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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鴻22帖—

魯益師論禱告》的感悟
區應毓

魯益師或譯作路易斯 (C.S.
Lewis)是20世紀中葉以來影響世
界的一位重要基督教護教學家、思想
家、文學家、魔幻和科幻小說家、英國戰
時BBC廣播員。他的《納尼西傳奇》形成
一股納尼西風潮，深為廣大讀者群所喜
愛；並且拍成動畫片，近年又由迪士尼和
華爾頓媒體拍成電影。魯益師離世前，於
1963年4月完成此最後一本曠世名著《飛
鴻22帖  魯益師論禱告》，有的中譯本
名為《致馬爾肯書信集: 論禱告》。這是
魯益師的愛妻 Joy Gresham 去世後，他在
痛苦中對禱告的感悟。全書並沒有他以
前著作中所表現雄辯滔滔的護教風格，
而是充滿溫純敦厚的成熟人生智慧。
對魯益師而言，上帝既是無比親近，
亦是無限遙遠；我們可以感受到天父的
親切，同時亦意識到祂是莊嚴全能的神。
故此，他直言：禱告是「我們揭開了自
己…改變的是我們以被動地，轉成主動
地被認識。不再是單單被知道，我們闡
述、披露自己，呈現自己讓神察看。」 1 既
是自我在上帝面前的披露，我們的態度
就要「真」真誠、真實、真心、真我，這

是我們在神面前禱告時應有的態度。我
們不能在神面前虛偽矯飾、虛浮不實、虛
有其表，我們務必追求真實。
禱告是神與人的「相遇」，魯益師指
出：「當我們真稱祂為『你』時，祂便以
『我』來和我們談話。」2上帝既是無所不
在，亦是無時不在的神，我們就可以坦然
地，以真誠的心與祂相交。禱告是信徒敞
開心靈與神密切的靈交，生命與神在愛
裡契合。上帝在「永恆的現在」裡垂聽我
們的禱告，祂在永恆裡看著我們，並且按
著祂的旨意應允我們的禱告；只是我們
需要在時間的層面上去經歷神。全能的
上帝本不需要我們的協助，但祂喜悅讓
我們藉著禱告的行動去經歷祂，並且參
與祂的旨意。禱告是我們以行動與上帝
的行動連結在一起，我們願意祂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以下是禱告所
包含的要素: 3
禱 告 的內容 有：認罪、感恩、讚美、傾
訴、祈求、代求、宣告。
禱 告 的 方 式 有：跪、坐、站、
臥、俯伏。

禱告的時間有：早、午、晚、隨時。
禱告的地點有：密室、戶外、隨處。
禱告的目的是：神的旨意得成就。
禱告的態度是：必須敬虔、真誠。
禱告的原則是：必須先求神的國和神的
義，神在個人生命中的旨意得成就。
禱告的要訣是：交托、堅信、恆切。
禱告的果效是：神得榮耀，人得恩助，撒
旦受制，聖工得以完成，神國得以彰顯。
1	魯益師著、黃元林譯《飛鴻22帖—魯益師論禱告》，
台北：校園團契出版，1999，頁36 (C.S.Lewis，Letters
to Malcolm: Chiefly on Prayer，N.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64)。
2	同上，頁37。
3	生命樹查經班，《登山寶訓》第十課，主禱文（一）。

司布真

禱告神學
的實用主義
王成偉

  司

布真是十九世紀最有影響
力的其中一 位牧者，素以
精彩的講道聞名中外，但他的禱告和有
關禱告的教導更爲當代人津津樂道。對
司布真來説，禱告不單是靈性生命的必需
品，更相等於一個人自然生命的呼吸，不
可或缺。他自己說：「我沒辦法不禱告，
每分鐘、每一刻，我的心必須與神相交。
禱告的必須於我來説猶如雙肺的挺舉、
脈搏的跳動。」1 爲什麽必須呢？因爲禱告
「有用」！

™ 禱告 — 神賜福與人的方式
司布真的靈修神學被喻為「平民神
學」(spirituality of the common man)，2 因此
他在禱告方面的神學和實踐都是傾向於
實用主義的，亦經常在講章中提到禱告的
功效。他鼓勵人多禱告，因他深信禱告對
信徒大有益處。他認爲禱告是神所命定
用以賜福與人的方式，禱告的人必定蒙
神賜福。他認爲創造主造人時叫人飢渴，

從而創造了清水和食物來滿足人肉身上的需要。同樣地，祂造
人時叫人裏面有禱告的需要，祂且賜下各樣的福氣來滿足人禱
告上的需要。3 神命定用禱告來賜下屬天的福分：

		禱告的人知道禱告是寶貴的，因爲透過禱告的管道，無
價的恩福臨到他們。滿有恩慈的上帝透過禱告這扇窗口
供應禱告者一切所需。對信徒來說，禱告是心靈得著餵
養、與天堂通商滿載而歸的貨船，在那裏有比西班牙船
隊從新世界帶回歐洲大陸的滿船黃金多出千倍的金銀
財寶！4
神的兒女只要經常打開頭頂上通往天堂的窗戶，就必能領
受神的賜福。

		禱告有如在烈陽下沐浴在清涼的溪水中；禱告有如騎在
老鷹的背上，在雲層之上翺翔，直往上帝居所的深處飛
去；禱告有如進入神的寶藏，又如在那源源不竭、供應
靈魂需要的庫中豐富自己的生命。禱告像用雙手抓緊天
堂，以靈擁抱上帝，整個身軀被造成聖靈的殿，除了禱
告蒙神應允之外，禱告本身就是一個極大的祝福！ 5
由此可見，禱告是滿有恩慈的上帝給人的恩典，而這恩典
對司布真來説，是早在創世以先就命定賜給所有以信心、並以
充滿期待的心來到神施恩座前祈求的人。6

1 C. H. Spurgeon, ‘Unseasonable Prayer’, MTP, Vol. 49. No. 2851,
Exodus 14.15, delivered 14 October 1877, 476.
2 D.W. Bebbington, “Spurgeon and the Common Man,” Baptist
Review of Theology 5, no. 1 (Spring 1995): p.66.
3 C.H. Spurgeon, ‘Prayer Certified of Success’, MTP, Vol. 19. No. 1091,
Luke 11.9-10, delivered 19 January 1873, 26.

2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4 C.H. Spurgeon, ‘Hindrances to Prayer’, MTP, Vol. 20. No. 1192, 1
Peter 3.7, delivered 13 September 1874, 506.
5 C.H. Spurgeon, ‘Order and Argument in Prayer’, MTP, Vol. 12. No.
700, Job 23.3-4, delivered 15 July 1866, 391.
6 Ibid.

™ 禱告 — 與神作買賣？！

™ 基督的代求

禱告從來不是頭腦的體操，也不是聲音的演出，對司布
真來説禱告徹頭徹尾是與天地萬物的創造主作屬靈的通商！7
他 甚至將禱告簡化成爲一項生意的交易，用處於維多利亞女皇
時代英國人所明白的語言，就是流行的銀行用語來解釋禱告的
功效。8 禱告就像到銀行兌換支票，作爲有信譽的機構，銀行必
須讓人兌換支票。同樣地，我們要對神的應許有信心，神絕對不
會説謊，祂一定實踐祂所承諾的。當人來到施恩座前時，必須
抓住神的應許，在祂面前懇求，並且期待祂必定按祂的應許成
全禱告者所祈求的。9

司布真不斷強調信徒的禱告大有功
效是因爲耶穌基督的工作，沒有基督救
贖的工作，人根本不能直接到神面前來祈
求。在禱告時，信徒必須認清一個事實，
神之所以聼我們禱告是因爲祂聼那一位
神與人之間唯一的中保耶穌基督所呈獻
的禱告：

司布真指出禱告者相信禱告定蒙應允，不是一種自欺欺
人、毫無根據的心理作用，他強調信徒必須真誠而單純地相信
神說的是“説了算。”禱告的信心基礎在於神的應許，禱告的
人要相信神是信實的，祂必因對人的憐愛而兌現祂的承諾。10
司布真教導信徒在禱告時不要說“或許”
、
“可能”和“也許”這
些詞，卻要肯定地禱告，神莊嚴地答應的就必實現。11 禱告的人
要整個人伏在神的應許上禱告，死死哀求：神啊！這是你的應
許，你必須實現！神未回應就不要起來。12
如何知道神言出必行呢？司布真不厭其煩地指出，有關神
信實的真理是聖經告訴我們的，信心就是認識並全然信靠神的
話：

		一個最會禱告的人就是一個熟讀聖經、認識神應許的
人。説到底，禱告是什麽呢？就是拿著神的應許來對神
說：“主啊！請你兌現你所承諾的。”禱告若不以神的應
許為基礎就不是禱告。若我今天到銀行時不帶支票去換
錢，我就不能撒賴，不能期待拿得到錢。若你帶著有你名
字的支付憑證到銀行，你就要信得過支票戶口擁有人已
經授權給銀行，依據票上的銀碼發錢給你。信心就是信
得過神一定會按祂所應許的，答應我們所祈求的。13

™ 禱告 — 三一神的作為
司布真深信三一真神中每一個位格都在信徒的禱告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確保禱告有用，叫信徒的禱告蒙應允。父神邀請
人禱告、命令人禱告、聼禱告、答允禱告，聖子作爲中保爲人代
求，而聖靈則感動人禱告並賜人能力禱告。

7 C.H. Spurgeon, ‘The Throne of Grace’, MTP, Vol. 17. No. 1024,
Hebrews 4.16, delivered 19 November 1871, 673.
8 Peter J. Morden, ‘Communion with Christ and his people’: The
Spirituality of C.H. Spurgeon (Oxford: Regent Park’s College, 2010),
162-163.
9 C.H. Spurgeon, ‘Christ’s Prayer and Plea’, MTP, Vol. 57, No. 3280,
Psalm 16.1, delivered 18 January 1866, 592.
10 C
 . H. Spurgeon, ‘Faith’, NPSP, Vol. 3, No. 107, Hebrews 11.6,
delivered 14 December 1856, 3.
11 S purgeon, ‘Order and Argument in Prayer’, 392.

		我必須記得，神局限祂施恩的渠
道，祂只會藉著祂的愛子來賜我恩
慈。我必須成爲基督筵席上的賓
客，成爲偉大救主所收留的門客，
讓我現在的禱告不是我在禱告，
而是基督與我一起祈求。當我禱告
時，我是憑著基督的傷痕、基督的
生命、基督的受死、基督的寳血、
基督自己來向神申訴祈求。14
基督的寶血能打開天堂的寶庫。若
不讓基督的寶血遮蓋而來到神的面前，
不單是個錯誤，更是對神極大的冒犯。基
督的救贖大功是禱告的人禱告蒙應允的
根本條件。15
在地上時基督不斷為人代求，祂升天
後仍舊為神的百姓代求，像舊約時代的
大祭司，向神獻上自己來為罪人代求，直
到天地不再。16 司布真經常把基督今日在
天上的工作與祂昔日在地上的工作連在
一起。基督在天上為人代求是建基於祂
在地上時犧牲代贖的工作，也就是說，基
督代求的工作乃是祂救贖工作的延伸。只
有在地上成就完備救恩的基督能在天上
為罪人代求，沒有一位可以站在神與人中
間，叫神的忿怒因著他的祈求離開犯罪
的人。因為基督替我們擔當了罪刑，無罪
的成為罪，保證了祂在神面前的代求必

12 C.H. Spurgeon, ‘The Immutability of God’, NPSP, Vol. 1. No. 1,
Malachi 3.6, delivered 7 January 1855,4.
13 C.H. Spurgeon, ‘The Secret of Power in Prayer’, MTP, Vol. 34. No.
1507, John 15.7, delivered 8 January 1888, 21.
14 Spurgeon, ‘Order and Argument in Prayer’, 389.
15 C.H. Spurgeon, ‘Pleading’, MTP, Vol. 17. No. 1018, Psalm 70.5,
delivered 29 October 1871, 606.
16 C.H. Spurgeon, ‘Jesus Interceding for Transgressors’, MTP, Vol. 23.
No. 1385, Isaiah 53.12, delivered 18 November 1877, 650.
17 Ibid., 65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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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垂聽，而我們只能靠著基督來到神面
前求，禱告方能得著垂聽。17
對司布真來說，基督禱告首要內容
就是求神徹底拯救所有藉基督來到神面
前的人。基督祈求神滿有慈愛的旨意成
就，叫神所揀選的人得到神所應許會給
予的天上的產業。18 除了為人的得救禱告
外，基督的代求包括了信徒信心之恆忍。
他用彼得作為例子，相信基督祈求神保
護看顧信心受到衝擊的人，確保信徒的信
心不致搖動和失落。因此司布真認為，基
督適切的禱告(pertinent)叫祂知道為甚麼
代求；基督先備的禱告(prevenient)叫祂在
人還未知道自己的需要時經已為人代求；
而基督恆切的禱告(prevalent)叫祂的代求
無一落空。19
神之所以聽基督的代求也是因為基
督與信徒生命相連。司布真提出基督與
信徒之間有一種特殊而神秘的相互歸屬
(mystical mutual belonging)，是一種不可分
割的連合關係。基督與信徒的命途交織
在一起，因為父神愛聖子，愛屋及烏，不
會推卻所有藏在愛子生命中的人。滿有恩
典的父神為了聖子的緣故聽我們禱告：
基督的父愛祂，父神答允子所有的祈
求，因為祂是神與人中間的中保，當你和
子生命真實相連時，神看你就如同看見耶
穌；神對你說：“我不退卻你，無論你祈
求什麽，我都為你成就。”20
司布真相信禱告大有功效是因為救
主為我們代求，每當我們禱告時，基督也
在為我們禱告，正因為基督的代求，保證
了禱告的功效。司布真說：耶穌基督在信
徒的禱告上用血蓋印，又在禱告下面簽
字，禱告就如郵件寄到父神的施恩座那
邊去！信徒的禱告就是基督的禱告，而基
督的禱告絕不落空。21 基督因成就救恩而
得的永恆功勞叫禱告得蒙垂聽，只要信

徒常在基督裡面，禱告不單來得自然，而且一定有效。司布真甚
至很大膽的認為，只要人連於耶穌基督，神會叫祂的全能為禱
告者效勞！22

™ 在聖靈裡禱告
聖靈由父與子差派而來，住在信徒心裡，鼓勵信徒向神禱
告，若沒有內住的聖靈的幫助，禱告就不能說是真正的禱告。
真正的禱告是與神的心作屬靈的貿易，而我們的心無法駛
進天堂的商港，除非聖靈的風吹動船帆，推動我們快速的進入
港口。你可能不知道，任何一個真正的禱告必定有神的靈在其
中。23
聖靈如何幫助我們禱告呢？司布真認爲祂鼓動、提醒、催
促我們禱告，並引導我們為某些事情禱告。24 聖靈知道神的心
意，祂就幫助我們按神的心意祈求。「聖靈在我們裡面叫我們憑
著神的旨意禱告，以致信主的人的禱告像反映神心意的一面心
靈鏡子。」25 聖靈永遠不會引導我們去為違背神心意的事情禱
告。
此外，聖靈在我們靈魂深處教導我們禱告。司布真說聖靈
像在幼兒園裏孩子們演出話劇時站在後台提醒他們該說甚麼
台詞的那位老師；聖靈幫助天父的兒女在禱告時想起父神的應
許來。26 聖靈又像一起訴訟案件裡，準備整個答辯過程、提出抗
辯的律師，為客戶作出申辯；聖靈來到神面前為我們提出申訴
抗辯。27 神只會接納聖靈在信徒心版上所寫的禱告，在父的施
恩座前聖靈在我們裡面透過我們、也為我們禱告。28
司布真認為「聖靈用說不出的嘆息」替聖徒祈求，意思是聖
靈把人裡面無法用言語表達的嘆息帶到神的面前，父神就以此
為聖靈的心語，從中得知和明白人心裏的苦情。

		若我無法找到表達我心中所求的言語，神因著祂的恩典
會了解我的需要，祂明白我心中所求所想、我心底說不出
的嘆息、我口舌無法形容的感受。你有沒有見過小孩和父
母溝通時，孩子咿咿呀呀的話，父母完全明白，而且替孩
子把心底話說出來；若孩子忘了自己該說甚麼，父母會提
醒一下。聖靈也一樣，祂教導我們，幫助我們，賜我們言
語，不，祂把話寫在我們心上，神一看就明白。29
司布真反對人用華麗的措辭禱告，他認為用嘆息來禱告比
用很多的話來得真實和有效。他深信支離破碎的禱告、充滿了
嘆息、呼求的聲音和眼淚的禱告反而贏得天堂的心：你不能禱

18 C.H. Spurgeon, ‘Let Not Your Heart Be Troubled’, MTP, Vol. 29. No.
1741, John 14.1-4, delivered 23 September 1883, 525.
19 C.H. Spurgeon, ‘Christ’s Prayer for Peter’, MTP, Vol. 45. No. 2620,
Luke 22.32, delivered 22 January 1882, 211-12.
20 Spurgeon, ‘The Secret of Power in Prayer’, 23.
21 C.H. Spurgeon, ‘The Raven’s Cry’, MTP, Vol. 12. No. 672, Psalm
147.9, delivered 14 January 1866, 57.
22 Spurgeon, ‘The Secret of Power in Prayer’, 17.
23 Spurgeon, ‘The Throne of Grace’,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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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C.H. Spurgeon, ‘The Holy Spirit’s Intercession’, MTP, Vol. 26. No.
1532, Romans 8.26-27, delivered 11 April 1880, 222.
25 S purgeon, ‘The Secret of Power in Prayer’, 21.
26 S purgeon, ‘The Holy Spirit’s Intercession’, 222.
27 Ibid.
28 C
 .H. Spurgeon, ‘Hindrances to Prayer’, MTP, Vol. 20. No. 1192, 1
Peter 3.7, delivered 13 September 1874, 512.
29 S purgeon, ‘The Throne of Grace’, 680.
30 C
 .H. Spurgeon, ‘Concerning Prayer’, MTP, Nos. 2053-54, Vol. 34,
Psalm 86.6-7, delivered 23 August 1888, 626.

告的禱告、無法用言語描述的禱告、詞不達意的禱告，那些壓
斷人的背、折斷人的腰的禱告，是神所聽到的最好的禱告。」30
他鼓勵人緊貼神的胸懷，靜聽神的心跳，全然感受神的信實與
美善，他的講章經常鼓勵人在無語的寧謐中享受與主相交的甘
甜，他認為人靈魂深處的感情根本不需要也無法用言語表達，
與神相交，一切盡在不言中！31

™ 父神的主權與恩典
司布真認為禱告是出於神的命令，人禱告既是權利也是責
任。雖然禱告的實用性和功效不容置疑，但問題是司布真即然
相信神是擁有絕對的主權，祂的旨意不會改變，那麼為甚麼還
要禱告呢？若神定要成就的事，禱告不禱告都沒太大關係吧，
為甚麼神要命令人禱告呢？禱告真的能改變神的心意嗎？
司布真坦言神的主權與人的責任是他不能明白的奧秘，
是有限的頭腦無法理解的。32 他堅持神不會改變祂的旨意與計
劃，禱告不會叫神給與祂不曾命定的，也不會攔阻神所命定的，
但當信徒禱告時神一定會回應，禱告會帶來改變。他認爲禱告
對神肯定是有影響的，若是沒有，禱告就有如早上起床時吹口
哨一樣，又如一個傻瓜晚上閉著眼睛向空氣念念有詞一樣毫
無意義。33 他認爲禱告是神所命定的，因此禱告為事情所帶來
的轉機也是神所命定的。正如在希西家病重時的禱告，神定意
要王禱告才醫治他，禱告叫希西家向神表明他對神倚靠信服的
心，而他的謙卑叫他得蒙醫治，整個過程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司
布真相信是神定意由以賽亞先知告訴王身患重病並且必死無
疑的消息，但神同時定意只要王謙卑降伏在神的主權下，他就
可免一死。司布真相信禱告是神命定叫事情出現轉機的方法，
是神向來辦事的方式。34 即使像惡貫滿盈的尼尼微城，當他們
悔改向神禱告時，神還是不把所說的災禍降與他們，因此司布
真深信只要向神禱告，神必定垂聼。他甚至說：

		我不相信那些在地獄裏受永恒詛咒的人敢說：我曾求告
神，但神拒絕了我。在審判之日，我不相信有人敢對神
說：我曾敲恩典之門，但神拒絕把門打開。凡祈求的就必
得著。35
凡求告的就必得著，是因爲神有恩典。雖然神是全權的
主，但對司布真來説，神從來不做任何與祂慈愛的屬性相違背
的事情，神所有的屬性和諧一致地相互並存，而慈愛是整個屬
31 C
 . H. Spurgeon, ‘The Redeemer’s Prayer’, NPSP, Vol. 4. No. 188,
John 17.24, delivered 18 April 1858, 189.
32 C
 .H. Spurgeon, ‘The Infallibility of God’s Purpose’, MTP, Vol.7. No.
406, Job 23.13, delivered 25 August 1861, 468.
33 C
 .H. Spurgeon, ‘Essential Points in Prayer’, MTP, Vol. 35. No. 2064,
1 Kings 9.2-3, delivered 20 January 1889, 31.
34 S purgeon, ‘Ask and Have’, MTP, Vol.28. No. 1682, James 4.2-3,
delivered 1 October 1882, 548.
35 C.H. Spurgeon, ‘Prayer Certified of Success’, MTP, Vol. 19. No. 1091,
Luke 11.9-10, delivered 19 January 1873, 34.
36 C
 .H. Spurgeon, “The Mediation of Moses,” in Spurgeon’s Sermons
on Prayer (Peabody, MA: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07), 178.
37 C.H. Spurgeon, ‘Robinson Crusoe’s Text’, MTP, Vol. 31. No. 1876,
Psalm 50.15, delivered 27 December 1885, 692.
38 S purgeon, ‘The Raven’s Cry’, 54.
39 S purgeon, ‘Pleading’, 606; ‘Essential Points in Prayer’, 32.
40 Spurgeon, ‘Ask and Have’, 541-542.

性圍環的中心點，是祂
的慈愛召喚著人到祂
近前來禱告。3 6 他 堅
持施恩座上的神永
遠不會在祂恩典之
外執行祂的主權，
神甘心情願地用祂的
應許把自己綁住了，聖
約的應許上有基督寳血
的印記，這約無可摧毀。37
因此，司布真鼓 勵信徒大膽地、滿
懷信心地來到神面前祈求。禱告的態度
固然要謙卑，但無須忸怩作態，大可開
門見山，他甚至引用清教徒的話來説明
果敢祈求的必要：「禱告是對準天堂大
門把之爆開的炮！」38 他經常用雅各 抓
住神求福為例子，教導信徒禱告要有強
烈的期待，把自己極大的需要帶到神面
前求，並且要像雅各一樣：「你不給我祝
福，我就不容你去」（創三十二26）。他
稱這種果敢的禱告為「神聖的冒犯」，是
神所首肯的。39 當然，司布真知道禱告是
否蒙應允，主權在神手中，而人若漠視
神的旨意，爲了自己的益處而妄求，神也
不會答允，信徒當懷著「崇高的動機」、
「神聖的欲望」來到神面前祈禱，祈求神
得榮耀。40
司布真相信禱告的功效，他深信神
要祂的百姓禱告是爲了賜福與他們，至高
者的手總是從天堂向信徒伸展張開，把
屬天的福氣賜下。他相信信徒禱告時，神
的三個位格同時工作，確保我們的禱告蒙
應允，在司布真實用主義的框架中，有效
的禱告既然是神基於祂的恩慈與信實所
保證的，信徒就沒有理由不禱告，平白無
端地錯失屬天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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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改變禱告者
太6:9-13、路11:1-4

王建熙

這兩段經文是一般人所熟悉的，亦稱之為“主禱文”
。
可是令人婉惜的是這禱文已漸被留傳成為形式化的禱詞。我們是否有
時候也會漫不經心地背誦、朗讀，而沒有理解、領受個中豐富屬靈的涵義？
若是神的兒女追求更深地瞭解耶穌教導門徒禱告的用心和本意，相信我們
每一位的禱告生活即將有顯然不一樣的領受。
讓我們一起來研討這段禱文的精義，你定會看到這禱告可以觸摸人
每一個層面的需要。換句話說，禱告應該概括人整全的生活。想想看，我
們當初是否透過禱告而得到基督徒的內在生命？那麼，今後是否更加需要
藉禱告來度過基督徒每一時刻的生活？
當馬太在第九節提到耶穌說：“要這樣”
，祂並不是要我們重覆這篇禱
詞而已，乃是叫我們注意它的內涵、原則及心態。
在此，我們先看這禱文的架構具備兩個整全的層面：
I.

專注神的榮耀—使我們明白上帝的心意

II. 專注神的恩典—使我們關注生命的需要
因篇幅有限只能討論第一層面，主要的是我們學習怎樣從禱告體會神
的心意和榮耀。當我們進入禱告時，須要注意的是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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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雙重的關係
1.	“ 我們”（Our）：這複數意味着當我們禱告的時候並非單獨
一個人來到神的跟前。我們可能是一個人獨處在某個地點，
但是禱告的第一時刻，你我已經打開天上窗戶，聯繫到天下
許許多多各族各民正在禱告的聖徒，與他們心連心來到禱告
的施恩寶座前。可能這聖徒在多倫多、在中國內地、在菲律賓
或在巴拿巴、中東、非洲等等。在列王記下6章講到亞蘭王打
發大軍圍困多坍城。以利沙的僕人清早起來看見了，跑來對
以利沙說，
“哀哉，我主阿，我們怎樣行纔好呢？”以利沙說，
“不要懼怕，與我們同在的，比與他們同在的更多。”所以他
禱告說，
“耶和華阿，求你開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見。耶
和華開他的眼目，他就看見滿山有火車火馬圍繞以利沙。”
求主也開我們屬靈的眼目，使我們看到當我們開始禱告的那
一刻，就有許許多多的聖徒正與我們一齊在施恩寶座前禱
告。你我在那一時刻參與他們的頌讚、他們的禱求、他們的
掙扎。

2.	我們的“父”（Father）：這是至親切、貼切的稱呼。禱告並不
是一個聖儀，表面形式而已；乃是將我們敞開的心向着天父
傾心吐意，毫無遮掩、隱藏、拘束，自然自在地來親近天上的
阿爸父。譬如：我在信上簽“老師”或是“父親”的涵意是有
很大的區別。耶穌教導我們不要單是相信神，更是要與神有
親密無間的關係，享受與主相交之甜美。因此耶穌的用詞是
“我們天上的父親！”這立即帶進一個特別親密的境界。我
們可以馬上意識到父親的心懷，我們可以完全依賴祂寬廣大
能的膀臂。祂是一位無微不至、關心、慷慨、愛護我們的阿爸
父神。

B 	 深廣的領悟
我們“在天上”的父（Who are in heaven）：耶穌教導我們
禱告時應有什麼領悟？就是確認神為創造並統管宇宙萬物的
主宰。詩121：1－2，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
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祂是造天地的耶和華。請問，天或
宇宙有多大？ 先從我們所屬的星河來看（Milky Way）。猜猜看
（轉下頁）

“Santorini” photo through the courtesy of Jeremy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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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禱告改變禱告者）

這星河有多少顆星？天文學家估計一千
億！假如你每秒數一顆，也需要3171年才
能數完（大慨從商朝末年一直到今天這
麼長的時間）。那請問整個宇宙有多少銀
河呢？差不多兩億。那兩億乘一千億顆星
我們能數得清嗎？啊，多麼深邃遼闊！ 但
非常的奧妙，詩147：7，
“祂數點星宿的數
目、一一稱他的名。”這是你我的父神。
這只是數學衡量的角度來思想祂創造的
偉大、智慧的奇妙！
再問。我們的地球在整個宇宙中有
多大？微乎其微！假如我們從月球看我們
地球，你我有多大？ Next to nothing ! 換
句話說，你我都是在微乎其微中的微乎其
微！從宏觀來衡量，我們應有怎樣新的領
悟呢？人算什麼？我們的困難苦境是否在
祂面前變得微不足道？可是太10：30提醒
我們祂是那麼清楚地知道我們，
“就是你
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詩139：10更
進一步宣告：我們就是飛到天涯海角，那
雙創造宇宙萬象的手必引導你我，必扶
持你我。詩139：17的稱頌是，
“神阿、你的
意念向我何等寶貴，其數何等眾多。”我
們到底是誰，神竟然想念我們，並且是常
常想念我們。太奇妙了！

C 	 敬虔的心態
“尊祢的名為聖”
（Hollowed be Your
name）：換句話，祢是聖潔的神。我們何
等需要回歸到“尊神為聖”的敬虔裡。這
世代可悲的是我們已失去了那在神聖潔
虔敬前，保存一顆顫抖驚懼的心。是否我
們在神面前太隨便，我們經常對神和祂
的尊貴聖潔不慎重，不以為然？是否我們
因為對神的認識太膚淺，而貶低剝奪了
我們對神那崇高的觀念？ Dr. John White
在“金牛犢”這本書中有句驚惕的話，
“北美的基督徒信仰是一個缺乏敬虔的
宗教。”我們的禱告是否已經將神簡化
為“神仙瓶中的小差使？”這可曾造成今
天教會內外種種危機、捆鎖而找不出答
案、釋放的原因？今天教會多麼需要回歸
到這位聖潔的神面前。而當我們靠近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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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聖潔，才能看到我們真正的光景與本
像，深深地感覺到多麼污穢與不配。面對
聖潔的神，我們只能看到自己是多麼破爛
不堪。當我們看到祂的聖潔，我們能不被
破碎嗎？除非我們被破碎，又怎能被神陶
造而使用呢？當我們禱告“願人都尊祢的
名為聖”的時候，在我們內心必然先要有
基於敬虔而產生的改變。當我們禱告“願
人都尊祢的名為聖”的時候，我們更要立
定志向，委身在這不敬不虔的世代中作一
位“中流砥柱”的敬虔祈禱者。

D 	 本份與職責
“願祢的國降臨”（Your kingdom
come）：這句話殷切提醒你我的責任。而
這責任是擔負、挑起那將福音傳開的責
任。是先為那些參與見証十架大能、將神
的救贖傳遍世界各民各族、各未得之地的
宣教士舉起禱告之手。同時是攻破撒但
攔阻將福音傳開的詭計。言下之意，這禱
告是推進神光明的國度而逼退撒但黑暗
權勢的動力。“願祢的國降臨”道出了關
乎宣教大使命、普世的救恩、傳道事工的
裝備，以及差派宣教士的緊迫需要。耶穌
說：“你們當求莊稼的主，差派工人去收
割”正是“願祢的國降臨”的一部份。當
我們禱告“願祢的國降臨”
，也應反思：
“主啊，我如何參與？我應如何準備？”
“主啊，我在這裡，請差遣我…使用我一
生的年日，帶領人來歸向祢。”當我們禱
告“願祢的國降臨”
，我們確實有不可推
却的責任。

E

從讀經開始

“祢的旨意 行在 地 上 如同行在 天
上”
（Your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什麼是神的旨意？我們從哪裡
清楚知道神的旨意？從讀經開始。怎麼
說？保羅在腓2：16稱上帝的道為“生命之
道”。道是當走的路、是神的心意、是基
督徒生活的準則、是使我們生命更像基
督的模具（參羅6：17）。因為基督正是老

約翰稱之為“生命之道”
（約壹1：1）。換
句話，神的旨意就在這“生命之道”。耶
穌在此教導我們禱告必須要按照神的旨
意，好叫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
上。所以讀經與禱告是分不開的。
詩25：14“耶和華把心意向敬畏他的
人顯示，又使他們認識他的約”
（新）。每
天讀祂的話使我們更認識我們的神、我
們的主。讀經靈修使我們與神的關係更
加親密，使 我們的信心更加長進堅定。當
我們這樣親近祂、信靠祂，詩人說，耶和
華便把祂的心意向敬畏祂的人顯示，好叫
我們禱告說“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
行在天上。”當我們用心去明白神的道，
也樂意遵行祂真理的教導，甚至肯付出
犧牲的代價，神的旨意必將運行在你、在
我居住的這片土地上的人群中。當你我喜
悅並活出神那純全、美善的旨意，這豈不
是“在地如在天”的屬靈生命嗎？因此誰
將得榮耀？這段經文的精意就在此。當我
們進入禱告時，必須從這些觀點、信念開
始，必須以神的榮耀為總歸，才能發揮這
禱告文所帶來的深遠動力。那麼我們如
何付諸實踐？就是以神的道，或以當日靈
修的心得、經句，化為為他人、福音事工
禱告的內容。
這禱文的前半段告訴我們：你我的
禱告必須先認定神是居首位的。當我們
對神有適當的認識，當我們從適當角度
來明白神的榮耀和祂的心意，然後我們才
能正確地進入下半段的禱求。提防我們的
禱告不會陷入一種自私自利、自我中心、
與拜偶像沒什麼兩樣的禱求。更是激發
我們的禱告配得成為“義人的禱告”
，因
為“義人禱告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雅5：16）。下半段同樣重要，因為它牽
涉到信徒生活各層面。可見信徒屬靈生
活的開端離不開禱告。若我們能以主禱
文為規格、模範去學習禱告，我們的禱告
生活和靈命一定截然不一樣。因此真正
的禱告是改變、更新禱告的人。

黑夜的

呼聲 淺談哀告詩
高呂綠茵

中國

人有句話「詩到窮然後
工」，意思就是說人要經
歷過苦難，才能寫出有深度，能感人的詩
章。在聖經的詩篇裡，記錄得最多的體裁，就
是所謂的哀告詩（lament psalms）。在這些詩章
裡，詩人們向神毫無保留的傾心吐意，將他們
所受的委屈，困境，疑惑都一一向神傾訴。這些
詩感人至深，難怪詩篇被稱為「靈魂的鏡子」，
因為它們反映出人們心靈深處的真實情況。
哀告詩的格式通常有以下幾種元素：（1）
向神祈求；（2）投訴；（3）認罪或確認自己的清
白；（4）咒詛敵人或求神的介入；（5）表示堅信
神會回應所求；（6）祝謝頌詞或起願稱謝。1 詩
人投訴的對象，可分為三類：他們有時會表達
對自己的心思行為的不滿；更多時是投訴別人
或敵人對他們的迫害；有時他們甚至會直接投
訴神。這三類的投訴，很多時候會出現在同一
首詩裡，例如詩42及43篇便可找到這些例子：2
（1）對己的投訴：“我的心哪！你為甚麼沮
喪…”42：5，11；43：5
（2）對敵人的投訴：人整天對我說：“你的神
在那裡呢？”… 42：3，10
（3）對神的投訴：我要對神我的磐石說：“你為
甚麼忘記我呢？…”42：9；參43：2
他們對神能這樣坦白，首先當然是因為
他們相信神是聽禱告的。他們相信神作為一
位守約的神，必然會對祂的子民負責。學者
Brueggemann甚至認為哀告是一種權力的重新
分配，容讓軟弱的人能去向大能的神作出投
訴。3 而這種投訴，使雙方的關係變得更加密切
和真實。神不只是喜歡聽人向祂發出頌讚的說

話，更加願意聆聽他們在人生的黑夜裡發出的呼聲，與他們共
渡人生最艱苦的時光。其實亦是這種在痛苦中的人的歎息哀
求，導致神的介入去拯救祂的子民脫離埃及（出2：23-25）。
從詩人們向神的投訴中，我們亦可看見他們對神公義屬
性的堅持。就是因為他們確信神是公義聖潔的，所以他們不能
容忍罪惡橫行無忌，亦不明白為何神竟然可以容讓罪人事事
亨通，而義人反要受盡無數苦楚。因此他們不但投訴惡人的罪
行，更加向神投訴祂的不公平。先知耶利米曾向神質問：“惡人
的道路為甚麼亨通？所有行詭詐的為甚麼都得安逸？你栽種了
他們，他們也扎了根…”
（耶12：1b-2）。這些先賢先聖，敢於冒
著大不諱干犯神之險，亦要向神直言質問。這是因為他們不甘
心，亦不相信罪惡可以毫無攔阻的繼續下去，而神的公義卻不
得昭彰。神亦沒有令他們失望，祂開他們的心眼，讓他們看到
主的公義必會彰顯，罪惡亦必然得到應有的懲治（詩73：17-20
；92：9等）。當他們能看到將來的結局，便能忍受當前的苦難；
難怪很多詩篇都從哀嘆變為讚美。
雖然他們投訴神，但是詩人們卻絕對相信神是大能的神，
亦只有祂能拯救他們脫離現實的困境。他們以神為他們的避難
所（詩14：6；91：2，9 ; 94：22；142：5）
。就是因為他們相信神有能
力拯救，所以他們不能明白為何神遲遲不施援手。因此在哀告
（詩6：3；
詩裡常聽到他們發出的呼聲：“神啊，要到幾時呢？”
74：10；90：13）。但是他們卻沒有因此而離棄神，反之，他們更
加抓緊神，向祂傾訴，希望能啟動祂憐憫的心，施行拯救。曾經
聽過一位神的僕人在經過家破人亡的的猝變下，也曾考慮是否
要離開神。但是他知道離開神便失去一切。在神的保守下，他
牢牢的抓緊神，終於成為神重用的僕人，用他的經歷去安慰受
苦中的信徒，成為別人的祝福。
從這篇簡短的文章裡，我們認識到哀告詩對今天仍是適
用的，尤其是在這個充滿不法不義，危險罪惡的世代裡，我們
更需要學習詩人們對神的倚靠與信任，緊緊的抓著祂的應許，
向祂傾訴我們心中的惶恐，以祂作為我們的避難所。而在禱告
方面，我們亦無須矯情，要知道神是清楚我們的心思意念。我
們只要誠實的來到神的施恩寶座前，向祂真誠的陳述，神亦必
垂聽我們的哀求，按照祂的心意，成就祂的旨意。
1	此段參考Tremper Longman III, How to Read the Psalms (Downers Grove: IVP,
1988), 26-27。
2	詩42及43 是典型的所謂 “雙子詩” (Twin Psalms), 即是說兩篇詩有緊密聯系, 應
該一起誦讀。
3	Walter Brueggemann, “The Costly Loss of Lament,” JSOT 36 (1986): 5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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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能夠
以弗所書1：17-23
方豪

保羅

是一位常常禱告的使徒；在
他的書信裏，差不多每一封
信都有記載他為教會和眾聖徒的禱告（羅1：8；
林前1：4；腓1：4；西1：3；帖前1：2；提後1：3；門4；參
徒20：36）。在以弗所書頭三章他三次為信徒感恩代禱
（弗1：16；3：1；3：14），在最後一章也請他們為他帶著
鎖鏈的事奉禱告（弗6：18，19）。這篇短文是分析保羅
在以弗所書第一篇的禱文（1：15-23）。保羅的目的是盼
望信徒認識神，支取神已經賜給給教會在基督裏的屬
靈福氣（弗1：3-14）。神既已經賜給教會許多的屬靈福
份，我們就親身經歷祂的大能和大愛。信徒不用懼怕，
也不必懷疑，因為神實在能夠使我們這樣經歷祂。禱告
的結構分開三部分：第一，祂是神（17節上）；第二，祂
擁有一切智慧與啟示（17節下－18節上）；最後，在基督
身上祂已彰顯與証實祂的大能（20節－23節）。

1

祂是神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上帝，榮耀的父」（1：17a）

保羅禱告時先認定神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
榮耀的父」。在前一段的頌詞裏（弗1：3-14），他更強調
神的位格與大能。神是配得我們的敬拜，因祂是「我們
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祂]在基督裏曾把各樣屬靈福氣
賜給我們」（弗1：3）。1 在弗2章，他繼續提醒信徒，這
位從我們罪惡中拯我們的神是有「豐福的憐憫」，祂對
我們的愛也是超過一切世間的愛，是「極其偉大的愛」
（弗2：4）。

「主耶穌基督的神」是一個對神比較特別的稱謂。
「主」已經是有權位的形容，「主…的神」更是強調神
崇高的屬性，祂是遠超人能想像的，祂能成就我們不能
想像的事（弗3：21），祂能使人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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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4：7）
。舊約先知以賽亞記載，在神的寶座前有眾多天使不斷
地彼此呼喊說：
「聖哉！聖哉！聖哉！」祂的榮光是遍滿全地（賽
6：3；參啟4：8，11）。保羅也可能思想到以賽亞故事，所以他繼續
描寫神是「榮耀的父」（比較：林後1：3「慈悲的父」；林後11：31
「主耶穌的父」）。在弗4：6，神也是「萬有之父」。使徒雅各更
形容祂是「眾光之父」（雅1：17）。
換句話來說，因為神是至尊偉大，萬物都在祂的手中，我
們就不懼怕，不驚慌。我們禱告的對像不是凡人，不是人造的
機器，更不是我們心理作用的產品，祂確實是又真又活、獨一
無二的神。昔日使紅海變為乾地，使以色列人平安渡過是這位
神（出14章）。拯救但以理三位朋友在火熎完全不被燒傷的，亦
是這位神（但3章）。當我們以為是不可能發生的，神能，在祂
沒難成的事（路1：37）。祂不疲乏，也不困倦，祂的智慧無法測
度（賽40：28）—因為祂是神。

2

祂擁有一切智慧與啟示

「… 把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賜給你們，使你們真正認識
祂，照亮你們心中的眼睛」（1：17b-18a）
保羅十分注重教會要實際體驗神所賜的福份。他盼望以
弗所的信徒能得到智慧與啟示的靈，2 特別在認識神這方面
（「使你們 [真正] 認識祂」）。3 信徒要從神領受這靈，這智慧
的靈乃是唯獨祂所擁有的（參弗1：8－9「祂以諸般的智慧…使
我們知道祂旨意的奧謎」）。神既然是靈，我們必需用心靈才能
靠近祂，體貼祂的心意，支取祂的力量，與實際應用祂所賜的
天上各樣的屬靈福氣（弗1：3-14）。
保羅再加上一個有關神的作為的一句話：「你們心中的眼
睛已被照亮」（18節）。4 「心中的眼睛」象徵我們的心思意念和
屬靈悟性。「已被照亮」可解為蒙神的恩典，脫離黑暗，領受福
1	弗1:3原文共用21個字來形容這位超乎一切的神。一個更長的稱頌詞是在彼前1:3-5 。
彼得稱頌神賜我們重生，給我們活潑的盼望，並應許我們在天上永恆的產業。這句原文
共用53個字！
2	「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和合本) 可譯作「智慧和啟示的靈」(中文標準譯本)。
3	新漢語譯本。原文沒有「真正」這詞。
4	這句子與上一句「他賜…」邏輯關係不大明顯，可意會作「既然」或「並且」眼睛被(神)
照亮。

音，正如保羅在弗2：1-10重述這些信徒得救得經過（參來6：4
「已經蒙了光照」）。照亮我們心中的眼睛的當然是神自己。
保羅求神賜信徒智慧的靈，同時使他們的心思意念得光
照。接著他三次用「甚麼/何等」（18，19節）來形容信徒體驗
（「知道」18節）屬靈福份的三方面：何為神呼召的盼望，祂
所準備天上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與祂的大能是何等的
浩大。短短的兩節充滿豐盛，能力，與盼望的詞語，包括：「盼
望…呼召…豐富…榮耀…基業…遠超…巨大」等。
當我們心靈蒙啟示，心眼被打開，我們便好像昔日先知以
利沙的僕人看見神的火車火馬圍繞著他的主人。如以利沙對他
說：「不要懼怕！因與我們同在的比與他們同在的更多。」（王下
6：16；參徒18：9「不要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信徒能夠體驗神
的同在，支取神的力量，是因為神是充充足足的。神能，因為祂
擁有一切的智慧與啟示。祂能賜給我們屬靈悟性，使我們認識
祂，親身經歷祂的臨在，親嘗救恩的滋味。

3

在基督身上祂已証實祂的大能

「這大能曾運行在基督身上，使他從死人中復活，又使他
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遠超越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權能
的、統治的和一切有名號的；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
越了。上帝使萬有服在他的腳下，又使(或譯作「賜」)他為了教會
作萬有之首；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1:20-23)
這大能曾運行在基督身上，使祂從死人中復活，又使祂在
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遠超越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權能
的、統治的和一切有名號的；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
越了。上帝使萬有服在祂的腳下，又使（或譯作「賜」）祂為了教
會作萬有之首；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1：20-23）
在這最後一段，保羅主要用三個句子解釋他所指神的「大
能大力的作為」（1：19），5 這些作為都是成就在基督耶穌的身
上。第一，神使基督從死裏復活，使祂在天上坐在祂的右邊。6

在這處保羅使用很多「能力」的詞語，包括：「執政…掌權…權
能…統治…名號…今生…來世」等。神已使基督復活，使祂遠
超過這一切屬這世界的權勢。在當時希羅信仰的背景，特別
是在大女神亞底米的以弗所城（徒19：27），保羅這樣聲稱，不
單是向黑暗世界作挑戰，也同時堅固信徒對神的信靠（參弗
6：10-20）。
第二，神使萬有歸服基督。7 不單是黑暗權勢，甚至是萬
物，神都一一使他們歸服基督（參腓3：21）。同樣，疾病，飢餓，
鬥爭，貪婪，暴力，仍然存在我們的世界，令我們覺得挫敗，
但這些（「萬物」）都絕不會獲得最後勝利（羅8：37-39）。信徒
持守這得勝的盼望，是因神使基督復活，升天，也使萬物歸服
祂。
第三，神賜基督教會元首的身份。「賜（給）」（22節）在
這裏與前面「賜給」（17節）有一個前呼後應的作用。既然神已
「賜」基督元首的身分，保羅祈求神將智慧的靈「賜給」（17節）
信徒更是顯得真實可信。這兩個的「賜」關係密切，神若能賜基
督元首（「頭」）的身份，祂必定能賜信徒智慧與啟示的靈。最
後，保羅補充，教會是「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8 其主要意
思是教會成為基督的豐滿，強調教會在神旨意裏的重要地位。

結語
禱告是教會敬拜頌讚神不可缺少的一環。使徒保羅常常
為教會，眾信徒禱告，求神施恩保守與加力。神能使我們得勝，
因為祂是神，祂擁有一切智慧，祂的大能亦在基督的身上以經
証實。讓我們一同到神的面前，恭敬地求祂賜我們屬靈悟性，
使我們認識祂，親身體驗到祂所賜在主裏屬靈的福氣。阿們。
5	「作為」可譯作 「運行」(新漢語譯本)。
6	參：詩110:1「耶和華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 等我使你的仇敵作你的腳凳。」
7	參：詩8:6－8「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萬有…都服在他的腳下。」
8	或作「是在萬有中充滿萬有的那一位的豐盛完美」(新標準譯本)；亦可譯作「就是完完全
全地充滿萬有的那位的豐盛」(新漢語譯本註釋)。有關這片語的討論，參歐白恩《以弗
所書註釋》，頁2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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