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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牧者的祷告生活

欢迎来学习关于祷告之美这一系列课程中的第 12课。 

今天我们想要探讨牧者的祷告生活，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题目，我希望对你们也很有益处。

你们当中很多人是牧者，但没有从事牧会工作的人也可以从这一课中得到益处。 

 所以，所有基督徒都蒙召要祷告。“要不住地祷告，”使徒保罗说。 但牧者们尤其蒙召要

祷告。他们应当是祷告的人。想一想使徒们，他们在《使徒行传》第 6章 4节中说：“但我们要

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牧师应当具备这两个特征。这是旧约时代的先知的职责，例如想一想

撒母耳，他在《撒母耳记上》第 12 章 23 节中说： “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

耶和华。”他认为牧者为百姓祷告，是极其重要的。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在此之前，在《撒母耳记上》第 7 章 5 节中，撒母耳说： “要使以色

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 那是在公众面前的祷告。但撒母耳也知道要

有个人私下的祷告，他要为上帝的百姓祷告。 

 所以这是先知的职责，也是使徒们的职责。这是圣职人员的职责。忠心的牧者应当常常跪

下来祷告祈求主的恩典降在教会成员身上。我们在上帝的圣言中多次读到一个人怎样为另一个

人祷告。想一想亚伯拉罕，他曾经为罗得祷告。摩西曾经为百姓祷告。约伯曾经为他的朋友们

祷告。 亚伦站在活人和死人之间；他为上帝的百姓祷告。但以理曾经为耶路撒冷祷告。 在《使

徒行传》第 10章 9节中，我们读到彼得约在午正时上房顶去祷告。《使徒行传》第 1章 14节中

说：“这些人……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 在《使徒行传》第 12章中，我们读到教会，耶路

撒冷的早期教会，为彼得得救出监牢祷告。教会切切地为彼得祷告上帝。 

 所以，主耶稣自己也需要祷告。我们在《马可福音》第 1章 35节中看到： “次日早晨，天

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在《路加福音》第 6 章 12 节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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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主耶稣彻夜祷告。使徒保罗也常常为众教会祷告。你读使徒书信时，难道没有发现其中常

常提到祷告吗？ 

 《哥林多前书》第 1 章 4-5 节说：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上帝，因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赐

给你们的恩惠。” 所以，他常常在祷告中感恩。 

 《腓立比书》第 1 章 4 节：“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地祈求。” 

 还有《腓立比书》第 1 章 9 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

而又多。” 

 《歌罗西书》第 1 章 9 节：“我们……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

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 1章 11节：“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 

 我们多次发现使徒保罗常常为他所看顾的教会祷告。所以，在上帝国度中劳作的人应当殷

勤地献上代祷，这是极其重要的。他们应当为自己祷告，祈求上帝的光照和恩典，但他们也应

当代祷，为周围的人祷告。 

 你们知道，宣讲上帝圣言的牧者自身也只是软弱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罪。他们需要与上

帝和好。因着他们自己的罪，他们不适宜宣讲上帝的圣言。所以，他们需要在主面前谦卑己身，

祈求主的恩典使他们忠于祂的圣言， 有能力宣讲和教导上帝的圣言。所以，上帝的仆人持续不

断地需要上帝的恩典来使他们能够怀着爱心和热心宣讲祂的圣言。这完全是藉着祷告领受的。 

 所以他们需要为自己祷告。但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为教会成员祷告。想一想圣殿中的大

祭司，这是很重要的例子， 他戴着胸牌到圣殿里去，胸牌上刻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所以，

他站在上帝面前，宛如是在为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祷告。因此，牧者祷告时要把自己教会的成员

摆在主面前。  

 圣职人员也应当为彼此祷告。牧者要为彼此代祷。这会产生出仁爱和谐的心。 

 你们知道牧者常常忙于照顾教会，工作非常辛苦。但当他们这样辛苦劳作的时候，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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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错误的事情。他们可能忽视了祷告祈求上帝的圣灵做工，那是个金矿。我们可以用正在航

行的轮船为例。我们可以控制船帆，整理它们，把它们拽下来。我们可以确信它们的质量是最

好的，并小心地替换坏了的船帆；但如果没有风把船帆吹起来，那对我们有什么用呢？我们航

行时需要风。 祷告能让风吹起来。 

 到中国宣教的伟大宣教士戴德生常常祷告。他的生命是以热切的祷告为特征的。他为自己

所需要的一切祷告，而主也把他所需要的一切丰丰富富、充充足足地赐给他。他尤其为在中国

的其他地区服侍的宣教士祷告。有时他们的生命因暴乱而处在危险之中， 那时戴德生会一夜起

来多次为他们祷告， 相信祷告能够保护那些宣教士。 

 还有一次，中国的西部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严重暴乱，戴德生为那里的宣教士祷告。戴德

生已经一年没有得到关于他们的消息了， 但他继续为他们祷告，希望尽管有各种危险和敌意，

主仍然在保守他们。他仍然一直觉得有为他们祷告的负担。所以他断定他们一定还活着。主的

确使一切都安然无恙。一年多之后，他听说他们都平安健康。  

 所以，戴德生看到了中国内地的重大需要，那里有数以百万计的人需要接受福音。因此，

他祷告祈求上帝赐下宣教士， 祈求上帝使西方基督徒的心愿意来中国宣教，并在经济上支持他

们的劳作， 上帝慷慨地回应了他的祷告。祂垂听祂子民的祈求。祂赐给他们的，远超过他们所

期望的。在戴德生晚年，因着他的劳作和祷告， 有成千上万宣教士和本土的工人在殷勤劳作，

向中国的广大百姓宣讲福音。 

戴德生认识到在服侍主的过程中，忠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必须忠心，

在日常事务中也是如此。“小事是小事，”他说，“但在小事上的忠心，是大事。”他尤其认

识到在坚持不懈地祷告方面必须忠心。他常常与做宣教工作的同工们一起祷告。 他认识到祝福

降临并不是因为我们殷勤，真正的祝福来自上帝。  

 富能仁是另一位宣教士。他在戴德生之后劳作。富能仁于 20世纪初期在中国西部的傈僳族

人中服侍， 努力向他们传福音。但工作没有果效，很难进展。没有人想听他讲福音。他劳作了

多年在工作上也没有得到真正的祝福。然后他发现那艰巨而持久的宣教工作是在人的膝盖上完

成的。富能仁忠心地宣讲上帝的圣言， 但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上帝百姓的祷告能够求来上帝

对他们劳作的祝福。这些祷告有的是宣教士自己献上的， 除此之外，有些从未到过宣教禾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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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士也坚持不懈地为他们祷告求祝福。 

 富能仁坚信上帝对宣教工作的祝福是因着大有信心的祷告而赐下的。 

 我们发现那正是新约中反复阐明的教导。我们已经提到过使徒保罗。他也需要人们为他祷

告。他不仅自己祷告，而且多次请求别人为他祷告。他难道不知道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可以赐

下祂所愿意赐下的任何东西吗？是的，使徒保罗当然知道那一点，但他仍然希望人们为他祷告。 

 《罗马书》第 15 章 30 节：“弟兄们，我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 又藉着圣灵的爱，劝你们

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上帝。” 

《以弗所书》第 6章 18-20节： “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 能以放胆，

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 3 章 1 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

道理快快行开。” 

 《希伯来书》第 13章 18节：“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因此，使徒保罗相信上帝百姓的祷告能够给他的劳作带来祝福。祷告是极其重要的。圣职

人员尤其蒙召作主耶稣基督的使者。他们要出去宣讲福音：“你们要与上帝和好。”他们的话

语应当是庄严的，就仿佛是上帝自己在讲话一般。牧师所宣讲的话语必须是这样的： 如果人们

听从他的话，就会得救； 如果他们抵挡他的话，不顺服他的话，就会在地狱中永远灭亡。牧师

的工作是多么庄严啊！ 

 牧师要带来上帝的圣言，需要有来自上面的膏抹，那是藉着祷告领受的。祷告使人的讲道

大有能力。 所以，蒙召祷告的牧者必须比上帝的其他儿女更加谦卑己身。每个牧者都必须告诉

自己： “我不仅犯罪抵挡了上帝，我不仅需要得赦免、与上帝和好；而且因着我的罪，我不配、

不适合宣讲这宝贵的福音。但我蒙召履行这一职责。” 

 另一个事实是，内在的罪对上帝的仆人比对上帝的普通儿女有更大的影响。我们可以想一

想像以赛亚那样的人，他看到了自己的无能和败坏。想一想像摩西那样的人，他意识到自己是

拙口笨舌的； 想一想耶利米，他觉得自己太年轻了。 他们都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开口讲话，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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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却必须宣讲上帝的圣言。这令人不得不谦卑。也许你也有这样的经历？你感觉到了自己的不

足。所以你需要祷告，不仅求上帝使你与祂有正确的关系，求祂带领你过基督徒的生活，而且

求上帝使你有能力作主耶稣基督的使者。靠你自己的力量，你永远不可能做到。 

 所以，需要坚持不懈地祷告， 圣职人员、牧者，需要上帝不断地把恩典赐给他，他才有能

力怀着爱心和热心宣讲上帝的圣言。 

 我们也来看一看代祷的操练。当牧者把会众的需要摆在上帝面前时， 我们应当提到教会成

员的名字，求上帝祝福他们。这是很艰难的工作，需要花费时间。 有时祷告花费的时间比你起

初计划的时间要多，但祷告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没有能力使任何一个灵魂悔改归主。你知道主

能在你的会众当中行奇妙的事，而你只是在看着主如何做工。教会历史上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

子，并且这样的事仍然在发生。主垂听祷告，祂改变祂百姓心中的倾向。所以，要满怀期望地

祷告， 因为“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祂心存诚实的人”（代下 16:9）。 

 所以，要满怀期望地祷告，但也要怀着热心祷告。祷告的时候要意识到你是在呼求所存在

的最伟大、最真实的能力——全能的上帝， 祂已经应许了要作你恩慈的上帝和父。这并不是说

上帝需要你为人代祷，祂在一切事情上都是独立的。 但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上帝把祂百姓的

祷告包括在了祂的救恩计划之中。祂喜欢他们的祷告，愿意垂听他们的祷告。 

 祷告时还要迫切、严肃。要努力进入天国。想一想雅各在《创世记》第 32 章 26 节中是如

何祈求上帝的： “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想一想但以理，他曾经非常迫切地恳求主。“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

自己不要迟延。我的上帝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但 9:19）。 

 也要满怀信心地祷告。《马可福音》第 11 章 24 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

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要满怀信心地祷告，信靠上帝的眷顾。 

 祷告时也要渴望上帝的名得荣耀。想一想约书亚，他在祷告中怎样求上帝的名得荣耀： 

“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书 7:9）。 想一想摩西在《出埃及记》第 32章 12节中是

怎样祈求的： “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祂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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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上帝的荣耀就有危险了。所以，要为祂的荣耀而祈求。 

 要祷告，必须要有圣洁，要有个人的圣洁。也就是说，要有与上帝密切相连的生命。我们

需要仰赖上帝。实际上，有些作者甚至说，罪人的悔改归主与教会的福益取决于牧者圣洁的程

度。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许多圣洁之人被主大大使用的例子。他们深爱上帝，委身于上帝，

他们的劳作蒙了祝福。《使徒行传》第 11章 24节说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

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牧者的心中应当住着基督的爱，正如基督惦念那些要灭亡的灵魂， 牧者也应当对那些要灭

亡的灵魂怀着热心和爱心。他要在自己的内室中祷告、劳作、努力。牧者要在那里为那些灵魂

的悔改归主而祈求上帝。在那里，因着与上帝相交，牧者自己的灵魂将会变得火热起来。 

 牧者应当是一个虔诚的人，敬虔的人，因为冷酷的、世俗的牧者必定会带出一个冷漠的教

会。灵命活泼的牧者必定会带出一个有丰盛的生命、喜乐和祷告的教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委身于上帝的圣洁之人的例子， 但圣洁之人有时也会在艰难的环境中

劳作。但他们那时也有祝福。想一想以赛亚。以赛亚劳作了，但他却不得不说：“我们所传的，

有谁信呢？”（赛53:1）。然而，这位先知以赛亚却被称为先知中的传道人。他是极大的祝福。 

《以赛亚书》比旧约中的其他任何书卷都更清楚地显明了主耶稣。所以他虽然经历了艰难，但

他却蒙了祝福。他是个委身于上帝的圣洁之人。  

 所以，实际上牧者蒙召必须效法基督。他必须培养个人的敬虔。 他自己必须在上帝面前。

然后，牧者的内室成为了一个仓库，他在那里得到了补给。那里是一个泉源，他可以回到那里

去饮水。那里是上面的房间，他可以在那里与主耶稣相交。在那里，圣灵将会荫庇他。在那里，

他将会领受恩典和力量去完成主加给他的使命。在那里，他将下定决心 在主里坚立。他在内室

中，在个人的祷告中，进行了争战，取得了胜利，并下定了决心。在那里，他领受了对主耶稣

的永不消逝的爱，对上帝之荣耀的极大的热心，对教会之兴盛的热爱。在那里，他与上帝永不

枯竭的资源联系在一起。 

 牧者必须是个全然敬虔的人。惧怕对于士兵意味着什么，软弱对于运动员意味着什么，不

诚实对于商人意味着什么， 那么低程度的敬虔对于牧者就意味着什么。那将是他的耻辱。 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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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始终如一的牧者是最受尊敬的。但不忠心的、自相矛盾的人是最受鄙视的。谁能估算出一

位不圣洁的牧者所造成的伤害？他的行为，他的罪行，会从东传到西。《箴言》告诉我们，那

些话还会传到海外。 其历史将会被翻译成别的语言。仇敌将会因他的不良行为而幸灾乐祸，传

言所到之处都会带来痛苦和伤害。那将会让敬虔之人担忧。那将会鼓励别人犯罪。 那完全是因

为不忠心的牧者轻率、罪恶的行为。 

 所以，牧者在服侍上帝的过程中需要被圣灵充满，得蒙保守不要在慌乱中做错事。牧者需

要得蒙保守不离弃自己的呼召，每日都在主面前祈求； 在服侍主的过程中努力争战，领受基督

的心，也领受喜乐。牧者在自己的服侍中，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就是这样得到能力的。 

 有些牧者声称他们太忙了，没有时间祷告。哦，他们确实太忙了。 你究竟有多么忙？你找

不到时间来祷告？将来我们胆敢在主耶稣面前，在祂的审判台前辩解说“主啊，我们没有时间

祷告”吗？ 我们不能让日常的职责把自己压倒了，以至于忽视了祷告。看看圣经中的例子，有

很多极其繁忙的人却有很充实的祷告生活： 但以理在王的宫中，尼希米也一样，希西家是犹大

王，大卫有很多工作要做并常常为耶和华争战，还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彼得、哥尼流，

但他们都是祷告的人。 

 代祷会带来很大的祝福，代祷的甜蜜是在别处品尝不到的。有时代祷会让我们预先品尝到

天堂本身。与主相熟是在地上最甜蜜的事情。那是极大的特权，能够给你带来属灵方面的精进。

在代祷时，主会让你看到自己品格方面的不足， 向你显明你自己的软弱，然后你要与这些软弱

争战。 

 上帝所使用的某些重要人物，曾经一度在教会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后来因着自己的某种罪

跌倒了。当他们回顾往事的时候，发现他们堕入罪中的原因是他们忽视了个人的祷告。他们忽

视了培养自己的灵魂。更常发生的事情是，牧者并没有陷入大罪中， 但他的讲道变得枯燥乏味、

死气沉沉，这也是因为他忽视了个人的祷告。 

 那时牧者的懒惰也会趁机潜入。因为即使你忽视了个人的祷告，别人也不会注意到。他们

看不见你是否祷告了。那是牧者当中常常发生的罪。有很多紧急的事情迫使他们直接开始工作， 

所以他们推迟了个人与上帝的交通这项工作。 他们认为自己太忙了，时间太晚了或太早了。但

这是多么可怕啊！愿祷告成为我们服侍工作的特征。因为缺乏祷告，我们错失了多少祝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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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估算。没有人知道与我们本可以成为的样子相比，我们是多么可怜； 倘若我们习惯于

藉着祷告过与上帝亲近的生活，情况会大不一样。 虚妄的懊悔是徒劳无益的。相反，愿我们决

心改过，弥补我们所忽视的事情。 

 我们必须作祷告的人。我们将会是祷告的人。愿我们在祷告方面努力。那么我们的教会和

会众都会蒙福。我们在自己的生命中将会享受到上帝的同在。那太美好了！ 

 愿主祝福你们！谢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