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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借着召会，基督的身体， 

作祷告的殿 所献给神之时代的祷告 
1/4-10OL Summary: 

Ⅰ. 时代的祷告乃是召会作为基督身体的祷告，
这祷告运用基督这升天之主和身体之元首的权
柄，以完成神的经纶： 
A. 基督的升天指明救赎的全部工作已经完全完
成： 
❶基督的升天指明基督为主的身分已得着建立。 
❷基督已被神高举，被立为宇宙的主，并向着召
会作万有的头；万有都在祂的脚下，并且祂所得
着并所达到的一切，都向着那作祂身体的召会传
输｡ 
B. 因着召会是基督的身体，召会的地位与基督的
地位完全一样；身体既与头是一，身体的地位就
与头的地位完全一样｡ 
C. 身体的权柄乃是身体所运用之头的权柄；因此，
身体的权柄就是头的权柄｡』 
D. 时代的祷告不是个别信徒的祷告，乃是召会作
为基督身体的祷告： 
❶ 在这种祷告里，我们不是乞求主为我们作一
些事；反之，我们乃是支取主已经得着并达到的；
祂在诸天界里，坐在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
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以及一切受称之
名。 
❷当我们根据主在升天里所得着的祷告，我们可
以取用祂升天的立场，并支取祂的为主身分，以
应付世上目前的光景。 
❸因着身体与在诸天之上的头是一，身体就有权
柄在地上捆绑或释放在诸天之上所已经捆绑或
释放的｡ 
E. 我们要完全进入这种祷告，能运用元首赐给身
体的权柄，就必须领悟，我们是身体的肢体，并
且我们必须在身体里生活、行事并行动｡ 
Ⅱ. 召会，基督的身体，乃是祷告的殿： 
A. 在召会这神的殿，就是祷告的殿中，我们祷告
使神的愿望得实现，使神的旨意得施行，并使神
的经纶得完成｡ 
B. 在祷告的殿中，我们是作为祷告的人生活并事
奉，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向奥秘的神祷告｡ 
C. 在召会这神的殿，就是祷告的殿中，我们照着
神的愿望和思想祷告；这样的祷告是宝贵的、有
分量的，也要震动阴府，影响撒但｡ 
D. 蒙神喜悦的祷告，乃是求神成就神旨意并完成
祂工作的祷告｡ 
E. 我们在祷告的殿中祷告，应当是为着成就神的
经纶： 
❶圣地、圣城和圣殿，是关乎神经纶的三件紧要
的事： 
(a) 基督是我们的美地；基督是我们的城，我们
的国；基督是殿，神的居所。 
(b) 我们的祷告该对准圣地、圣城和圣殿；这意
思是说，我们的祷告该对准神的权益，就是对准

那作神在地上权益的基督与召会。 
(c) 但以理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为着圣地、圣
城和圣殿祷告—。 
❷ 我们要正确地祷告，就必须在主耶稣的名里
向神祷告，对准神为着祂经纶的权益；在耶稣的
名里祷告，就是为着神在地上的权益祷告，这权
益乃是基督作神给我们的分，作神的国，并作神
的居所｡』 
F. 基督在祂天上的职事里，一直在代求、供应、
并执行神的行政，而我们这些人需要在召会这神
的殿，就是祷告的殿中祷告，借此回应基督在祂
天上职事里的活动—： 
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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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元首在天上借着
代求、供应、并管理而作工时，我们作为基督的
身体，就在地上回应基督天上的职事，并反映祂
所作的而作工。 
❷如果我们寻求在上面的事，并与基督同有一个
生命和生活，我们就会完全被主的权益所占有；
我们的心会与祂一同在天上；祂在天上为众召会
代求、供应众圣徒、并管理神的行政｡ 
G. 在召会这神的殿，就是祷告的殿中祷告，乃是
在升天的地位上，以这祷告的地位而有祷告的权
柄；我们有属天的地位和权柄，我们的祷告就成
为神的行政，执行神的旨意；这是召会有效能的
祷告 
H. 在召会这神的殿，就是祷告的殿中，我们以执
行的方式祷告，在地上捆绑天上已经捆绑的，并
在地上释放天上已经释放的；这是基督身体的祷
告；只有当我们“和谐一致”地求时，才能 
有这样的祷告｡ 
I. 在召会这神的殿，就是祷告的殿中，我们有分
于基督代求的生活，在神圣行政的中心祷告｡ 
J. 在祷告的殿中，祷告的中心题目和目标，是要
为基督预备一个荣耀的召会，配得上祂，并完成
祂心头的愿望｡ 
K. 主的恢复是要建造锡安，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
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我们乃是在召会这祷告
的殿中祷告，借以达到锡安｡ 
*「』」为周二周四内容的区分。  



CP1:时代的祷告乃是召会站在主的立场，为了完
成神的经纶，行使权柄的祷告 

OL1: 时代的祷告乃是召会作为基督身体的祷告，
这祷告运用基督这升天之主和身体之元首的权
柄，以完成神的经纶。 
马可 11:17 我的殿必关于救赎的工作，主已经完
全成就了每一件事称为万国祷告的殿。 
OL2:基督的升天指明救赎的全部工作已经完全
完成。 
以弗所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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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就是祂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使祂从死人中
复活，叫祂在诸天界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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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切受称之名，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
的也都在内。 
22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并使祂向着召会作万
有的头。  

主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意思是祂作完了祂
必须作的每一件。关于救赎的工作，主已经完全
成就了每一件事。 
OL3:因着召会是基督的身体，召会的地位与基督
的地位完全一样；身体既与头是一，身体的地位
就与头的地位完全一样｡ 

基督为主的身分乃是借着基督的升天得着
建立的。以弗所一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基督“向
着召会”作万有的头。主所得着并所达到的一切，
不仅是为着祂自己，也是向着召会。 
OL4:身体的权柄乃是身体所运用之头的权柄；因
此，身体的权柄就是头的权柄｡身体有这权柄，
这权柄不仅是客观的，乃是非常主观的。主说：
“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
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将他们浸入父、子、
圣灵的名里”(马太 28:18〜19)。 

主得着所有的权柄，就嘱咐我们带着这权柄
去传福音。主也清楚告诉我们，祂已赐给我们权
柄，胜过仇敌的能力。基督是头，有权柄；我们
是祂的身体，也自动有这权柄。 

举个例来说，假设你生病了。你若对主已经
得着并达到的有异象，当你在这种光景中，你会
祷告：“主，你是超越的一位。你已被高举到诸
天之上。主，我们是你的身体。我们与你一同坐
在诸天界里。万有都已经服在你的脚下，因此万
有也在我们脚下。这小病包括在‘万有’里，所
以这小病也必须在我的脚下。我现在与你一同超
越。”几乎每一次我们生病时，我们就到主那里
乞求：“主，医治我。主，怜悯我。主，恩待我。”
这像是乞丐的祷告…我们只要向疾病宣称、宣扬
并宣告：“不要搅扰我；你是在我脚下！”每当
魔鬼听见这种祷告，他就逃走。 

 
 
 
 

应用:新人、青少年・大学生篇 
新人和年轻人们，会想要学习祷读主话，和

主像好友那样有亲密的交通。这种学习是非常好
的，请坚持下去。这周要再前进一步，学习“时
代的祷告”。因为“时代的祷告”超出了你天然
能理解的范畴。需要运用灵，敞开心思，进入到
这个真理之中。 

基督经过十字架救赎的死、复活、升天。主
耶稣升天之后，正式的成为了万有之主。主的名
远远超过所有的名。升天的基督是召会这个身体
的元首。主得着，达到的所有，身体也可以经历
到。 

带着这个异象，和你的活力伙伴一起，不要
做乞求的祷告，而是要进行将万有置于脚下的祷
告。例如，在班里或者社团、亦或者是公司部门
的氛围很差，发生不和与混乱的时候，你不要说
“主啊，请你怜悯我，我不想在这里，请你帮助
我”而是要行使元首所拥有的权柄：“主耶稣，
这混乱的源头是撒但。神是光，我们是光之子，
所以要用这光暴露撒但黑暗的诡计，驱逐撒但。”
我不同意现在这种状况。撒但，我要把你踩在脚
下！”实际上，撒但害怕你作为召会的肢体，起
来反对他。 
弟兄的见证:“我上大学院修士课程的时候，被
要求完成一项需要技术，操作起来非常困难的实
验。这个实验很难得出漂亮的结果。我的手比较
大，不擅长做精细的操作。我很苦恼。“哦主耶
稣，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在心里呼求主名，
努力的完成实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每一次都
得到了漂亮的结果。我把不安和不擅长的意识统
统踩在了脚下。并且当我不知道怎样理解研究结
果，感到碰壁无法前进的时候，在校园里边走边
祷告：“主啊，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理解，推进才
好。但是主，你是知道的。我不能停留在这种状
态之下。我必须和你成为一，一起突破困境。阿
们，赞美主。”一方面，我享受着主的同在，另
一方面，基于主的权柄进行了祷告。在那之后，
困境的墙壁被拆除，我正确地理解了实验结果。
我当时并没有充分理解什么是时代的祷告。但是
凭着信心祷告的时候，就可以与主一起，支配困
难。” 

你一定不要想着这种祷告太难了，和我没有
关系。能那样对你说的只有撒但。你要大胆地宣
告：“撒但，退下！”一点点地学习“时代的祷
告”阿们！  



CP2:在职者该要信靠主和从烦恼中释放出来， 
放胆地执行时代的祷告 

OL1:时代的祷告不是个别信徒的祷告，乃是召会
作为基督身体的祷告。 
林前 12:27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作肢
体。 
太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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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取用基督升天的立场来祷告，但我

们必须看见这立场不是为着个人。反之，这立场
是为着身体。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今天我们
作为基督的身体，需要支取基督升天的立场。…
我们必须取用基督升天的立场，宣称:“主，我
们是你的身体。我们在你里面。你是头，我们是
身体。你向着我们，就是你的身体，作万有的头；
因此，我们支取你所得着的一切，并你所达到的
一切。”我们只要支取这立场，告诉主，我们不
同意这地上所发生的一些事。 
OL2:我们在祷告的殿中祷告，应当是为着成就神
的经纶。 
王上 8:48 他们若在掳掠他们之仇敌的地，全心
全魂归向你，又向着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
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
的殿，向你祷告。 
约 14:13-14 你们若在我的名里求我什么，我必
作成。 
  一面我们为他们祷告，另一面我们是因着神

的权益为他们祷告。倘若我们的祷告只对准我们
所代祷的人，这会带进仇敌的攻击。这是属灵争
战中的属灵战略。 
  我们需要记得，祷告与三方有关：我们、神

和撒但。0 变得更糟。这原因乃是我们的权益是
在于那人，不在于神的经纶。不论我们为谁祷告，
我们的祷告都该对准神的基督，就是神在祂经纶
中的权益。 
  我们要正确地祷告，就必须在主耶稣的名里

向神祷告，对准神为着祂经纶的权益。我说“在
主耶稣的名里”这辞，意思不是指任何传统形式
的祷告。在耶稣的名里祷告，就是为着神在地上
的权益祷告。 
 
 
 
 
 
 
 
 
 
 
 
 
 

应用：在职者・硕士篇 
太 6:30 小信的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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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职者在工作中，应该为生活汗流浃背来履
行自己的义务，但要留意不要忘了信靠主，而为
收入的事和将来的事而挂虑。为了有时代的祷告，
你要学会在生活的需要和将来的事上，信靠作为
牧者的主，不要挂虑。如果不这样做，首先，我
们无法祷告基督和召会之“时代的祷告”。 
弟兄的见证:“我在全时间服事 5 年后，在 30 岁
前夕就开始工作了。在开始工作之前，又从开始
工作以后，也屡次更新奉献祷告，‘主耶稣啊，
我作为在职青年一边工作，一边服事主。我的正
职工作是基督和召会。我的职业是副业。即使是
副业我也需要勤奋工作，同时仰望主，寻求祝福。
但是，我现在在这里寻求你。请让我的正职工作
成功。我的人生能否成功，取决于正职工作的成
功。假如副业成功，但在正职工作中失败，我的
人生就是失败。主阿，求你怜悯我，先作寻求正
职工作的基督和召会的人。主听了我的这个祷告。
我在公司遇到了很多困难的情况，但由于这个奉
献，我可以见证我有一个放胆的“权柄的祷告”。
拥有公司业务上的问题越多，就越增加了服事主
的时间。无论是可悲的事、被人背叛、被人欺骗、
被环境压迫，都火热地与兄弟姊妹为福音祷告、
出去访问。 
  有一次，新产品上市前夕出现了外包单位工

厂的品质问题。没人能解决，但不是负责人的我
去了约半个月就把问题都解决了。另外，在变更
物流据点时，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不是物流的
负责人，但我亲自去了。10天左右就解决了问题。
不管我走到哪里，很多问题都是我去解决的。解
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行使权柄，祷告说：
“主耶稣，感谢你与我同在。大混乱的源头总是
撒但。恶魔撒但啊，我彻底反对你。不仅如此，
撒但阿，作为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的我，命令你。
离开这里！” 
  虽也会软弱失败，但要向弟兄姊妹敞开，交

通，请他们代祷，并得到扶持。而且，借着更新
奉献，并借着持续实际地有花时间服事的生活，
使我有了执行使权柄的胆量。赞美主！ 
  你不可认为，因为时代的祷告太高，所以在

现况下不能祷告。这个想法来自吓唬你、欺骗你
的撒但的攻击。疑虑是在心思中，所以请单纯地
回到灵里，相信神的话，从今日起祷告时代的祷
告。 
書 1:7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照我仆人摩西所吩
咐你的一切律法，谨守遵行，...使你无论往那
里去，都可以顺利。  



CP3:地上的召会是和谐一致， 
为着执行神在天上的旨意，祷告“时代的祷告” 
OL1:基督在祂天上的职事里，一直在代求、供应
并执行神的行政，而我们这些人需要在召会这神
的殿，就是祷告的殿中祷告，借此回应基督在祂
天上职事里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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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2:在召会这神的殿，就是祷告的殿中祷告，乃
是在升天的地位上，以这祷告的地位而有祷告的
权柄；我们有属天的地位和权柄，我们的祷告就
成为神的行政，执行神的旨意；这是召会有效能
的祷告—时代的祷告｡ 
弗 1:22-23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并使祂向着召
会作万有的头；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
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所有在升天里面的祷告，都是权柄的祷告。
就在这里我们才懂得，祷告乃是对神的吩咐。我
们的祷告不是苦求，乃是吩咐。…在以赛亚书里
面神有一句话说，“你们可以吩咐我。”〔四五
11〕这个吩咐，有的是直接吩咐神，有的是间接
吩咐环境。就像摩西在红海边，吩咐海水裂开；
主耶稣在船上吩咐风和海平静，或者吩咐疾病离
开人。你若学过站在升天的境界里祷告，你都能
吩咐贫穷离开你。 
OL3:在召会这神的殿，就是祷告的殿中，我们以
执行的方式祷告，在地上捆绑天上已经捆绑的，
并在地上释放天上已经释放的；这是基督身体的
祷告；只有当我们“和谐一致”地求时，才能有
这样的祷告｡ 
太 18: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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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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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
叫以色列人多起来如羊群一样。不认识神的人要
说，神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如羊群那么多，神
要加就加好了，谁能拦阻祂呢？但是，在〔以西
结 36:37〕有一句话，就是神说，祂要在这件事
上被他们求问之后，才给他们成就。这一个原则
是顶清楚的：神有一个旨意，神已经定规好了，
但是神不能立刻作，神要等以色列人为这件事向
神求问之后，神才替他们成就。神要地上来支配
天上。 

召会虽然有一个自由的意志，但是召会是把
她的意志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好像在神的旨意以
外没有另外一个自由意志一样，神要怎么作就怎
么作。 

 
 
 
 

应用：服事者篇 
12月20日的Gospel Song Meeting被祝福，

主日聚会的参加人数首次突破200。上周的Year 
End Blessing Meeting更被祝福，主日聚会人数
是214人。服事者们做了以下三件事。 
❶向所有人传扬国度的福音：为了向所有神户市
等的兵库县民传国度的福音，召会积极传福音，
增加人数 (increase)，并向邻近城市开展
(spread)。 带着负担来服事。  
❷使用统计数据，关心人:为此，确认每周的统
计数据，联系和牧养不在名册上的人们。 
路15:4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其中的一
只，不把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
直到找着么？ 
你不是神，因此，如果没有统计，你就不知道是
客观地增加还是减少。根据堕落的人性，100人
和99人是相同的，90人也可能相同。从统计数据
中查看名单，对人关心，为人祷告，牧养人。另
外，要出去传福音。 12月，三人受浸，他们每
周都参加主日聚会。 
❸召会在地上，为着神经纶的实现，同心合意的
祷告，同心合意的行动:为着六种新人能够得释
放，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同心合意的实行福音
和牧养。父神也听了这地上同心合意的祷告和同
心合意的行动。使许多人得释放，使214人参加
了主日聚会。 

以下是“时代的祷告”的关键词。 
❶站在升天的基督所达到、所得着的地位上，权
柄的祷告！吩咐困难、将困难踏在脚下的祷告！
❷召会、身体的祷告（祷告聚会的祷告、和活力
伴的祷告等）！❸为着神经纶的成就祷告！ ❹
答应基督天上职事的祷告! ❺地上掌管天上的
祷告！ 
以西結36:37 主耶和华如此說，我要加增以色列
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們必为这事向我求問，
我要給他們成就。 
请你持续操练祷告“时代的祷告”。进一步也渐
渐地教新人们实行这样的祷告。 
祷告：“召会是祷告的家，我在身体里，站在基
督升天的地位上，带着权柄，为着神经论的成就，
需要祷告“时代的祷告”。神是为着自己的目的，
盼望神家的人数加增如羊群一样。但是召会在地
上若不求，神什么也无法做。召会是祷告“地上
掌管天上的祷告”。我和弟兄姊妹一同，同心合
意，传扬国度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