁食49天，我自己最多禁食14天就受不了啦
这些都很好 但是使徒保罗在这边却讲到 个祷告很重要的根基是什么这些都很好，但是使徒保罗在这边却讲到一个祷告很重要的根基是什么，

一个真正祷告的根基乃是在你跟神的关系，
要「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要「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

保罗可以为他们不断的、继续的、恩上加恩、福上加福的祷告，
乃是因为这些人己经「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
这些人对信仰是认真的，他们对主耶稣不仅相信而且听从。

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相信，但是我们不顺服。
你看到圣经当中每 个生命的转机 都是从顺服上帝的话开始的你看到圣经当中每一个生命的转机，都是从顺服上帝的话开始的；

而每一个生命的衰败，也是从不顺服上帝的话开始的。

旧约的第一个家庭亚当、夏娃不听从上帝的话被赶出了伊甸园。
新约的第一个家庭约瑟和马利亚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新约的第 个家庭约瑟和马利亚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

情愿顺服主的话，他们成为万代都称他有福的一个家庭。

亚伯拉罕当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他立刻听从，亚伯拉罕当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他立刻听从，
神要亚伯拉罕离开的不是今天的乌干达然后到东京，

如果是这样我也听从。
迦勒底的吾珥是当时的世界经贸中心就好像今天的迦勒底的吾珥是当时的世界经贸中心就好像今天的

纽约跟洛杉矶一样，
神要亚伯拉罕离开的是那个世界金融中心然后到那个不毛之地去，神要亚伯拉罕离开的是那个世界金融中心然后到那个不毛之地去，

那样的一个顺服是超越对环境评估的顺服。

今天你要祷告蒙垂听的时候，你第一个要思想说：
「上帝啊，有什么话你曾经跟我讲过？我有没有顺服？」

你对上帝的话七折，上帝对你的应许就八扣。
「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

不仅仅要信从主耶稣，而且要照着主耶稣的命令，彼此切实相爱。

约十五我们要常在主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
最近我有一个很大的发现，什么叫做「常在主的里面」？最近我有 个很大的发现，什么叫做「常在主的里面」？

约十五如果我们常在主里面，主的话就常在我们里面。
这时我突然体会一件事情－以前师母常常抱怨说我心中没有她，

我哪里没有她 我把她的照片都带在口袋里 但是重点是我哪里没有她，我把她的照片都带在口袋里，但是重点是－
她跟我讲的话我有没有放在我的心里？…所以我没有把她的话放在里面。

同样的，父母亲常常管教孩子也是如此啊，同样的，父母亲常常管教孩子也是如此啊，
其实父母亲最在乎的是孩子有没有把他们的话放在心里面。

我在台湾有一个弟兄很可爱，比我还大两岁，他到5、60岁的时候，
最常跟我讲的一句话还是我妈妈告诉我说不要做这个。他头脑真的不好，

真是打铁到你很难想象，但是他对上帝、妈妈的话遵守到让他蒙福、你也没话讲。
他儿子以前读幼稚园 小学的时候 老师说「你要去读启智班」他儿子以前读幼稚园、小学的时候，老师说「你要去读启智班」，

可是他儿子现在是最顶尖美国大学的机械博士。
他说「我妈妈说要常常为儿子祷告，我就天天为儿子祷告。」

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做《要听妈妈的话》，
流行歌曲不是都不好，有的时候也有上帝的一般启示在里面。



我们要常常把上帝的话摆在我们里面，
并且照神的话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并且照神的话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

 不是只爱那个可爱的
 那些不可爱的，

有的时候也要勉强尽力去爱一下
因为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我们都知道 不是我可爱所以上帝爱我我们都知道，不是我可爱所以上帝爱我，
我不可爱但是上帝仍然爱我。
所以真的有的时候也要操练一下，所以真的有的时候也要操练 下，

去爱那不可爱的，装的也可以喔，装久了就成你的了－
不是叫你继续装，装久了就成为你的生命，这是一种操练！

那不是 种逃避 而是 种操练那不是一种逃避，而是一种操练！

弟兄姐妹，祷告的基础是「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
而且有一种热情 就是不断的祷告而且有 种热情，就是不断的祷告，

而且充满感谢的来祷告。

第二方面：祷告的内容是什么？
使徒保罗说：求上帝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徒保罗说：求上帝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

第一个方面就是让要我们「真知道神」。
圣经当中所说的「知道」不是一个头脑理性的认知而已，

而是一种「亲蜜的关系」，是一个真实可经历的具体的行动。
就好像说：我知道这个冰淇淋是甜的，

跟我真的尝过这个冰淇淋是甜的 是两回事跟我真的尝过这个冰淇淋是甜的，是两回事。
就好像：我很会看人家打球，跟我自己上场打球，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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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首诗歌说：「在我一生中最大的事就是要真知道神。」

耶稣的门徒之一腓力曾经有过这样高级的问题，
他跟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
他神迹看多了，听道也听多了，但是他心里面仍然有一个渴望：

能够亲自看见慈爱的天父 我求主把这样的渴望给我们能够亲自看见慈爱的天父。我求主把这样的渴望给我们。
主耶稣却告诉他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父。」

其实「你知道神」跟「你对神的那种信心和交托」有很密切的关系。
使徒保罗：我深深地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我能够把我所有的都交托给他使徒保罗：我深深地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我能够把我所有的都交托给他
我相信上帝，交给上帝的上帝都能够保全，这是一个何等的信心

台湾有一个公司今年跟以前一样有忘年会，每一个员工都在忘年会上去，
在老板准备的一桶红包抽一个，有人抽到五千、有人一万、有人两万，好高兴，

有一个人一抽，回到位置上打开一看，是董事长的照片，气啊！
我今年手气真差 抽到了 个没有用的东西！我今年手气真差，抽到了一个没有用的东西！

所以别人继续再抽的时候，他就把他那张照片拿出来在桌子下撕碎了。
当忘年会要结束的时候，老板站上台说：「我们公司今天会这样，当忘年会要结束的时候，老板站上台说：「我们公司今天会这样，

真是谢谢大家一年的努力，我现在要宣布我们今年的第一特奖是一百万，
谁抽到我的照片，谁就可以得到这一百万，请拿到我照片的人上来领奖。」

大家都知道没有人上台领奖 大家也都知道最懊悔的人是谁大家都知道没有人上台领奖，大家也都知道最懊悔的人是谁。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
我们向神要点小恩小惠我们就觉得说：哇！哈利路亚我们向神要点小恩小惠我们就觉得说：哇！哈利路亚，

事实上有了主就有一切。

以前我读的神学院，创办人戴绍曾院长是一个非常棒的属灵长辈，
有一次我们在每周分小组的时候玩一个游戏，有 次我们在每周分小组的时候玩 个游戏，

这个故事是我的学长告诉我的…
那些学长跟戴师母同一组，有一个人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到了荒郊野外可以带十样东西，你要带什么？」
有的人就写要带方便面、要带求救的烟火、
有的人说要带水壶 有的人说要多带衣服 无奇不有；有的人说要带水壶、有的人说要多带衣服，无奇不有；

最后大家公布答案，让这些学生跌破眼镜的是戴师母的答案，
戴师母写了10次：戴院长、戴院长、戴院长…，戴师母写了10次：戴院长、戴院长、戴院长 ，

也就是说不管到哪、多么艰难的环境，
她只要有戴院长在她就有平安，她相信她的先生会保护她。

弟兄姐妹，我们对主有没有这样的信心？真知道主重不重要？
弟兄姐妹，要不要花祷告说：「主啊，让我真知道你！」
你心里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跟把握说你心里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跟把握说：

「有了主，就有了一切！」



2. 保罗也为以弗所的信徒祷告，求神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
你我心里都有 个眼睛 中国人挺懂的 有人叫「心眼」你我心里都有一个眼睛，中国人挺懂的，有人叫「心眼」。

我们心里的眼睛有的时候被蒙蔽了，我们要被照明，让我们能够看见一些事情。
就好像照相的那个底片，它需要有一种化学剂来帮助它才能够真正的显影。底片，

我们的眼睛也需要圣灵特别的光照，否则我们不是近视就是老花。

让我们看清楚几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就是：上帝啊，你这么恩待我，
但是你在我身上，你有什么样的呼召跟指望？

上帝的光照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上帝的光照是 个连续不断的过程，
我们一辈子都要求神不断的来光照我们。

三年前我觉得我可以退休了，可是圣灵一光照说：不行。三年前我觉得我可以退休了，可是圣灵 光照说：不行。
知道神在我身上有什么指望，对我们的人生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力，
当你知道神对你的指望的时候，你的行事为人会不一样，

你会凡事要求他的喜悦 并 在许多的善事上能够结果子你会凡事要求他的喜悦，并且在许多的善事上能够结果子。

每一个人都要有清楚蒙召的信心，我越来越体会，每一个人都要有清楚蒙召的信心。
我们常常问一个传道人说：你有没有蒙召啊？我们常常问 个传道人说：你有没有蒙召啊？

蒙召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讲到上帝在我们人一生当中的召命。
你蒙召做学者你就好好的做学者，你蒙召做生意就努力的为主赚钱，

你为主赚钱你一定会为主大方奉献，你为自己赚钱是不会奉献的；
所以你就知道蒙召有多重要，你蒙召了就知道说上帝要我做的是什么，

你蒙召了以后就知道说我要对上帝负责！你蒙召了以后就知道说我要对上帝负责！

在台北有一个我看他长大的弟兄，现在接我教会的主任牧师，才38岁，非常优秀，
台湾最好的大学的工商管理系毕业，一分钟都没有耽误就去读神学，台湾最好的大学的工商管理系毕业， 分钟都没有耽误就去读神学，

13年拿到了神学博士。一方面读神学，一方面来服事上帝。
他回到了台湾，在我们教会服事。有一次他跟他大学同学见面，
他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就 个穷传道人 有 点点的心酸他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就一个穷传道人，有一点点的心酸，

他跟他同学说：「你看，我是学工商管理的，后来我去读了神学，可是我在教会
要讲教会管理的时候，我没有进一步的管理的学位，我觉得缺了什么。」要讲教会管理的时候，我没有进 步的管理的学位，我觉得缺了什么。」

他就跟他同学说：「我是不是应该再去读一个管理的学位？」

感谢上帝，他有一个爱主的同学，简单的一句话给他极大的帮助，
他就告诉他说：「某某某，这根本不是你的呼召他就告诉他说：「某某某，这根本不是你的呼召。

神对你的呼召就是要好好的做传道人，当神要你教教会管理的时候，
他会引导你如何的教，你对神忠心就好。」这就是呼召。

接下来马上就过年了，好好为自己祷告：
主啊，帮助我在新的一年当中做一个「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的人；
主啊 帮助我更真的来认识你 让我真正的知道 离了你 我什么都不能做主啊，帮助我更真的来认识你；让我真正的知道：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
主啊，也要求你帮助我，让我知道你在我身上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

你要我做医生，我要怎么做医生？你要我开餐馆，我要怎么开餐馆？你要我做医生，我要怎么做医生？你要我开餐馆，我要怎么开餐馆？
但是，主啊，若是你要我做一个穷传道人，一辈子跟随你；

跟随你，表面贫穷却是永远的富足。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教会今年在推《西敏小要理问答》。
让我们每个礼拜逐条的来背诵 逐条的来思想让我们每个礼拜逐条的来背诵，逐条的来思想，

上帝要带领你进入一个丰富的人生。不要随便把照片撕碎了！

天父，我们感谢你！
在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思想你的话，

新 兴 为 使人有盼望 神面对新的中国年我们很兴奋，因为你是使人有盼望的神。
谢谢主，虽然我们过去有许多的软弱失败，

但是主，你仍然不断的在天父面前为我们祷告；
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在真道上不断的长进，

爱神爱人爱教会，也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

求你也祝福我们的慕道友们，
让他们渴望得到属灵的福分，成为神的儿女。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