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应基督在祂天上职事里的代求（鸟瞰､詩歌 115 1,2,5,6,7 节） 

 

 
 
 
 
 
 
 
 
 
 
 
 
 
 
 
 
 
 
 
 
 
 
 
 
 
 
 
 
 
 
 
 
 
 
 
 
 
 
 
 
 

 

Ⅰ. 基督作为君尊和神圣的大祭司一直在为我们
代求： 

Ａ. 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乃是照着不能毁坏
之生命的大能，这生命是一切都不能消除
的；这是无穷的生命，是永远、神圣、非受
造的生命，也是经过死亡和阴间之试验的复
活生命。 

Ｂ. 因为基督是长远活着，永不改变的，所以祂
在程度上、时间上和空间上，都能拯救我们
到底。 

Ｃ. 希伯来七章二十五节里“拯救到底”一辞，
意即“拯救得全备，拯救得完整，拯救得完
全，拯救到极点，拯救直到永远”；这指明
基督作我们的大祭司，能拯救我们到最完满
的程度，就是能在各种处境和光景中拯救我
们。 

Ｄ. 基督能完全地拯救我们，是因为祂为我们代求；祂
是我们永久、不变、永远的代求者： 

２. 祂为我们显在神前，为我们祷告，使我们
可以完全蒙拯救，并全然被带进神永远的
定旨。 

３. 基督不住的为我们代求，至终祂的代求要
胜过、征服并拯救我们；借着祂的代求，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完全蒙拯救；祂的拯救
能达到极点。 

４. 我们应当相信基督正在不住的为我们代
求，并要借着祂来到神面前。 

５. 基督能拯救我们到底，因为祂不仅活在诸
天之上，也活在我们里面： 

ｂ. 祂活在诸天之上为我们代求，照料我们
的案件，但这实际乃是借着祂的灵传输到
我们灵里。 

ｃ. 我们必须学习观看这属天的异象，并且
享受我们的大祭司；这样我们就会在施恩
的宝座前受怜悯，得恩典，作应时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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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在罗马八章，基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而
那灵在我们灵里为我们代求： 

Ａ. 基督为我们死了，复活了，现今在诸天之上神
的右边为我们代求： 

１. 我们的基督今天在至高的天上，在神右边

有至高的地位。 
２. 基督为我们代求，是要叫我们得荣耀；这

与祂使我们能蒙拯救到底的代求相对应。 
３. 基督作为终极完成并升天的神人，并作为

身体的头，为我们代求，使我们这许多的神
人能胜过种种反对和各种环境，在祂无条件
的爱里蒙保守与祂联结，好使我们模成祂这
位神长子的形像，因而成为祂的复制品，以

构成祂团体并生机的身体。 
Ｂ. “那灵也照样帮同担负我们的软弱；我们本

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那灵亲自用说不出
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26节）： 

１. 这里的软弱指我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我
们并不知道神所愿望的祷告是什么，也不清
楚如何祷告。 

２. 在我们的叹息里，那灵也叹息，为我们代

求；祂的代求，主要的是要我们能在生命里
变化，好在生命里长大，达到儿子名分的成
熟，完全模成神长子的形像。 

Ｃ. “那鉴察人心的，晓得那灵的意思，因为祂
是照着神为圣徒代求”（27节）： 

１. 这里那灵的意思不是那灵独立的心思，乃
是那灵的心思与我们的心思调和，成为我们
心的一部分。 

 

Ⅲ. 我们需要回应基督在祂天上职事里的代求： 
Ａ. 基督的代求需要我们的回应；我们应当有

分于基督代求的生活，并成为基督天上职
事之代求在地上的反映，以代求之基督的
祷告为祷告。 

Ｂ. 借着我们的祷告，元首基督就得着一条路，
借着祂的身体施行祂的行政。 

Ｃ. 在行传十二章，有召会代求的祷告；在歌
罗西一章九至十一节和四章十二节，有保
罗和以巴弗代求的祷告： 

１. 彼得在监里，“召会就为他切切地祷告
神”（徒12:5）： 

ｂ. 召会靠祷告与神一同争战，对抗那恶者
撒但。 

２. 保罗祷告，愿圣徒“在一切属灵的智慧
和悟性上，充分认识神的旨意”（西1:9）： 

ｂ. 神的旨意是深奥的，与我们认识、经历
并活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息息相关；神
的旨意乃是要我们认识基督，经历基
督，享受基督，活基督，并使基督成为
我们的生命和人位。 

Ｄ. 祷告的地位就是升天的地位，也就是属天
的地位： 

１. 我们若离开属天的地位，就失去祷告的
地位。 

２. 有祷告的地位，就有祷告的权柄；祷告
的地位既是升天的地位，祷告的权柄也就
是升天的权柄。 

３. 当我们有属天的地位和权柄，我们的祷
告就成了神的行政，成了神旨意的执行。 

 

与升天基督天上的职事合作＃6 

Overview: 纲要Ⅰ是表示基督作为大祭司一直在天上为我们代求。Ⅲ是说到我们回应基督在天上职事的代求，与主题一样。Ⅱ是讲

述关于那灵在我们灵里代求。回到自己的灵里，经历那灵的代求是联结基督的天上的代求和我们的回应之间的重要秘诀。 



经历①：大祭司基督能拯救你到底 

  当这标准的模型（神人耶稣）复活，在祂的人性里生为神的长子时，

祂也包括了我们（彼前一 3）。当祂在人性里子化的时候，我们在祂的复

活里，也生为神的众子。我们必须忘记时间；天上没有钟，永远里也没

有表。我们现在虽然明白不来，但我们只要简单地接受。按照圣经纯正

的话，当基督复活时，祂将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作生命，我们就重生了。

基督将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作生命之后，就进入了完全，进入了荣耀，

现今在那里为我们代求，要我们也得着荣耀。 

  基督在为我们代求，要拯救我们到底。我曾听过很多篇信息，讲到

基督为我们代求；但我从未听过一篇信息说，基督在为我们代求，要领

我们进入完全。许多牧师用罗马八章三十四节和希伯来七章二十五节，

说到基督的代求，来安慰有困难的人。但基督的代求不仅是为叫我们得

安慰。这种对祂代求的观念太低浅了。基督为我们代求，是要叫我们得

荣耀，并蒙拯救进入祂的完全。 

中高中生篇 

  作为中高中生的你，要勤奋学习，尽可能地挑战能够考上更好的大

学。应该按照各自的度量，定下目标。换句话说，并非所有人都要去东

京大学。只是要朝着稍微高一点、有挑战的目标，能够进步是很重要的

事。但是，按照圣经的话，思考你的救恩的事的时候，你会非常地惊讶

吧。来 7:25 所以，那借着祂来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为

祂是长远活着，为他们代求。 

  你会被拯救到底的意思是，神荣耀的生命会从灵，完全地浸透到魂、

身体。关于这样的拯救到底，神对任何一个信徒都不会降低标准，没有

完成就中途放弃。你看到自己的失败和缺点时，可能会感觉无法相信自

己会被拯救到底。但是，谁也不能使希伯来书 7章 25节的话失效，或更

改。不管你的感觉如何，神的话都不会改变，所以，请你凭着信心，相

信并接受“拯救到底”、“得荣耀”。你能够做的只有积极地与主配合

加快拯救，或是凭着不信，延迟“拯救到底”。 

  有关于你在学校与朋友、老师的人际关系，请你经历主。在同学中，

可能会有些对你说些无厘头的话的人，怎么样性格都合不来，说的话都

会让你很生气的人。老师也是，可能会有不喜欢你的老师。事实上，主

使用这些环境是要摸你个性中的特异性，想要来变化你。你要向主敞开，

可以在人际关系中这样祷告，“主啊，请拯救我到底。” 

 

 

经历②：先寻求祂的国和祂的义，成为属天国度在地上的大使 

祷告是我们思念在上面的事唯一的路。当我们借着祷告来思念在上

面的事，我们就不为琐事祈求。反之，基督属天的代求、职事和行政，

要占有。我们的祷告。因着基督为全世界的召会代求，我们也为众召会

代求。让主来照顾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小事。我们的责任乃是先寻求神的

国和神的义。父既知道我们的需要，祂就要顾念我们，并满足我们的需

要。 

太 6:29 但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在他极盛的荣耀里，也没有披戴得

像这些花中的一朵。30 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存在，明天就丢

在炉里，神尚且这样给它穿戴，何况你们？31 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

要吃什么？喝什么？披戴什么？32 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急切寻求

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33 但你们要先寻求祂的国和祂

的义，这一切就都要加给你们了。34 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

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我们在祷告的时间里思念在上面的事，就成为基督在诸天之上职事

的返照。借着我们的祷告，元首基督就得着一条路，借着祂的身体施行

祂的行政。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属天的大使，在地上延展神的国度。

但我们闲谈的时候，就完全不是属天的大使了。唯有祷告的时候，我们

才能实际地成为属天国度在地上的大使。 

在职青年篇 

在职青年首先应该在经济上从父母那里独立。之后，需要在属灵方

面和经济方面承担支持召会和家庭的责任。但是，在承担这一责任上，

你不能按照外邦人的想法而行。如果你的经济观念和外邦人一样的话(优

先顺序上第一是为着自己)，最后你会失去对召会的负担，失去神的祝福。

神知道你日常生活的所需，所以你首先应该要将基督和召会放在首位，

并为之祷告。那样，你生活的所需都会加给你。 

弟兄的见证：在神户最先建的本山会所建设施工的时候，没有聚会的晚上

都需要去工地现场监督施工，所以每天下午 5点 5分（下班时间是 5点）

我就从公司下班去现场监工。撒但经常威胁我说，“你一直这样做的话，

会被公司辞掉的”。但是，因着召会的需要，我这样实行了有 6个月左右。

4月初的时候施工完成，召会开始在会所聚会。令人惊讶的是，3月底公

司评价我的业绩，担心我是不是要辞掉工作，只有我得到了升迁（那一年

公司整体的业绩差，除我之外没有人得到升迁）。“要先寻求祂的国和祂的

义，这一切就都要加给你们了”，主的这个约定是真实的。哈利路亚! 



#6 回应基督在祂天上职事里的代求 

引用经节 

Ⅰ．基督作为君尊和神圣的大祭司一直在为我们代求： 

来7:24 但耶稣既是永远长存的，祂就有不能更换的祭司职分。25 所以，

那借着祂来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为祂是长远活着，为他

们代求。26 象这样圣而无邪恶、无玷污、与罪人分别，并且高过诸天的

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 

9:24 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那不过是真圣所的复本，乃

是进入了天的本身，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 

提后1:9 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了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祂

自己的定旨和恩典；这恩典是历世之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弗3:11 这是照着祂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所立的永远定旨； 

西3:1 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寻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

坐在神的右边。1:27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的荣耀在外邦人中是何

等的丰富，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 

来4:14 所以，我们既有一位经过了诸天，尊大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

耶稣，便当坚守所承认的。15 因我们并非有一位不能同情我们软弱的大

祭司，祂乃是在各方面受过试诱，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16 所以我

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1宝座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作应时的

帮助。 

Ⅱ．在罗马八章，基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而那灵在我们灵里为我

们代求： 

罗 8:6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16 

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罗8:26 况且，那灵也照样帮同担负我们的软弱；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

告，只是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27 那鉴察人心的，

晓得那灵的意思，因为祂是照着神为圣徒代求。 

罗8:34 谁能定我们的罪？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已经复活了，现今

在神的右边，还为我们代求。…37 然而借着那爱我们的，在这一切的事

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38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

是掌权的，是现今的事，是要来的事，是有能的，39 是高，是深，或是

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

稣里的。 

罗12:2 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

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 

来8:1 我们所讲之事的要点，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祂已经坐在诸

天之上至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 

Ⅲ．我们需要回应基督在祂天上职事里的代求： 

徒12:5 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召会就为他切切的祷告神。 

西1:9 所以，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

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充分认识神的旨意，10 行事为人配得过

主，以致凡事蒙祂喜悦，在一切善工上结果子，藉着认识神而长大，11 照

祂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使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

容， 

西4:3 同时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说基督的

奥秘，（我也为此被捆锁，） 

4:12 有你们那里的人，作基督耶稣奴仆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中

常为你们竭力奋斗，要你们得以成熟，站立得住，在神一切的旨意上满

有确信。 

太17:20 …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

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在你们

就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 

太18:18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

捆绑的；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释放的。19 我又实

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若有两个人在地上，在他们所求的任何事上和谐

一致，他们无论求什么，都必从我在诸天之上的父，得着成全。 

提前2：1 所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 

帖后3:1 末了的话，弟兄们，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话快快传开，

且得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 

弗1:17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使你们充分的认识祂；18 光照你们的心眼，使你们知道祂的呼召有何等

盼望；祂在圣徒中之基业的荣耀，有何等丰富；19 以及祂的能力向着我

们这信的人，照祂力量之权能的运行，是何等超越的浩大， 

太6:10 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弗6：18 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事上儆醒，且为众圣徒祈求， 



约翰福音 12章的里程碑：生命的结果与繁增 

1.生命的结果─筵宴之家（召会生活的小影） 

1 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祂从死人中所复活的拉撒路所

在的地方。2 有人在那里为耶稣预备晚宴，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

耶稣坐席的人中。3那时，马利亚就拿着一磅(约 330克)至贵的真哪哒

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祂的脚，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4 祂门徒中的一个，就是那将要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5 这香膏为

什么不卖三百银币分给穷人？6 他说这话，不是因他顾念穷人，乃因他

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7 耶稣就说，由她罢，她是为

我安葬之日存留的。8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9 

有一大群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都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

是要看祂从死人中所复活的拉撒路。10 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

了，11 因为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离去并信入了耶稣。 

2.生命借着死与复活，为着召会的繁增 

23 耶稣回答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24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

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35 耶稣就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

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胜过你们；那在黑暗里行

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36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入这光，使你们成为

光的儿子。 

3.宗教的不信与盲瞎 

40 “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

来，我就医治他们。”…43 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 

第一节的伯大尼，意困苦之家。现今主在犹太教之外，借着祂复活

的生命，在伯大尼得着一个家，可以让祂坐席，得着安息和满足。这筵

宴之家，是召会生活的小影，描述出召会的光景：(一)由复活的生命所

产生─拉撒路；（十一 43～44；）(二)由蒙洁净的罪人所组成─患痲疯的

西门；（可十四 3；）(三)外面是困苦的─伯大尼；(四)里面是在主的同

在中与主同筵；（2；）(五)姊妹比弟兄多；（2～3；）(六)各有不同的功用：

服事─马大，作见证─拉撒路，爱主─马利亚；（2～3；）(七)被虚假的

人所玷污─犹大；（4；）(八)受宗教的逼迫；（10；）(九)试验并暴露人；

（6，10；）(十)带进许多信徒。（11。） 

召会生活是神家的生活。乍看之下和世人生活中同样有困苦，另一

方面，却是有安息和满足的筵宴生活。 

林前 10:13 那临到你们的试诱，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

容你们受试诱过于所能受的，祂也必随着试诱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

受得住。 

路 15:23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让我们吃喝快乐。24 因为我这个儿子

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主藉着各式各样艰难的环境让我们成长。重要的事是，就算在困苦

中也要享受主，得着克服困苦的力量，或是与困苦一同经历主为你预备

的出路。哈利路亚！感谢主！伯大尼之家（召会生活）虽是困苦之家，

主也在那里设筵宴，给予我们安息和满足。我们应该进入召会生活，筵

宴的生活，维持着吃喝享受主的生活。 

7节中说到，主耶稣暴露了要背叛他的犹大。主耶稣是祂周围所有

人的试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图谋杀害祂；患痲疯的西门预备自己的家

给祂使用；马大伺候祂；拉撒路为祂作见证；马利亚爱祂；（2～3；）犹

大将要出卖祂；（4；）还有许多人信入祂。（11。）主是神经纶的中心，又

是神所立的标记，凡接触祂的人难免受试验，被暴露。 

我们在召会生活中吃喝享受主的话，我们就有安息和满足。同时，

主也试验、暴露我们。例如，你心里的个人主义，罪孽深重的想法、奸

淫、骄傲、自我怜悯、怒气爆发、党派之争、分裂、嫉妒、醉酒等等。

主是光，将我们里面这些消极的东西一个个暴露出来。我们不应该隐藏

被暴露的罪，应该要认罪。 

约一 1:7 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祂儿子耶

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8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自欺，真理

就不在我们里面了。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

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23节，人子耶稣的得荣耀就是祂的复活，也就是祂神圣的元素，神

圣的生命，从祂人性的体壳释放出来，在复活里产生许多信徒，如 24节

所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把生命的元素释放出来，又从地里长出，结

出许多果实，就是许多子粒。 

40节的眼瞎与心硬，二者是相联的，乃是对不信之人的惩罚。为了

不使我们的心眼盲瞎，必须不要让心变硬。 

弗 4:17 …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

人，18 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们里面的无知，因着他们

心里的刚硬，与神的生命隔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