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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 綱目 

兩個國度的衝突以及召會的工作和職責 

讀經：太六 10，十二 26、28~29，弗六 10~12，啟十二 10，十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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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一 

壹 在宇宙中有兩個國度—神的國和撒但的國—太六 10、33，十

二 26、28： 

一 一個國度乃是某種生命的總和： 

1 神有祂的生命，從祂的生命產生了神的國—弗四 18，太十二

28。 

2 撒但有他邪惡的生命，從撒但的生命產生了撒但的國—約八

44，太十二 26。 

二 創世記二章九節的兩棵樹，作為神與撒但的表號，乃是兩個源

頭；這兩個源頭的結果成了兩個國—神的國和撒但的國—太十

二 26、28。 

三 整個人類乃是一個國度，不僅是出於人的生命，甚至更是出於

撒但的生命—十三 38，約八 44，徒十三 10，約壹三 10： 

1 人類已經變成撒但的生命及其一切活動的總和—五 19。 

2 人的國度已經變成屬撒但的國度，就是撒但的國。 

四 撒但是這世代的神，乃是這世界的王，和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約十二 31，十四 30，十六 11，林後四 4，弗二 2： 

1 他有他的權勢和他的使者—他的從屬，就是這黑暗世界的執政

者、掌權者和管轄者—徒二六 18，太二五 41，弗六 12。 

2 撒但有他的國，就是黑暗的權勢—西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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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地上有兩個國— 一個是黑暗的國，另一個是在光中神的國；

如今這兩國在地上互相對立—徒二六 18。 

週 二 

貳 主耶穌這屬天的君王已經來了，要在地上人間建立神的國；

兩國就有了衝突；有一場爭戰在激烈地進行，所以我們需要

起來爭戰—弗六 12： 

一 屬靈的爭戰乃是神的國與撒但的國之間的爭戰—太十二 26、28： 

1 屬靈爭戰的目的，就是要把神的國帶進來—啟十二 10。 

2 神的國就是神意志的行使，以神的能力去推翻撒但的能力—太

六 10，十二 28。 

二 宇宙有兩個大的原則：一是神權柄的原則，一是撒但背叛的原

則；神與撒但之間所爭執的唯一問題，與權柄和背叛有關—徒

二六 18，西一 13： 

1 背叛乃是否認神的權柄，也拒絕神的管治—賽十四 12~14，結

二八 2~19。 

2 撒但雖然背叛神的權柄，人也干犯神的權柄，背叛神，神卻不

讓這個背叛繼續下去，祂要在地上建立祂的國—啟十一 15。 

3 神的國是征服背叛的能力—可四 35~41。 

4 主耶穌是神成為肉體，來建立神的國，就是建立一個範圍，使

神能在其中施行祂的權柄，以完成祂的定旨—約一 1、14，三

3、5，十八 36。 

週 三 

三 主靠神的靈趕鬼，使神的國臨到—太十二 28： 

1 當主趕鬼時，祂乃是在爭戰，毀壞撒但的國並帶進神的國—28

節，可三 23~28，路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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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的靈乃是神國的能力；神的靈在哪裡掌權，哪裡就有神的

國，並且哪裡鬼就沒有地位—太十二 28。 

3 無論在哪裡，神的靈施行權柄制伏反對和背叛神的局面，那就

是神的國—28節。 

四 馬太十二章啟示出，撒但就是那壯者，霸佔一切神所創造的人；

若要從他霸佔的手中得著人，就需要捆綁他—29節： 

1 主耶穌趕鬼前，先捆綁那壯者；這是屬靈爭戰的秘訣。 

2 在馬太十二章二十九節，「家」指撒但的國，「他的傢俱」指

墮落的人，在撒但的轄制之下，乃是他的器皿、工具，存在他

的家裡供他使用。 

3 這給我們看見，今天我們若要建立神的國，把墮落的人從撒但

的國帶出來，就必須先捆綁那壯者；捆綁那壯者的路就是禱

告—可九 25~29。 

4 這就是為著建立神的國而打屬靈的仗—林後十 3~5。 

週 四 

三 召會的工作就是把神的國帶進來，召會要負責將神的國帶到

地上—太六 10，十二 22~29，啟十一 15，十二 10： 

一 召會的產生乃是為著帶進國度—太十六 18~19，十八 17~18，啟

一 6、9，十一 15： 

1 召會的職責乃是繼續基督的得勝，並帶進神的國—十二 10，

十一 15。 

2 召會在地上的工作，就是要把神的國帶進來；召會一切的工

作，都是受神國原則的管治。 

3 召會要負責將天上的旨意帶到地上，並要負責將天上的旨意實

行在地上—太六 10，七 21，十二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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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召會在諸天的管治下產生，她藉著服在天的管治之下，對付神

的仇敵—十六 18~19，弗六 10~18： 

1 諸天的國要得建立，就需要有屬靈的爭戰—太十二 22~29。 

2 召會的職責就是繼續基督在地上的爭戰；召會必須繼續基督的

得勝工作，抵擋撒但—來二 14，約壹三 8下，西二 15，詩一

四九 5~9。 

週 五 

三 召會應當禱告以帶進神的國—太六 10： 

1 國度的來臨不是自動的；沒有禱告，國度就不能來臨。 

2 召會的禱告是抑制撒但最有效的憑藉—十六 19，十八 18。 

3 召會必須作天的出口，讓天的權柄彰顯在地上—十六 18~19，

十八 18。 

4 真實的禱告乃是與神同工，將祂的國帶到地上，並將祂的旨意

施行在地上；因此，禱告是屬靈的爭戰—六 10，林後十 4，弗

六 12。 

週 六 

四 召會需要發出爭戰的禱告，以帶進神的國並趕逐神的仇敵： 

1 這樣的禱告指明我們是站在神這一面來反對神的仇敵。 

2 爭戰的禱告趕逐黑暗的權勢，帶進神的權柄，叫神能在地上通

行祂的旨意—太六 10。 

3 神的國度能不能來到地上，神能不能在地上掌權，完全在於我

們是否有爭戰的禱告—屬靈爭戰的禱告—詩一四四 5，賽六四

1。 



                                   105 
 

第六週 • 週一 

晨興餧養 

太六 33  但你們要先尋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一切就都要加給

你們了。 

弗六 12  因我們並不是與血肉之人摔跤，乃是與那些執政的、

掌權的、管轄這黑暗世界的、以及諸天界裡那邪惡的

屬靈勢力摔跤。 

有一件事是極為重要的，就是認識在起初的時候有兩棵樹—生命樹

和善惡知識樹（創二 9）。生命樹表徵神，知識樹表徵撒但。人把知識

樹接受到他裡面，意思就是撒但進到他裡面。撒但是罪的化身，現今就

在人裡面（羅七 8、11、17、20）。撒但進到人裡面之後，就開始浸透

他，毒害他，並完全佔有他。因此，人敗壞了，被蒙蔽了。被撒但蒙蔽

並敗壞，意思是被擺在撒但的權下。人成為撒但國度的公民，服於撒但

的管治之下。每一個從人生的，都一樣是撒但國度的公民；每一個人生

來就服在撒但之下。因此，人偷竊、鬥毆並兇殺。這就是撒但的國。這

就是撒但的生命，連同其一切活動的總和（CWWL 一九七二年第二冊，

八三頁）。 

信息選讀 

有一天……神來成為肉體，成了人。神的願望乃是要進到人裡面。

當我們呼求主耶穌的名，祂就進到我們裡面作生命。從那時起，神就在

我們裡面生長。……神越生長，就越擴展，並且在我們裡面佔有越多的

地位。祂佔有越多的地位，就越掌權。國度是神在我們裡面，藉著生命

內裡的生長，而有神聖的掌權。神的國就是神作我們的生命，在我們裡

面擴展，在我們裡面佔有地位，並且治理我們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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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個國度，也有兩個靈。約翰四章二十四節告訴我們，神是靈；

以弗所二章二節啟示，撒但這空中掌權者的首領也是一個靈。這邪靈在

每一個人裡面運行。 

馬太十二章二十六節指明撒但有一個國度，約翰十二章三十一節描

述撒但是這世界的王。撒但不僅是運行者，他也是王。他管理全地，在

他以下有許多屬下、許多階層；以弗所六章十二節將這些階層描述為執

政的和掌權的。……撒但是這世界的王，也是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在地

上有人類，在空中有背叛之天使的有能者。撒但的國是由墮落的人類和

背叛的天使所構成的。在地上，墮落的人類是撒但國度的公民；在空中，

背叛之天使的有能者和主治者，為撒但管理這地。撒但是空中掌權者的

首領。撒但是邪靈，已經進到每一個人裡面。他在每一個人裡面運行，

沒有例外。他是這樣的運行者，藉此他產生了國度。撒但現今就住在人

的身體裡。 

撒但以人的身體作他的住處，但主耶穌以人的靈作祂的住處。神在

祂的主宰權柄裡，為祂自己保全了人的靈。雖然人的靈受邪惡身體和敗

壞心思的影響，到一個地步，是已經死了，但我們無法從聖經看見任何

提示，說到撒但已經進到人的靈裡。當我們悔改相信主耶穌，祂立刻就

進到我們的靈裡。仇敵盡力將人的靈這事向基督徒隱藏起來。聖經清楚

地告訴我們，主耶穌基督與我們的靈同在（提後四 22）。從我們的靈，

祂正在我們裡面生長並擴展，在我們全人裡佔有更多的地位。藉著在我

們裡面佔有更多的地位，祂實際地在我們裡面作王掌權。這是主耶穌內

裡的掌權（CWWL一九七二年第二冊，八四至八六頁）。 

參讀：國度，第八至九章；約伯記生命讀經，第三十七篇；聖經的十條

路線，第六至十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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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徒二六 18 我差你到他們那裡去，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轉

入光中……， 

西一 13  祂拯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入祂愛子的

國裡。 

天使的墮落和人類的墮落，影響宇宙有多大，給神的難處有多大，

你們注意過麼？神要受造之物接受祂的權柄，而這兩類受造之物卻都拒

絕了神的權柄，以致神不能在受造之物身上建立祂的權柄。雖然如此，

神卻不肯撤退祂的權柄。神可以收回祂的同在，祂絕不收回祂權柄的制

度。神的權柄在甚麼地方，神就在甚麼地方有地位。所以神一面維持權

柄制度，一面建立祂的國。撒但雖然干犯神的權柄，人也天天干犯神的

權柄，天天背叛神，神卻不讓這個背叛繼續下去，祂要設立祂自己的國。

聖經中為甚麼稱神的國作諸天的國呢？（太四 17，可一 15）。……因

為背叛不只是世界背叛，連宇宙諸天中的天使都背叛了。 

主如何建立神的國呢？主是以順服建立神的國。主在地上一切所

行的，沒有一樣是不順服的，沒有一樣阻擋神的權柄。主完全順服，完

全讓神的權柄通行，就在那個範圍內設立了神的國，通行了神的權柄。

照樣今天召會也要因著順服，而有神權柄的通行，有神國度的彰顯（倪

柝聲文集第三輯第一冊，一六二至一六三頁）。 

信息選讀 

神……定意要親自成為人，要在祂兒子裡成為人；這個講究實在

太大。神在祂兒子裡成為人，就把祂的權柄都交托給祂的兒子。所以，

神的榮耀都在祂兒子身上；可以說，祂的兒子就是祂權柄的具體表現。

因此，神的榮耀都在祂兒子身上。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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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來成為一個人時，祂站在那些猶太人中間，他們有人問祂說，「神

的國幾時來到？」主耶穌回答說，「神的國就在你們中間。」（路十七

20~21） 

當主耶穌說這句話時，祂的意思是，神的國就是祂自己，祂在猶

太人中間，就是神的國在他們中間。祂要那些猶太人不要以為神的國在

這裡，或神的國在那裡；事實上，神的國就在他們中間，祂就是神的國；

神所有的權柄都在祂身上，神的寶座也在祂身上。 

當你信主的時候，你是接受了主耶穌作救主，你禱告說，「主，

我接受你到我裡面。」然而，你並不知道你所接受的這一位主，不僅是

救主，不僅是生命，祂還是王；祂就是國度，祂就是權柄。……神的國

今天不只在你們中間，神的國今天就在你裡面；這個國就是基督，就是

你的救主，在你裡面作了權柄，在你裡面設立了寶座，更是在你裡面登

上寶座。 

你我作主的門徒，……必須清楚知道，主不是重在要我們行善，

乃是重在把我們救來，擺在祂的權柄之下，擺在祂的管治之下。我們從

前作惡是背叛祂，我們從前作好也是背叛祂，因為那時我們根本不承認

祂的主權。現在我們悔改了，我們歸順了祂，不是以好壞為標準，也不

是以道德為依歸，乃是要服在祂的管治之下，受祂的管理。不要說是壞

的，即使是好的，如果不是祂要我們作的，我們都不該去作；我們要受

祂的約束，接受祂的管治（國度之於信徒，四三至四五、一○七至一○

八頁）。 

參讀：權柄與順服，第六篇；國度之於信徒，第三、六至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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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太十二 28~29 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

了。人怎能進壯者家裡，搶奪他的傢俱？除非先

捆綁那壯者，纔能洗劫他的家。 

神的靈乃是神國的能力。神的靈在哪裡掌權，哪裡就有神的國，

並且哪裡鬼就沒有地位。藉著主在馬太二十八節的話，我們看見為著國

度的爭戰，不是僅僅靠著人自己爭戰，乃是靠著人同著神的靈爭戰。在

二十八節主說，祂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了。無論在哪裡，

神的靈施行權柄管理反對的局面，那就是神的國（馬太福音生命讀經，

四六二頁）。 

信息選讀 

馬太十二章二十九節啟示，在主趕鬼之前，祂先和撒但爭戰。這

一節說，「人怎能進壯者家裡，搶奪他的傢俱？除非先捆綁那壯者，纔

能洗劫他的家。」這裡的家表徵撒但的國，壯者就是那惡者撒但。傢俱，

或，工具，器具；因此是貨品、物品。墮落的人在撒但的轄制之下，乃

是供他使用的器皿、工具。他們是他的貨物，存在他的家、他的國裡。

捆綁那壯者，這話指明主趕鬼時，先捆綁撒但。人只看見趕鬼，沒有看

見捆綁撒但那壯者。因此，主利用法利賽人非難所提供的機會，啟示出

屬靈爭戰的秘密。表面看來，主只是在趕鬼；實際上，祂是在爭戰，捆

綁那壯者。這給我們看見，今天我們若要建立國度，就必須先捆綁那壯

者。 

捆綁那壯者的路就是禱告。當我們來到十七章，就會看見門徒來

到主那裡問祂說，為甚麼祂能把鬼趕出去，而他們不能。在二十一節，

主告訴祂的門徒：「至於這一類的鬼，若不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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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食，它就不出來。」你若不禱告、禁食，你就不能趕出這一類的鬼。

主對門徒所說的話，指明祂在趕鬼之前，必然先禁食禱告。我們要捆綁

那壯者，就必須禁食禱告。主隱密地禁食禱告；門徒沒有看見這事。我

們必須向主學習，在隱密中禁食，在隱密中禱告。我相信主耶穌在地上

時，常常禁食禱告，為要爭戰並捆綁那壯者。今天我們都必須在同樣的

靈裡。我們的靈每天都必須是禁食的靈，禱告的靈，好叫我們天天都能

捆綁那壯者，就是撒但，黑暗之國的王。 

撒但在地上有黑暗的國，並且全地都在他的霸佔之下。要從撒但

手中得著一個人很困難。每個墮落的人都是撒但家裡的傢俱。撒但的家

就是他的國，在他的家裡有許多傢俱，就是許多墮落的人。我們要從撒

但家裡得著一個墮落的人，必須藉著禁食禱告捆綁那壯者。這就是為著

建立諸天之國的屬靈爭戰。……在地上有兩個國：一個是黑暗的國，另

一個是在光中諸天的國。如今這兩國在地上互相對立，所以需要爭戰。

我們都必須禁食禱告，捆綁那壯者，這樣我們纔能洗劫他的家。……這

是真正的啟示。很少基督徒這樣讀馬太十二章，因為他們沒有看見國

度。對他們而言，國度不過是道理的說法，或是虛懸到將來的東西。但

我們領悟，今天主對我們所作的一切，都是為著建立屬天的國。我們是

國度的子民（馬太福音生命讀經，四六二至四六四頁）。 

參讀：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三十三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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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啟十一 15 ……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國，祂要作王，

直到永永遠遠。 

 十二 10 我聽見天上有大聲音說，我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

並祂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因為那在我們神面

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們的控告者，已經被摔下去了。 

召會在地上的工作，就是要把神的國帶進來。召會一切的工作，

都是受神國原則的管治。救人是在神的國的原則之下，趕鬼是在神的國

的原則之下，所有的工作都是受神國原則的管治。為甚麼我們要救人

呢？我們救人是因著神的國，不光是為著人需要得救。我們是站在神的

國的地位上來工作，是用神的國來對付鬼魔的能力（倪柝聲文集第二輯

第十四冊，七五頁）。 

信息選讀 

主要我們禱告說，「我們在諸天之上的父，願你的名被尊為聖，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六 9~10）

如果神的國自己會來，主就不會教我們這樣禱告。主既然要我們這樣禱

告，就給我們看見，這是召會的工作。召會應當傳福音，召會更應當禱

告，把神的國帶進來。也許有人以為禱告也好，不禱告也好，反正神的

國自己會來。但是我們如果是認識神的，就不會這樣說。神工作的原則，

總是等祂的子民先動，然後祂纔動。 

神需要有人與祂同工。神的子民動，神纔動。……就連主耶穌的

降生，也是因著有神的子民與神同工，在耶路撒冷有人素常盼望以色列

的安慰者來到，於是主耶穌纔降生。所以，神的目的是要把祂的國帶進

來，但是光有神的一面還不彀，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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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與神同工。召會要藉著禱告把神的國的能力放在這個地上，直等到

主耶穌再來，「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國。」（啟十一 15） 

召會的工作既是要為神站住，不讓撒但有地位，那麼我們應當怎

樣行事為人，纔能作這工作？我們所有的罪都得對付，所有的不義都得

對付；我們對於神的奉獻應當完全；魂的生命應當治死，天然的能力必

須打掉。血氣的能力，在屬靈的爭戰中是沒有用處的。「我」沒有方法

對付魔鬼，「我」是必須出去的。甚麼時候「我」出去，甚麼時候主耶

穌就進來。甚麼時候「我」進來，就失敗了；甚麼時候主進來，就得勝

了。魔鬼只認識一個人，就是主耶穌。我們沒有方法對付魔鬼。撒但的

火箭所能射得進的，就是我們的肉體。但是感謝神，我們都能穿上基督，

基督是已經得勝了（倪柝聲文集第二輯第十四冊，七五至七六頁）。 

基督的十字架產生了召會，而召會帶進國度；所以，召會是介乎

十字架和國度之間。在這期間，就是召會在地上實現主的得勝的時候。

頭得勝了，身體也要得勝。主在十字架上毀壞了魔鬼，並用復活的生命

產生了召會。今天神要藉著召會，在地上建立祂的國度。今天召會必須

繼續基督對撒但的得勝工作，並負責把天上的旨意帶到地上，好通行在

地上（倪柝聲文集第二輯第二十四冊，五四至五五頁）。 

參讀：聖潔沒有瑕疵，第三章；神永遠的計畫，第九至十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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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太十六 18~19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

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她。我要把諸天之

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捆綁的，必是在諸天

之上已經捆綁的；凡你在地上釋放的，必是在諸

天之上已經釋放的。 

「願你的國來臨」，這不只是召會的一個心願，也是召會的一個責

任，召會應當把神的國帶進來。召會如果要把神的國帶進來，召會就得

不惜付上代價，就得受天的約束，服天的管治，就得作天的出口，讓天

的權柄彰顯在地上。召會……就得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抵擋魔鬼的

詭計（弗六 11）。因為神的國降臨在甚麼地方，鬼就得被趕出離開那

個地方；神的國完全降到地上掌權的時候，撒但就要被扔到無底坑裡（啟

二十 1~3）。召會有這麼大的責任，所以撒但就要千方百計的攻擊召會。

但願召會一面能像古聖徒一樣地禱告說，「耶和華啊，求你使天下垂，

親自降臨。」（詩一四四 5）神啊，「願你裂天而降。」（賽六四 1）

另一面要對魔鬼說，「你當趕快離開地，進到神為你所預備的永火裡去。」

（參太二五 41）（倪柝聲文集第二輯第二冊，一八六頁） 

信息選讀 

神有一個非常大的旨意，所有零零碎碎的旨意都包括在這一個大的

旨意裡。我們注意神大的旨意的時候，這些小的旨意也就成功了。神在

天上有祂的旨意；神的靈把這個旨意通到我們裡面來，叫我們發出同樣

的呼聲說，「神啊，我們求你作這件事」，神就作這件事。這是聖經所

告訴我們的禱告的原則。神今天的作為，要受我們在地上禱告的影響。

我們要求神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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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睛，叫我們能看見天上的舉動受我們在地上的禱告的影響。我們的

主把神曆世歷代以來的這個奧秘說明了。……如果你肯擺上，劃出時間

來禱告，你要知道，這樣的禱告不只要得著神的答應，並且將來要得著

賞賜。 

神的旨意像江河的水一樣，我們的禱告像水管。我們的禱告如果彀

大，那麼禱告的成全也就彀大；我們的禱告如果有限，那麼禱告的成全

也就有限。……〔一九○三年到一九○四年在威爾斯，〕神藉著一個礦

工羅伯斯作了……大復興的工作。他並沒有多少學問，但是他的禱告是

非常之深的。後來他差不多有七、八年沒有公開地出來工作。有一天有

一個弟兄遇見了他，就問他說，「這幾年，你在作甚麼？」他只回答一

句話：「我在那裡禱告國度的禱告。」……沒有禱告，國度不來。水管

如果閉塞的話，水就沒有法子流出來。主在這裡教我們的禱告，表明神

的意思和神的要求。甚麼時候神兒女的意志和神的旨意完全合一了，神

的名就真的被尊為聖了，神的國就真的來臨，神的旨意也就真的行在地

上如同行在天上了（倪柝聲文集第二輯第二冊，一八九至一九○頁）。 

約翰十二至十六章，三次說到撒但是這世界的王（十二 31，十四

30，十六 11）。現今，他是世界的王，世界各國是其區域。在千年國

時，他要被扔到無底坑，那時他就受到了限制。在那時之前，召會就要

在地上限制撒但的活動。今天召會的禱告最能叫撒但受限制，這就是小

規模的國度。凡能彰顯神權柄的地方，就是國度所及的地方（太十二

28）。今天我們在這裡的責任，乃是不許可撒但的旨意通行。召會在哪

裡出現，哪裡撒但的權柄就要退出。召會在地上要繼續彰顯基督對撒但

的得勝地位（倪柝聲文集第二輯第二十四冊，五五頁）。 

參讀：教會禱告的職事，第二篇。 
第六週 • 週六 

晨興餧養 

太六 10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詩一四四 5 耶和華啊，求你使天下垂，親自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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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主憐憫我們，給我們看見，主禱文就是說到神的國度要在地上

開展，要在整個宇宙中不受限制。當然，要叫神這個計畫達到，就需要

神的子民有彀多的禱告；神的子民在神面前那些真實的禱告，就是為著

神的國度。你我可以禱告許多事，但終極的目的若不是為著神的國度，

那些禱告在神面前就沒有甚麼價值。我們承認，在主禱文裡，有對付罪

的問題，也有生活的問題，但是它的頭和尾，完全是為著神的國度。開

頭說，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末了說，因為國度、能力、

榮耀，都是你的。所以憑著主禱文我們知道，主要我們禱告的，完全是

為著神的國度（禱告，二四三頁）。 

信息選讀 

神要人和祂合作，撒但也要人和他合作。神要進到人裡面，撒但

也要進到人裡面。神要與人調和，撒但也要與人混合。……禱告就是一

面人向神表示說，人要神，人站在神這一面；另一面人對撒但說，人和

神站在一面來反對他。所以禱告就是要帶進神的國度，而把撒但趕出去。 

真實為人的靈魂禱告，乃是對付撒但，帶進神的國度。一個人不

信主耶穌，這不僅是他靈魂下火湖的問題，更是撒但在他身上掌權的問

題。他下火湖是小事，撒但在他身上掌權卻是一件大事。所以我為他禱

告，乃是要把他身上的撒但趕逐出去，叫他脫離黑暗的權勢，並且把神

的國帶到他身上去。真實的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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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總是一面把神的國帶到人的身上，另一面把撒但的權勢從人身上趕逐

出去。每一次有一個罪人得救，都是撒但的權勢有了一部分的失敗，神

的國度有了一部分的來到。這就是爭戰的禱告。 

請大家想想看，哪有一個罪人不願意得救的？哪有一個聖徒不願

意愛主的？罪人都願意得救，聖徒也都願意愛主，但就因空中有了一個

霸佔人的，他控制著地上的人，就叫罪人不接受福音，聖徒不追求主。

所以你我光傳福音，光講道不彀，還必須起來，活在天的境界裡，來摸

神的寶座，像但以理那樣，二十一天屈膝禱告神，要神在天上的權柄，

能通行到地上來。若是這樣，你會看見，一個一個的罪人要得救，一個

一個的聖徒要起來追求主，愛主。因為在這裡有了爭戰的禱告，趕逐黑

暗的權勢，帶進神的權柄，結果叫神能在地上通行祂的旨意，實行祂的

救恩，也能照著祂的美意施恩給祂的兒女。 

所以每一個禱告的人，都必須是一個在天的境界裡，摸著神的寶

座，從天上能倒下禱告來的人。你超越過了地，超過了空中，超過了黑

暗的權勢，你和那一位遠超諸天的基督，一同在神的寶座上，這樣，你

所發出來的禱告纔是爭戰的禱告。明白了這一點，你所有的目標都會從

人身上轉到鬼身上去。一個罪人不得救，你會說，「神啊，不是他不肯

悔改，是鬼在那裡霸佔他，求你把他身上的鬼趕出去。」（禱告，二四

六、二五二至二五三頁） 

參讀：禱告，第十八篇；實行召會生活的基本原則，第六章。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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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七週 • 綱目 

 

在生命上儆醒並在服事上忠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