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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課 禱告的生活 

于宏潔弟兄 2013 年 6 月 2 日《新人門徒訓練》的信息整理文章 

禱告： 

    主耶穌，我們把今天這麼重要的一個主題交在祢的手中，我們這一生都要學習如何來禱告。

主啊，我們也常常不知道怎樣禱告，但願聖靈親自教導我們，也為我們禱告。祝福這段時間。奉

主耶穌的名，阿們！ 

 

我們《新人門徒訓練》連續把三個題目擺在一起，就是《如何建立穩定的靈修生活》，《讀

經生活》，《禱告生活》。所以，實際上我們等於要花六個禮拜的時間，幫助弟兄姊妹們培養起一

個很紮實（solid）的一個靈修的生活，還有我們跟 神的關係。所以，今天要講《禱告的生活》，

我絕對相信兩方面，第一，絕對沒有一個傳道人覺得他可以在一個小時裏面把禱告講清楚。因為

禱告是我們一信主，就應該可以有權利，也會的一件事情。但是，禱告也是我們去見主的時候，

我們可能都還學不好的功課，這是第一個。第二，我也絕對相信你只要信主三年、五年，我如果

請你上來講禱告的重要， 你都會講一段。但是，關鍵是在於 ─ 到底我們個人的禱告生活如

何？這是一個很明顯，而且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前輩們告訴我們：一切的失敗，基本上都是從禱告生活失敗開始的。如果我們禱

告沒有學好，我們就什麼事情都不可能做得好。你會說：真的嗎？我跟你講，你要怎麼當爸

爸，怎麼當同工，你要在公司裏怎麼樣成為一個好職員，你要怎麼樣在 神所給我量好的角色上能

夠成功、做得有價值， 所有的生活都跟禱告發生關係。所以，希望我們看這個題目的時候，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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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把它當作：這是基督徒敬虔操練中的一項，而是你要知道這件事情，是跟我們整個基督徒的

人生是分不開的。 

 

一．為什麼禱告如此重要？  

我在這裡列了一個人的比喻：讀經好像吃飯，禱告好像什麼？我寫“眾所周知”，難道你們

不是這“眾”裏面的一位嗎？沒有聽過嗎？有嘛，那你們怎麼好像都蒙擦擦的，沒聽懂。讀經好

像吃飯。你不可能一個禮拜說太忙了，所以我只要禮拜天吃一次，就把七天都吃飽。讀經是要每

天的，而且是隨時的，我們要一天幾次在主面前讀經。那麼禱告像呼吸，你真覺得禱告像呼吸嗎？

真的。我跟你講，我真巴不得禱告如呼吸， 如果你這樣（憋氣），那個難過、痛苦也一樣在你的

禱告生活的話，我覺得多好。這樣逼得我們都要禱告，對不對？ 

但是，這個關鍵就是你不禱告，你肉身還是活著，可是屬靈上其實我們常常就掉到死亡、軟

弱、無能的裏面。史百克弟兄說：仇敵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地跟天真實的連結。什麼時

候這個連結被切斷，牠就大功告成。牠什麼事都不用做，牠站在旁邊等你枯乾。枝子離開

葡萄樹，它結局一定是枯乾。如果我們最近屬靈裏面覺得枯乾，我們跟 神連不上去，我們裏面喜

樂不起來，我們禱告沒有味道，我們讀經很乏味，我跟你說：真的，就是這個線被切斷了。 

我們所有的事奉其實都應該可以在聖靈裏面，我們所有的生活、所有的言行，當我們跟 神的

關係是正常的時候，你就發現所有的東西都有味道、都有價值，而且你在主的面前非常知道你在

做什麼。所以不論大事、小事，當我們跟耶穌、跟基督發生關係的時候，它都是大事。所以同樣

的，我們跟 神的關係，任何時候地跟天的連結被切斷，你就發現仇敵什麼都不怕，因為牠知道只

要地跟天連結，所有仇敵的詭計、仇敵在我們身上的工作、在我們身上的捆綁，早晚都是要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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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講禱告。 

 

二．禱告的定義和四個關鍵的因素 

我個人給禱告下的一個簡單的定義，我已經講了好幾年了，我相信大家都已經會背了。 我的

定義是：人與 神在聖靈裡的相會與相交。這是我個人對禱告所下的定義。我希望大家注意到

我在這裡提到的四個禱告中很重要的關鍵因素（elements）。 

1. 人與 神 

第一個講到人與 神，我不是講 神與人。 神與人是 神主動的顯現，是 神主動的、聖靈 

主動的感動，聖靈主動的運行。我在這裡講到禱告，那個責任是由人發起的，是我們自己要渴慕，

你要揀選來親近 神。所以講到人與 神，我著重在是由我們所發起，我們要主動，而且我們

要搶時間來禱告。我為什麼要用“搶”這個字？這是我讀倪柝聲弟兄一篇信息講到儆醒禱告。

他講到基督徒禱告的時間，你會發現你做什麼事情好像都還有時間。你吃飯一定有時間，看電視

或上電腦一定有時間，跟先生聊天、跟孩子相處一定有時間，要休息有時間。你要做什麼都有時

間，但是獨獨禱告的時間，如果你不刻意去爭取的話，你會發現你找不到禱告的時間。有這樣經

驗的請舉手。好不好？ 

    真的，你會發現從早到晚，事先已經安排满了（pre-schedule）很多事情都占滿了。從早上起

來就開始衝啊、忙啊，刷牙都是草草了事，然後天天在馬路上跑來跑去，回到家累到倒到床上就

叫主自己讀主禱文了，說：我太累了，祢自己看。你會發現從早到晚你沒有力量讀，你沒有時間

禱告。而且很稀奇的事情 ─ 就是當你跪下來禱告的時候，就有很多的紛亂的思想跑進

來。你看電視的時候不會；跟朋友打電話的時候不會；你正在吃龍蝦（lobster）的時候，不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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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明天有什麼事情；你都在享受你所做的事情。獨獨禱告，不能專心，你們有沒有這個問題？有。 

還有我们禱告了，很多禱告，我們可能做了幾百個、幾千個、幾萬個禱告，可是到底有多

少事情真正是因為禱告而成就的，我們可不可以講得出來？如果我叫你做見證。見證你今

年，不要講從前，好漢不提當年勇。就今年，所有很清楚是因為你禱告， 神成就的，可不可以講

得出來很多件？或是你自己知不知道？還是有些事情成就了，我們不曉得是不是 神聼禱告，反正

它發生了。你們會不會發現要真正去追溯，我們到底發生多少件會有困難，有沒有這樣的情形？

有，很多時候會。它沒發生，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它發生了，有的時候我們因為事情太大了，

我們來教會做見證 — 神聽我禱告，但是真的是因為 神聽你禱告嗎？還是只是 神主動施恩呢？

我們不知道。所以穆勒說：在他一生裏，至少有五萬件他很清楚 ─是他禱告， 神答應的。

在這個點上，我就望塵莫及了。因為很多的時候我們不知道。所以，當倪弟兄在講那篇信息的時

候，我就跟弟兄姐妹分享我的讀書心得。 

我在講他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用三個字表達。禱告前“搶”，禱告中“擋”，禱告後“追”。

所以我用三個字，讓大家記好。第一個，禱告前你要搶時間來禱告，你不搶時間禱告，所有

的時間就被仇敵搶去；你不搶時間禱告，你會發現你找不到時間禱告。這個是我們的經驗都

可以證明的。第二個，如果在禱告中，你不學會“擋”，就是抵擋仇敵的混亂、攪擾、破

壞，你會發現你的禱告常常是淡而無味，然後沒有果效，碰不到主。這也是我們的經驗，大

家都可以證明的。第三個要“追”，就是講到你在禱告的事情上要認真。不管主答應“是”

（YES）or“否”（NO）主不答應，或是主說“等待”（WAIT）“時候未到”（NOT YET），你

都應該在主的面前很清楚的跟主交涉（deal）。因為當你這樣認真去面對你的禱告的時候，我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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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禱告中長進；才可能在禱告中明白 神的旨意；也才可能在禱告中被 神改變；才可能在禱

告中第一手的來經歷 神聽禱告。否則很多事情發生、不發生，對我們來說可有可無，也講不出個

所以然來。所以這是第一件事情講到人與 神。 

2. 在聖靈裏面 

第二個在聖靈裏面。你會說這個太抽象了，什麼叫在聖靈裡，尤其現在靈恩很亂。我在這邊

最簡單地說：至少我們從用心靈和誠實向 神傾心吐意開始。換句話說你的禱告要真正從你心

靈面出來的（mean it）。就像你碰到你一個最知心的朋友，你不會跟他表面文章，打哈哈，隨便講

表面的事情，或是心不在焉，一面跟他講話，一面在想著別的，一面在看著海上開過去的什麼東

西。你一定是真心的，心對心（heart to heart），面對面、 把你的心思告訴他。怎麼禱告？至少

要學習怎麼在聖靈裏，你先從用心靈和誠實，向 神傾心吐意，把你最真實的需要、最真

實的軟弱、痛苦、害怕，甚至把你的敗壞，都一五一十很真實地向祂表達。 

那麼，至於怎麼樣慢慢從心靈和誠實、從真心的裏面被帶到在聖靈裏，那是聖靈要教我們的。

我們本來就不知道怎麼禱告，連保羅都說我本不知道要怎麼禱告。所以，聖靈在教我們，聖靈在

幫助我們。所以，我們先從真實開始，要從我們的心裏面。所以，渴慕在禱告中遇見 神，渴慕我

們能夠常有在聖靈中的禱告，這是我們要有的。至於怎麼樣被帶進去，我們就接受聖靈給我們的

幫助。而且當你這樣真心、真心、真心、迫切、迫切、迫切，然後傾心吐意、情辭迫切，你會發

現：越來越摸著什麼叫“在聖靈裏”。在聖靈裏的禱告常常是讓我們裏面非常有熱忱的

（passionate）、有負擔、有火焰。 

3. 與 神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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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講到相會。說到 神是我們禱告的對象，然後遇見聽禱告的 神是我們禱告最大的目

的和福分。所以賓路易師母（Mrs Penn-Lewis）曾經講過一句話，她說：禱告蒙答應是很蒙福

的事情。阿不阿們？阿們。她說：但是在禱告中遇見聽禱告的 神是更有福的事情。阿不阿

們？更阿們。真的是這樣。我們禱告得答應當然高興，但是就算禱告沒有得到答應，卻在禱告中

讓我遇見了那位聽禱告的 神，這是最有福的事。所以，我們來禱告不是只是發表心願；不是只是

對空氣說話；不是只是在這裡一個痛苦的發洩，而是我們是要有對象的，是來到聽禱告的 神面前。

我把我的心思、需要，把我對祂的愛慕、所有的感覺，我能夠向著祂發表出來。所以， 神是我們

禱告的對象，而且遇見聽禱告的 神是禱告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有一首詩歌，大家都很喜歡唱 —

《我以禱告來到你面前》，對不對？就是來到祂的面前。 

4. 神聖的相交  

第四個相交。祂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親愛的主、祂是我的 神。所以我來，是來朝見祂；

我來，不僅僅有神聖的相會（divine encounter），遠遠地望祂。我在台灣有機會看到蔣經國總統。

我到羅馬去參觀，在梵蒂岡正好教宗在那邊望彌撒， 很多人擠得不得了。你能看到他，你只是遠

遠看他。但是跟我沒有關係。那我們來跟 神相會的時候，不是只是一個神聖的相會、一個榮譽的

相遇，乃是要相交的，來交通的，像朋友一樣。 你說 神高不高抬我們？真的是高抬我們。這個

地上哪裡有人會在乎我們呢？那天我去梵蒂岡或是我碰到蔣經國總統，沒有人會說：“于宏潔在

這裡。”于宏潔算什麼？他連名字都沒聽過。可是，當我們來到 神面前的時候， 神喜樂啊。

西番雅書說： 神因著我們同在而歡呼。你能夠想像嗎？這位默然愛我們的 神，祂一直默

默地愛我們。在我們不知道的時候、沒有想到祂的時候、不在一起的時候、祂都默然地愛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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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祂因我們的喜樂而歡呼。請問有誰這麼在乎你的感覺？你喜怒哀樂那是你家的事情。對不對？

但是， 神可以因為我們所有的感覺，為了我們的喜樂，祂高興到歡呼。《聖經》上表達 神的感情

真的是太豐富了、太豐富了。所以是雙向的交通。 

所以我們的禱告一定要避免，不要成為報告。為什麼很多禱告會弟兄姊妹不想來參加？因為

禱告會淪為報告。教會說有這五件事情要禱告，要為著這個人禱告、為著那個人生病的禱告，為

著誰明天要出去宣教，要為著這件事情。然後大家就開始第一件、第二件、第三件。他報告完了，

換下一個。又開始第一件、第二件、第三件。然後又開始第三個人。輪了三回，你已經快睡覺了，

不要說五、六個人都這樣禱告，你累死了。所以，禱告千萬不要變成報告，更不要成為控告。

“主啊，祢管教他。你看看這個人。”、“主，祢管教我的妻子，我拿她沒辦法。”弟兄姊妹，

我們禱告是來遇見 神，是跟 神相交。不光是神聖的相會（divine encounter），更是一

個神聖的相交（divine fellowship），我跟 神， 神跟我，我們互吐心事。 

三．禱告的重要 

 眾所周知的比喻: 讀經像吃飯，禱告像呼吸 

這是我從小聽到大，在台灣就聽的。到現在這個呼吸還是練不好，常常氣喘。 

 真實的禱告一定有事情發生，不禱告也有事情發生 

這是我講出埃及記十七章，摩西在山上，亞倫、戶珥扶著他，約書亞率領底下的人跟亞瑪力人打

仗的時候。亞瑪力人說到當我們要在 神命定的旨意中往前去，當我們要在這裡承受 神所應許給

我們的祝福的時候，第一個出來攔阻我們的就是亞瑪力人。所以，當他們一出埃及，被 神召出來，

要帶進迦南地，要照著 神的旨意走天路，進去承受應許的時候，亞瑪力人就出來攔阻。任何時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3-06-02 

 

ND-105         Page 8 
 

候你想要愛主、你要為主活，一定有亞瑪力人出來。但是《聖經》上告訴我們得勝之路。

約書亞雖然是大能的勇士，但是底下的勝敗是由山上的勝敗決定的。那個看得見的生活是

由看不見的生活決定的。所以你底下看是約書亞有時候贏，有時候失敗。但是真正掌握、決定

勝敗的關鍵是山上的禱告，是摩西的禱告。所以《聖經》上這句話，我說非常關鍵。那天我讀經

讀到這兒的時候，我裏面有很深的感觸。 

出埃及記十七章十一節，他說：「摩西何時舉手，以色列人尌得勝；何時垂手，亞瑪力

人尌得勝。」 所以那一天突然一句話進到我的裏面，我們唱說：“我以禱告來到你的面前”，

底下有事情發生，對不對？他講什麼？大山被挪移，道路被修平，列國歸向你。好像有事情要

發生。但是你會說我看不到，所以我們就不禱告。但是你要曉得，當我們不禱告的時候，也一定

有事情發生，就是亞瑪力人得勝。這是摩西親眼看見的。所以，他再累，他都要把手舉起來。《聖

經》上也告訴我們，這麼屬靈的人，他也是會疲倦的。摩西疲倦了，所以亞倫、戶珥兩邊扶著他。

《聖經》上說把他禱告的手穩住，讓他穩住，一直到日落，一直到亞瑪力王被殺。這是講到要禱

告。所以，一個人如果真看見禱告的重要，他就知道禱告不是可有可無的事情，禱告是不能少的

事情。不用你叫他來禱告，他都要來禱告。因為他知道如果不禱告，太多的事情要發生。更何況

他禱告，有多少的正面的事情要發生。所以請弟兄姊妹要為著你的家、為著你的孩子、為著你的

服事、為著你所有的事情，都要禱告。 

 前輩們的提醒 

我只能列了幾句話。倪弟兄講過：除非我們有正確的禱告生活，我們就不可能有正確的生

活和事奉。我常常說傳道人，包括我自己，我們常常最虧欠的，常常都是在禱告生活中的虧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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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說我們沒有做工，我們其實都很殷勤地在做工，我們也很認真地在過生活，可是那不可少的

只有一件。那常常就在不可少的事情上，我們忽略了 — 就是來到主的腳前，來親近祂，來跟祂

相交。 

這個我寫未知（Unknown）。我以前找了一些關於禱告的格言，我這次獨獨缺了，大概我上次

出外講道帶去了，不知道到哪裡去了，所以這句話我一下子找不出是誰講的。他說：什麼時候當

我們禱告的時候，我們就達到了前所未有最高的境界。章伯斯（Oswald Chamber）說：禱

告不僅僅是求 神作事。他說：禱告本身就是一件最大的事情。另外還有很多的話 — 我們

能夠帶給人最大的祝福就是為他禱告。威廉（William）說：當最軟弱的聖徒跪下來禱告

的時候，連撒但都會懼怕、顫慄。撒但被嚇到了。再軟弱的基督徒只要他跪下來，撒但就緊張： 

怕發生些什麼事（something happen），怕天就跟他相連了。 

 那我想這些格言你們將來可以找到更多。我這裡提到的三個，基本上就是我上次講到的“穩

行在高處”。“穩” 講到，當我們有正確禱告的時候，我們的生活、事奉都“穩”。那麽

“高”講到，當我們禱告的時候，我們就達到最高；“行” 講到，禱告不僅僅求 神做事，

禱告本身就是在做最大的事情。在這三個角度，我各挑了一節格言讓大家參考。 

 

四． 禱告生活的實行  

    1. 禱告的方向與內容 --「主禱文」的示範 

禱告生活的實行，《聖經》上教導我們，主耶穌教導我們主禱文， 這個我就不多講了。因為

主禱文一方面内容本身也有很多東西可以講，一方面大家很熟。主禱文最主要分二大部分。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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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 

      第一，先求 神的國和祂的義，對不對？「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主耶穌教導我們的禱告，第一

件事情是從天禱告起的。而我們的禱告常常是從眼前禱告起。那麽 神叫我們先從天禱告起。“我

們天上的父”，那個關係就是不一樣。我們的老爸在天上的，所以什麼話都可以跟祂講。然後，

我們為祂的旨意禱告、為祂的國禱告、為祂的民禱告。那麽接下來呢，就是為著我們的生活：「我

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 。接下來，為著我們屬靈的生命、為著我們人際關係、為著

我們所有發生的事：「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人的債」 。然後，也為我們禱告，禱告在這個

凶惡的世界、在仇敵的試探、攻擊底下保守我們：「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 。

這是主耶穌教導我們的禱告，對 神、對人、對生命、對仇敵，各方面祂都教導我們。所以這是一

個非常非常好的禱告的樣本。 

 

2. 主所教導的禱告方法 -- 四件重要的提醒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

然報答你。」太 6：6 

我說過了，在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穌不僅僅把主禱文給我們作一個示範，祂教了我們一個

禱告的方法。這句話常常被大家忽略的，我們可以很多人講各種禱告的方法，但是沒有一句話、

沒有一個教導比主耶穌講得更直接、簡單、容易明白。所以，我們在這裡看主耶穌所教導的，第

六章第六節，我們一起來讀，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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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太 6：6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

然報答你。」 

在這裡提到四件事情。這是主耶穌教的。你看我們要學琴，我相信你如果能夠把孩子送給 Sister 

Sandra（美國鋼琴家桑德拉姊妹）去學，你一定高興得不得了，對不對？但是她不會收的啦，真

的，沒有資格去找她的。 如果真是她肯接的話，你一定高興得不得了，對不對？你要學數學，把

你送到愛因斯坦那裏，你要學物理去找他，高興得不得了。你要學藝術，去找 Michelangelo（米

開朗基羅），高興得不得了，對不對？哪裏能夠找到大師來教呢？但是在這裡，你要學禱告，跟誰

學？跟主耶穌學。所以，我想我們今天講禱告的生活，我不能不提主耶穌教的方法，這個方法太

重要了。四件事情： 

第一個，進入你的內屋 ─ 用心靈和誠實，傾心吐意 

從外面來説，我們的確盼望能夠有一點安靜的時間（quiet time）、和有質量的時閒（quality 

time），一種真正的安靜、不受打擾、不受打岔、高品質的時間，把我分別出來，讓我可以來親近 

神。但是，如果你的外在環境沒有這樣的環境。就像有一個很有錢的人，他買了一個房子，他特

別在後院蓋了一個小屋，他學摩西一樣，蓋一個帳篷（tent）、跟大衛一樣蓋一個帳篷（tent），是

一個小屋。是他每次親近 神的時候，他就進去，全家都知道，爸爸或是先生進去親近 神了。那

他有這個條件，那我們沒有，沒有關係。因為真正在乎的是：英文的翻譯也叫作進到我們的內

室（inner chamber）就是進到你內心的深處。學習從一切的吵雜、煩亂的環境裏面，混

亂的生活裏面，把自己分出來，或是退到我們裏面深處去靠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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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在坐飛機的時候，在海外忙的時候，舟車勞頓的時候，有時候就靠在椅子上也睡不着，

可是你可以進到内室（inner chamber）去朝見祂。你外面是很忙，你外面是很累，你外面是很多

的吵雜的聲音，旁邊有人抽煙、有孩子哭。可是，你的心可以進到最深的裏面來親近祂。這是進

到内室。然後另外一個角度，也就是講到我們要用心靈和誠實，這種傾心吐意是從裏面出來的禱

告。進到内室，不是很膚淺的、不是表面的、有口無心地“主啊，求祢祝福我！主啊，求祢保守

我！主啊，求祢讓我明天怎麽樣。”講得不痛不癢的，沒有感情、沒有感覺。 神希望我們是從裏

面出來的，進到内室。 

第二個，關上門 — 收回一切的紛亂，遊蕩的心思（修理關不上的門、化打岔

為禱告張本） 

換句話說，要把一切紛亂、遊蕩的心思把它收回來。這是要操練的，所以我剛才講到禱告中

要什麼？一個字“擋”。 要“擋”。我曾經講道的時候講過這個，我說如果你家的門壞了，你會

做什麼事情？修門，對不對？你不可能門壞了以後一個月不修，不可能的；一年不修，不可能的。

可是你發現很多基督徒信主十年、二十年，禱告的門壞了，他從來不修。每次禱告都被人家打岔，

仇敵要來就來，要進門就進門。我相信你絕對不會讓你家的門留在那邊不修（leave it unfixed）過

夜的。萬一半夜小偷來怎麽辦？半夜壞人來怎麽辦？沒有一個人會把自己的大門整夜故意開著， 

不管它。可是你卻發現我們禱告的門壞了，每一次跪下來，仇敵就來打擾；每一次跪下來，紛亂

的思想就進來。結果我們幾乎幾年仍舊那樣（leave it like that for years），我們都不去修它。一年

又一年的，任憑仇敵來打岔我們的禱告，還是不去修它。所以，弟兄姊妹要起來修自己的門，

要讓禱告的門可以關得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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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記不記得我曾經跟你們建議過一個修門的方法。 當你關不上門的時候，你就把那個

關不上門的那個原因先來禱告。就是把那個最容易打岔你的那件事情化成你禱告的章本。

例如說，你每一次跪下你就想到在外面讀書的孩子：不曉得他愛不愛主？不曉得他是不是健康？

不曉得他現在怎麽樣？你每一次跪下來就是想到第一個最常打擾你的就是他。那你就專心地、好

好地先為你的孩子禱告到透，就迫切地為他禱告。禱告到有一天主告訴你說這個孩子在我的手中，

或是你禱告到你那麽放心地把孩子交在主的手中，你知道主會照顧（take care）他，比我照顧（take 

care）還好、比我擔心還有用。 

我也曾經跟你們講過我在職場裏面做了 12 年，那 12 年裏面美國經濟一直都不好。從 1980

年我開始做事，到 1991 年底，美國經濟經過了好幾次的波動，公司裁員、裁員、裁員、（lay off）。

我跟你講基督徒沒有免疫症的，你不會說你當了基督徒就不會撞車、你當了基督徒就不會被裁員

（lay off），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每一次要碰到裁員（lay off）的時候，全公司都緊張，因為跟你

的技術不是直接有關的，因為公司沒錢。你的利用價值完了，他就叫你走。所以都要預備好。我

剛開始的時候，當然也很緊張，明天公司要宣佈了，又要再裁掉很多人。然後聽説我們的部門也

可能被裁，會不會緊張？會！我記得那個時候，我最後一個工作在就是在庫比蒂諾（Cupertino），

靠近基督五家(教會)。我在沿著鐵軌走路的時候，在那邊來回散步為著明天公司要宣佈裁員（lay 

off）禱告。 我就跟主講，我說“主，祢看我這個工作是祢給我的。”我根本連找都沒找，是獵

頭（hunter）直接來找我的，然後我連履歷表都不是我寫的，是他幫我寫的。他只是說這個公司

很需要你、你的技術，請你過來。我說我連履歷表沒有空寫。他說你只要電話告訴我你的經驗，

我幫你打。所以，我那天去面試（interview）的時候，我的老闆拿履歷跟我面談，我說那個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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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的。所以，我說：“這個工作是祢給我的，我都做了見證了，然後我又在教會當負責弟兄。

主啊，祢把我裁員（lay off）的話，祢的面子往哪裏擺？祢說我怎麽去做見證？”啊，就有很多

的理由，也會擔心，對不對？ 

可是當我那天在擔心的時候，我就在那個鐵軌上來回走，我就禱告。因為我一禱告，這件

事情就會打岔我，我就專心為這件事情禱告。禱告到真的或生或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

常顯大，那個心志、力量在我裏面的時候，這個擔憂（worry）出去了。真的出去了。我

從那個時候出去以後，我底下所有的禱告、所有的生活，這個東西不回來了。因為我知道我已經

認定祂，我從祂手中要接過明天所有的結果。而且我知道 神绝對是為了最上好的旨意和祝福來決

定我明天的結果。並不是祂答應我說明天不辭退（lay off）我，真的。而是因為我完全的信託，

帶來了完全的安心；完全的順服，讓我在主的面前不再憂慮。 

我動手術那次也是一樣。我跟你講我沒有被辭退（lay off）。 我動十五個小時手術的那次也

是一直擔心、一直害怕。醫生把所有可能的危險都跟我講。瘤腫得這麽大，比我現在十倍大，醫

生講這個結果、講那個結果，于師母聼得都哭了，嚇壞了。我那天怎麽禱告？一跪下來憂慮就來，

一跪下來害怕就來。我怎麽安慰我自己，安慰好了站起來，做做事情憂慮又來。因為那個時候亞

倫（Aaron），我的小兒子還不到一個月，還沒滿月，我在想我死了怎麽辦？他們怎麽辦？我在想

我如果殘廢了，一輩子歪著頭，變成那樣走路的人，臉歪到一邊去，怎麽辦？我將來怎麽去參加

孩子們的教師家長會（PTA）？我怎麽去參加同學辦的生日會（birthday party）？我通通都想過。

那個害怕就一直來、一直來、一直來 ……。 

可是當我跪在主面前禱告，一直禱告，我就要禱告透（pray through）。腓立比書第四章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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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 神。 神所賜

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當你禱告透（pray through）的時候，你把它真正從你的手中交到 神的手中，你認

定這位愛我的 神，祂從來沒有降災的意念，祂從來不會做錯事，而且祂所做的每一件事

情，都是有積極、正面、愛的目的。當那樣禱告，禱告到透的時候，害怕出去了，憂慮出去了。

你再跪下來的時候，你發現門是關著的，這叫“關上門”。 

第三個 禱告你在暗中的父 ─ 要有明確的對象: 是來到 神面前（你父在暗中

察看） 

講到禱告一定要有明確的對象，就是我們前面說的，你是來到 神的面前。很多人的禱告，原

諒我說，因為這是我自己的經驗，所以我相信在你們也會有，很多的時候我們禱告，我們用的話

都對，我們也會講屬靈的話，我們也會有很多屬靈的思想，但是仍然缺少了對象。它常常是我們

情緒的發表，常常是我們感受的流露就是了。有時候我們覺得我們躺在床上也可以跟 神交通，其

實你只是在想一些屬靈的事，缺少直接來到 神的同在中。我想你們如果深入一點，你都知道我在

講什麼。就連我們參加禱告會跪在那裏，我們很多的時候，就是我們的老練、我們的經驗，都會

讓我們有很多話，像湧流的話從我們裏面出來，我們很自然就會做一個很好的禱告。可是我們並

沒有碰到主，也常常不是在主的同在中。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要平衡。我不是說要把大家弄得很不自然 — 哎呀，我現在覺得主不在，

那我就不禱告了。那也不是這樣。 神的同在不是藉著感覺來的。我們是藉著信心，進入 神

的同在。祂說我們親近祂，祂就必親近我們。祂應許我們可以藉著禱告，坦然無懼地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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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恩的寶座前。所以我不是凴感覺祂在不在，而是我是凴信心我知道祂在，祂一定在。而是我

要學習隨時把我紛亂的思想、或是沒有祂的這種境界，隨時把它帶回來。所以我們的心幾時轉向

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而且我們可以敞著臉，見著祂的榮光。 (哥林多後書三章十六節到十八

節)。對不對？這是我們要操練的，一定要操練的。 

第四個 父必然報答你 ─ 要存著活潑的信心，知道主必垂聽且賞賜（即使沒照

所求的成就） 

這個暗中不是在黑暗中（darkness），是在秘密的地方（in secret place）。就是 神

把自己隱藏起來，好像在暗中， 看不見，雖然看不見祂，但是祂都在。祂會聽，而且祂

一定會報答。所以禱告要帶著信心，帶著盼望來禱告。從來沒有一個姊妹進到美容院（beauty salon）

裏面，不帶著盼望進去的。對不對？你會我帶著什麼頭進去，還是什麼頭出來嗎？已經兩天沒洗

頭了，油油的，又有頭皮屑，你怎麽進去還是怎麽出來嗎？ 從來沒有人會這樣。總是已經挑啊，

我出來要變成這個樣子。你會帶著盼望進去的。所以貝真教士說她每一次來聚會，她都進了耶穌

美容院（Jesus salon）。她說因為耶穌可以讓我變得更像祂。那個姊妹很可愛，那個宣教士，每次

講話的時候你就覺得她的生命太寶貴了。她說：“我每一次親近主，每一次來到主面前，我

就是來到耶穌的美容院，讓耶穌改變我。” 

所以來到主的面前一定要帶著這樣子的盼望，希伯來書十一章第六節也告訴我們：「人非有

信，尌不能得 神的喜悅。因為到 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 神。」必須信 神在，必須信 神

是。三個方面。下面接著說什麼？「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所有來到主面前的， 神不會

叫我們空手而回。就算你這個時候所禱告的事情，沒有得到答應，這是不是常常有的經驗？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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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人禱告不得答應的經驗？請擧手，好不好？很多。那沒舉手的，你每次都有答應呐？還是

你從來不禱告？我禱告不得答應的經驗比我禱告得答應的經驗還多。我上次講完的時候， 

Cupertino 小組的姊妹說我給她們很大的安慰，她們以為只有她們禱告不得答應。我說我禱告不得

答應的經驗比我禱告得答應的經驗多很多。她們好安慰哦。 

但是禱告沒有得到答應沒有關係，沒有照著我的方式成就沒有關係。但是禱告一定有

結果的，你真實的禱告一定有結果的。 神沒有照著我們所求的成就，但是祂可以照著祂所要

賜給我們的福來改變我們。所以你禱告，如果 神沒有答應，你只僅止於沒有答應的失望，太可惜

了。如果 神沒有照著我們所求的答應，但是祂卻把更好的給我們，或是藉著禱告祂改變了我這個

人，讓我禱告從自我中心轉成以 神為中心，讓我的生命從自私、狹窄、卑賤、敗壞變成祂的寬廣、

仁愛、豐富，各方面的這個美德，那不是一件更美的事情嗎？所以在禱告中真實地遇見 神，所有

的禱告都是要有結果的。很多時候 神不僅僅是成就我們所禱告的事。就算祂沒有成就，祂一定

會讓我們明白祂為什麼沒有成就。而這個明白跟這個所帶來的改變，會讓我們更有價值，

讓我們常常得到的是更豐富的祝福。這是真的，這個不是在這裡替 神解釋。 

 

3. 其他關於禱告的教導 ─ 十個竅 

 

在這裡我又提到《聖經》裏面其他關於禱告的教導，因為其他關於禱告的教導其實也很多。

那我剛才講過了，要一個傳道人一個鐘頭要講完禱告，都很難，更何況我只有四十五分鐘。那我

已經傾全力地把《聖經》上幾個禱告的竅、《聖經》裡禱告的教導，已經濃縮、濃縮、濃縮在這裡。

所以在這裡講到個人或教會的禱告，我講到十個竅門，等到下面再講到教會禱告的時候我再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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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 

個人禱告至少有這十個點是我們要注意的，這是《聖經》教導的。那你不見得要十個都達到， 

神才垂聼。因為 神其實是非常豐富、非常有憐憫的，祂也恩待我們、了解我們。有的時候我們根

本都沒有這些條件，祂也一樣恩待我們，祂祝福我們。但是，更多的時候，祂希望我們在這幾個

點，我們都有認識，都有長進，都能夠注意到。 

第一竅：信心 

禱告要在信心裏面。沒有信心，不能得 神的喜悅。剛才我們讀的希伯來書十一章第六節。那麽雅

各書第一章第六節他說：「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因為那疑惑的人，尌像海中的波

浪，被風吹動翻騰。」你如果都不信 神，你禱告有什麼用呢？對不對？但是並不代表你沒有信

心， 神不成就。我說過 神很多的時候是越過我們的不足和軟弱，那是 神的恩典。但是對那種真

正要在主面前，開始慢慢長進了、要開始慢慢學功課了，那神就希望我們在禱告中有真實的長進，

讓這個信心能夠在我們裏面不住地增長。我們的信心能夠因著對 神的認識，藉著我們對祂的經歷

能夠不斷地增長。這是信心。 

所以我曾經講過穆迪有個很調皮的小孩，他很小的時候穆迪把他放在桌子上，叫他跳到他爸

爸的身上來。那個小孩子不敢跳。我想我們很多爸爸都做過這件事。因為他從來沒跳過，才兩歲

多，他很緊張。穆迪兩百八十磅，全身都是肉，像彈簧床一樣，那孩子還是怕。他怎麽鼓勵，他

都不敢跳。後來終於跳了，一跳下來，他爸爸果然抱著他，哎呀，圓滾滾的肉，好舒服哦。當穆

迪再把他放回去的時候，他看了兩下，他就跳了，他沒有那些猶豫，他看一看，他就跳了。第三

次放上去，他幾乎不看就跳了。所以穆迪後來說，他說：“我每一次下班，我的鑰匙才放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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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時候，我就要預備好趕快脫鞋，因為我的兒子已經衝到那個桌子上等我，要準備跳下

來。” 

你看到沒有？從那麽害怕、緊張，到慢慢不怕，到他享受（enjoy）它，是因為不住增長的信

心。他真知道我所信的是誰，祂是可靠的。 神要訓練我們在禱告中要有信心。所以當一個孩子只

是小嬰孩（baby）的時候，他哭，爸爸媽媽都給他，沒有所謂的信心。完全就是愛， 神就是給。

所以很多人說，剛剛信主的時候，禱告最靈。剛剛受浸完，禱告什麼， 神都聼。所以，有些老練

的人都跑去找初信的人為他禱告：求求你，我已經禱告了十天了， 神都不答應。你剛信主， 神

可能會聼你的。但是 神不希望我們永遠學在這樣， 神希望信心是增長的。所以第一件事情講到

信心。 

第二竅：在聖靈裏面 

猶大書講的這幾件事情：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裏禱告。底下講到：保守自己常在 神

的愛中。所以告訴我們禱告要在聖靈裏。我剛才已經講過了，如果你真不知道什麼叫在聖靈裏，

先不要擔心，也不要害怕，先從用心靈和誠實開始。先學習在主的面前傾心吐意，情辭迫切，先

從這裡開始。可以嗎？ 

第三竅：奉主的名 

約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三，二十四節，這是主耶穌自己講的，他說：「到那日，你們什麼也尌不問

我了。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若向父求什麼，他必因我的名賜給你們。向來你們沒

有奉我的名求什麼，如今你們求尌必得著，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所以在這裡講到為

什麼基督徒的禱告，我們都鼓勵弟兄姊妹學習禱告結束的時候，用“奉主的名”。不是只把它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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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口號講，一個表面，好像講一個什麼符語，一個密碼一樣，不是的。它實際上從心裏面知道

是主為我們贏得這個名，我沒有時間細講。 

我曾經跟你們講到“主的名”代表了三件事情。腓立比書第二章那裏告訴我們：「 神將他

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

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所以當我們講到主的名的時候講到三件事情：

第一件，講到基督的完全得勝。祂被升為至高，所以我們在這裡支取祂的權柄，支取祂的得勝。

第二件，所以主的名裏面帶著權柄、帶著得勝。第三件，所有的人因為這個名都要屈膝。

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這個名都要屈膝。講到我們在這個名的底下，我們完全地降服，

我們尊主為大。所以你不要以為“奉主的名”只是口頭禪，隨便講一講，當你講要奉主的名，你

要能夠用這個名所有的權柄跟能力的時候，你需要降服在這個名的底下，不然我們的禱告沒有用。

你是為自己活，你沒有要讓主做主。你奉祂的名禱告，白奉的嘛，對不對？所以，當我們在這裡

講“奉主的名”的時候，知道這個名是祂為我們從死裏復活、升上高天、擄掠仇敵、進到

榮耀、達到寶座，父 神把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賜給祂，說到這個名充滿著權柄，所有的

名在祂面前都要降服。你任何的病、任何的困難、任何的人，只要有名的，帶到這個名的底下，

都要降服。所以這是權柄。那也講到我們對祂的降服，說到“奉主的名”很重要。 

第四竅：照著 神的旨意求 

或是像雅各書第四章第三節：「你們求也得不著，是因為你們妄求。」所以在這裡講到禱告的

時候需要照著 神的旨意。約翰一書五章十四節是很重要的經文，這是很多人很困惑（confuse）

的事情。那主應許我們無論向祂求什麼，祂都要成就，那為什麼我的禱告 神不答應呢？所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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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這《聖經》裏面講真理、用真理、用應許的時候，你絕對不能斷章取義，你需要整體，全面

性、一貫性地來看。所以《聖經》的關於禱告的教導，你一定要全面看，不然的話你會不明白為

什麼這一節 神沒有兌現（cash）？所以他在這裡說：我們若照他的旨意求什麼，他就聼我們。

這是我們向他所存坦然無懼的心。而且我們一切從祂所求的，就從祂得著。所以，有一個

前提，我們要學習照著祂的旨意。那你會問說到底什麼是 神的旨意，那是我們《新人門徒訓練》

的另外一堂課，我們將來會講，怎麽樣照著 神的旨意。 

第六竅：舉起聖潔的手 

提摩太前書第二章：「我願男人無忿怒，無爭論」或是沒有疑惑，「舉起聖潔的手」不是只有

弟兄，姊妹們也要。也並不代表你要這樣才是禱告，要舉手。它都是指的我們這個心向上而去，

然後我們要聖潔。那你會說，那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禱告了。《聖經》上講的聖潔，不是我們天然

人的觀念：無暇無疵。那是只有 神的兒子。《聖經》上講的聖潔，原文是分別（separation），你

要從污穢，從不討 神喜悅，從這個卑賤、不潔的光景裏面、從世界裏面，被 神分別出來。所以

當我們每一次禱告的時候，不管你現在活得多軟弱，有多少的罪，有多少不討 神喜悅的事，你一

定要在主的血的底下，求 神潔淨我們，我們要願意脫離我目前不討 神喜悅的罪。所以詩篇在這

裡講到說：「我若心裏注重罪孽，主必不聼。」講到我們心裏面如果注重罪孽的話——六十六

篇十八節。那另外一節經文是以賽亞書五十九章一到二節，你可以回家看：「耶和華的膀臂，並

非縮短不能拯救；耳朵並非發沉，不能聽見。……，你們的罪惡使他掩面不聼你們。」是

因為我們心裏面的這些罪惡。 所以當你一直持續地活在罪中，不討 神喜悅的裏面，不肯順服 神

的裏面，你要 神聼禱告，那 神常常就寧可先不答應我們的禱告。所以這是講到聖潔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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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竅：隨時不住地禱告 

帖前五章十六節：「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就是永遠不停地（unceasingly），

是持續的禱告。所以禱告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是一個持續的事情，它不是偶然的事情。更不是

我今天講的： 神啊，我保證未來十五年不來打擾祢。那個都是不認識 神。 

第八竅：隨處 (任何地方都可以) 

所以你洗碗的時候、開車的時候，不是只有在教會的時候。但是當然也有年長的弟兄提醒我們，

你如果沒有分別固定時間的禱告，你不容易建立起真正的禱告生活。你不要說我隨時可以禱告，

你說你隨時可以禱告，常常你是沒有禱告的人，你只是在想一些事情，求一些事情。可是當你學

習真正有一點分別的時間、安靜的時間來禱告，你會發現你比較能夠真正進入禱告的生活。所以

隨處是很重要，我們的確是要操練。 

第九竅：多方 

就是從各種的角度，我們好像搭起一個禱告的網，把所有可能被仇敵破壞的事情，像碰到福音聚

會，我們不光為著講員，或是為著我們的要做見證的人禱告，我們為著每一個來的福音朋友禱告，

我們為著天氣禱告，我們為著各樣的服事、為著招待、為著會後陪談，我們也為著福音朋友不會

發生什麼事情打岔他們。你等於禱告像一個網一樣，把整件事情用禱告保護好，讓它被成就。所

以我們得不著，因為不求。 

第十竅：儆醒不倦 

所以，要照著 神的旨意，多方的禱告，而且在此儆醒不倦，就是指禱告這件事情，禱告的本身需

要儆醒。你不儆醒，就被仇敵搶去，我們永遠學不會，然後永遠沒有時間，然後永遠沒有進到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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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甜頭，沒有進到禱告該有的境界。所以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大家一定要看重這件事情，要

在此儆醒不倦，是指在禱告的這件事上，要很儆醒。 

 

四：個人和團體兩種最基本的禱告生活的實行 ─ 『穩行在高處』

的提醒 
 

個人跟團體兩個最基本的禱告生活實行，我在這裡提到了兩個。一個是叫交通的禱告，是重

在親近 神，團體（fellowship），就是我們享受（enjoy）與 神相會、相交，這種事完全就是親近 神，

像馬利亞坐在主的腳前一樣，這是親近 神的禱告。就是我個人渴慕 神、像鹿渴慕溪水。我藉著

詩歌、藉著詩篇、藉著主的話，我們個人也好，教會也好，像我們教會有的時候，我們禮拜六早

晨我們平常禱告會的前面，我們都是先來親近 神，個人跟團體來親近 神。那麽第二個呢，是代

禱，就是為的人、事、物，為著發生的事情，我們在 神的面前祈求。 

1. 交通的禱告 

重在渴慕 神、親近 神，與 神相交，它是一切禱告生活的根基。有各種不同的禱告，這是所有禱

告裏面的根基，是最重要的、最不能少的。一定要藉著禱告來親近 神，享受祂的同在。 

    2．代禱 

重在我們憑著信心，照著 神的旨意，在這裡祈求，在這裡替 神執掌權柄。 

 

    所以當我們講到團體的禱告的時候，我前面講到的十個點， 要再加兩件事情，是用在教會禱

告上。有沒有想到是哪兩件事情？ 

我們看一下馬太福音十八章，我們講完就要完了。十八章十八節到二十節：「我實在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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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我又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甚麽事，我在天上的父，必

為他們成全。因為無論在哪裏，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裏尌有我在他們中間。」 

所以教會的禱告，我加了兩件事情：第一件，同心合意。教會的禱告，一定要求大家要同

心合意。所以如果教會本身有分裂，有不和，有爭競，有這些事情，我們的禱告 神不垂聼。連夫

妻都是這樣。所以彼得告訴我們說：你要跟妻子一同禱告，因為她比你軟弱。講到我們一定要在

主的面前，使你們的禱告沒有阻礙，就是禱告有些事情是會阻礙（stop）我們或是讓我們得不到

答應的，就是當夫妻兩個不能同心。同樣在教會裏面也是這樣，當教會不同心，你就發現禱告不

容易成就，因為這教會本身不討 神喜悅。 

第二件，是帶著權柄、能力，替 神掌權在地上。因為 神把這個權柄交給教會。所以我

們說在天上捆綁，在地上也捆綁；在天上釋放，地上也釋放。這裡是用複數，說到你們、底下也

講到教會。所以，教會的禱告是很重要的。當教會對，教會的光景對、教會在主的面前對禱告的

認識對的時候，其實禱告是很有權柄的事情。所以我們買會所時，會所被別人買去的時候，我說

我們要學習來執掌權柄的禱告。大家記不記得？該撒的物歸給該撒， 神的物歸給 神。所以那個

時候被人家買去了，我們的禱告不是說苦苦哀求說： 神啊，為什麼呀？神啊，讓我們相信祢的旨

意是美好的，我們學習順服；或是神啊，求祢這樣，求祢那樣。那時候 神給我們的要求是：不要

求，起來吩咐，叫他交出來。所以我們那一陣子教會一個多月的禱告，都是說：“ 神，我們奉

祢的名，叫他交回來。”結果他就交回來了，他真的交回來了。這是為主執掌權柄。真的！在

教會歷史上發生很多的事情，戰爭也好，政變也好，發生大自然的災害也好，教會的禱告，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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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改變過來。 

 當然我們離這個境界真的很虧欠，差的很遠。但我希望我們一起來加油。所以這個禱告生活

的實行，我雖然講了兩個：交通的禱告跟代禱，但如果你配上個人跟團體，所以實際上是講到了

四個實行的。1. 個人交通的禱告，2. 個人為別人代禱。 3. 是教會的交通禱告，教會一起親近 神，

一起來享受 神，來愛 神，來渴慕 神。4. 教會集體的禱告，為了神家，為了教會的復興的禱告。 

所以我們鼓勵弟兄姊妹參加禱告會。《疾風烈火》的作者辛傑米（Pastor Jim Cymbala ），他

的第一本成名著裏面的那段話我們都非常感動。他說如果你去看一個教會，禮拜天人很多的

話，常常是表示這個傳道人這個牧師很受歡迎。但是如果你去看一個教會的禱告會人很多

的話，表示耶穌很受歡迎。可是你發現，今天眾教會都是禱告會是人數最少的。我每次到紐約，

只要有空可以多停留兩天，我就想參加他們的禱告會，因為他們的禱告會是三、四千個人禱告。

弟兄姊妹，禱告會七點鐘聚會，他們六點多、五點多，就有人在門口排隊，等著進來禱告會。我

真的感動，這個教會真的是愛主。 

那我們就多加一個，我們希望禱告會和擘餅聚會是大家最重視的聚會，來記念愛我們的

主，來親近那聼禱告的 神。同樣的，我們有這麽多的事情我們要禱告，我們需要代求，你會說

我自己的事情都禱告不完呢。每次要禱告你會發現有好多事情禱告不完。這個人要禱告，那個人

需要禱告；這件事要禱告，那件事要禱告。有時候你一想，你就很煩。然後每一件事情都蜻蜓點

水，禱告不透。你說那我還要禱告嗎？ 

我講完這個例子就結束。有一次有一個年輕人，一大清早到海邊去跑步（jogging）， 那天晚

上那個浪潮把這個上千的海星沖到海岸上，整個海灘上都是海星（starfish）。他就看到一個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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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晨曦中散步，他就一面走一面撿起海星，就往裏面丟。撿了一個，往裏面丟一個。然後他就

覺得，你這個老人家好笑（ridiculous），你在做什麼事情呢？上千的這個星，你丟過去，你怎麽可

能丟得完？所以他就很好奇，跑去找這個老人家。他說你為什麼要丟這個，沒有什麼幫助嘛，你

只能丟很少的。這麽多，整個海灘上都是。老人家笑笑地對他講：“年輕人，我知道我不可能

全部丟完，但是我對每一個被丟回去的，對它而言會是一個巨大的不同（to this one，it will 

make a big difference）。我每一個丟回去的，對它都是一個極大的不同。” 

所以弟兄姊妹，雖然我們有太多的事情要禱告，我們真覺得禱告不完。但是你就先照著主量

在你旁邊的，主給你的負擔，先開始禱告。從你看得見的人，是主給你特別負擔、為福音、為宣

教、為教會的這個福音工作的長進，或是為了教會掌執團隊領導們（leaders）禱告，或是為了孩

子們，為了下一代。不管 神把什麼負擔放在你裏面，你先從這裡開始。你所有的禱告，都會帶來

改變、都會帶來不同（will make a difference）。 

 

禱告 

     主，我們謝謝祢！祢真的是太愛我們了。祢把禱告的權柄，這麽清楚、這麽容易地賜給了我

們。讓我們奉祢的名，讓我們在祢名的底下，可以坦然無懼地來到父 神的面前。主，我們再次承

認在禱告上的虧欠；我們也承認我們在禱告上我們膚淺，我們需要祢來教導我們。常常藉著聖靈

替我們禱告，照著 神的旨意替我們禱告。主，把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都交在祢的手中。希望這些

信息，我們不是聽聽説説就過去了。幫助我們，真正地起來，在此儆醒不倦。讓我們常有隨時、

多方、隨處的禱告，常有合祢心意的禱告，常常有真正與祢相會，而且帶來不同的禱告。謝謝主！

聼我們這樣的祈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