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年主題的意念是來自《耶穌會怎麼
做？》（W h a t  w o u l d  J e s u s  D o  t o d a y？
B y  B r i a n  K .  S h i p m a n  徐白瑞；黃耀禮
及傅湘雯譯）一書。透過每月主題，反
思假若主耶穌在旁，祂會怎麼做，鼓勵
跟隨者跟隨主腳蹤。本靈修默想適合繁
忙的城巿人，在每天早 1 1上先安靜十分
鐘，領受及默想上帝聖言，靠主過得力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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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關係 
 

主耶穌本是上帝的兒子，也要禱告？ 
 

主耶穌的禱告，不因職責，不是報告，更
非一份工作，乃是關係，與上帝親密的關
係。我們因肉身限制，更要藉禱告衝破，
靈裡與上帝相遇，才能享受禱告良辰。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
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

在那裡禱告。  
                                                  可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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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神同工 
 

耶穌吩咐鬼出來，鬼不得不從。 
 

人的言語有超凡能力，但若不在主裡，其
能力可能傷己及人。主耶穌指導門徒與神
同工，運用能力，幫助困苦者得釋放。 

但謹記，靈界接觸，非靠己力， 
乃是上帝藉你的信心彰顯祂大能！ 

耶穌說：非用禱告(禁食)，  

這一類的鬼，總不能出來。  
                                                          可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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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應許 
 

難道主耶穌給我們「開支票」， 
任我們為慾望祈求嗎？斷不可能！ 

 
主耶穌完全洞悉人心靈最需要的， 
不是名利色，乃是渴望心靈的滿足。 

心靈貧乏的人有福了！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  

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
就給他開門。  

                                                  太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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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同住 
 

本節最重要的意思，父把最好的東西賜給
求祂的人，就是聖靈，祂願意內住人心裡。 

 
天父既不愛惜祂的獨生兒子為我們死了，
又差遣聖靈居於我們心靈，使我們成為主

的聖殿。你還有何憂呢？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
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
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東西

給求祂人嗎？  
                                                       太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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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的動機 
 

監察人心的主最重視的是人內在的動機。
禱告的動機是為了得人欣賞，他成功與否

也只能在乎於別人的認可與否了。 
 

除了你自知內裡動機外，要知道祂也知道！ 

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
冒為善的人…故意叫人看見。
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

得了他們的賞賜。  
                                                        太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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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的態度 
 

真正的禱告，是屬於你與祂。 
 

當你相信這位創天造地的神在乎你、關注
你，你還想追求甚麼呢？生命重點放於人，
會教你失望；放於上帝，即或看見自己多

渺少，仍然內心歡欣，滿心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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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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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的障礙 
 

主耶穌教導門徒別仿傚異教徒， 
重複又重複，以為會成為功德蒙神垂聽？ 

 
我們的上帝是活神，不需要以重複念誦浪
費時間去立功立德。一句用心的禱告， 
真誠的祈求，已經得蒙上帝悅納了。 

你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
用許多重複話，他們以為話

多了必蒙垂聽。  
                                                       太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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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的信念 
 

上帝早知你的需要仍吩咐你禱告，多餘嗎？ 
 

難道你我在上帝面前，只有結算的清單？
只有祈求？若以如此態度與父母相處，他
們會老懷安慰麼？不！同樣，天父渴望是
你認識祂，並更深認識自己，使你的人生

過得更有意義、更豐盛。 

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  

你們所需用的，  

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  
                                                          太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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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的信心 
 

原文直譯「帶著感恩的心禱告、祈求」；
禱告，指一般需要；祈求，指特殊的祈求。 

 
上帝賜予一無掛慮的應許。具體地把掛慮
告訴祂，讓祂帶領。真正的信心體會，就
如游泳者對大海有多信心，就游得多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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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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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的平安 
 

信心，是引領人走平安的路。 
 

為何許多弟兄姊妹投訴苦苦哀求上帝仍不
獲允，甚至埋怨上帝的冷漠？怎會呢？祂
絕不誤事！祂有祂的行事曆。只是有多少
人禱告，仍記起祂是主人，我們是僕婢呢？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穌裡，  

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腓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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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三願之一 
 

「主禱文」是門徒請教耶穌如何禱告， 
也是主耶穌指引門徒禱告的重點內容。 

 
實踐這三願的第一願時，當自省其言行與
生活態度，人能從你身上看見你如何尊崇
上帝、敬畏上帝，尊祂的名為聖嗎？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太6:9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9月主題：曉得禱告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7              九月 

10 
星期日 



祈禱三願之二 
 

國家，最重要的是國民； 
國民安康，國家則太平。 

 
你有份於上帝的國度，屬上帝的子民； 
祂愛民如子，你也尊祂為主為王嗎？ 
若是，神的國已藉你降臨於地！ 

願祢的國降臨。  
                                                  太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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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三願之三 
 

上帝的旨意是甚麼呢？祂願萬人得救不願
一人沉淪；祂愛世人甚至犧牲獨生愛子，

叫信的人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基督徒是祂旨意成全的見證人。 
你明白上帝旨意並愛祂所愛作祂所作嗎？ 

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太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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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三求之一 
 

這是人類基本需要，維持生命，給人力量，
也是當時貧窮人每天所願。 

 
你每天有為必需的靈糧祈求嗎？ 

還是你無所求，與神的關係也無所戀呢？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太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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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三求之二 
 

祈禱三求之一是為自己禱告，二是為與人
關係能保持良好的關鍵，是饒恕。 

 
聖經從不避諱描述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矛盾
與衝突，從人類第一對夫婦的彼此指責，
到兄弟因嫉妒到殺害；主耶穌卻指示了改
善關係的重要關鍵，不是忍耐，不是遷就，

而是寬恕。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太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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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三求之三 
 

祈禱第三個祈求是與靈界的關係，能夠祈
求不遇見試探固然好，卻是不可避免時，

要呼求神拯救。 
 

魔鬼技倆最兇惡的，不是什麼鬼聲鬼影，
而是誘惑你離間與神結連！謹記，無論遇
何事，都要抓住神，祂是你唯一的拯救！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兇惡。  
                                                  太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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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的因由 
 

耶穌指引門徒，禱告最重要的因由， 
是把至高的榮耀歸與在天上的父神。 

 
難道上帝自戀狂愛慕人仰慕嗎？斷不可能。
祂的榮耀不會因我們而增添或減少，我們
卻能從上帝的名被高舉之處得著祝福。凡
以開放心靈讀歷史的，必能領悟箇中道理。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  

全是祢的，直到永遠。阿們！  
                                                  太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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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處禱告 
 

昔日無論男女都可以禱告。作者以當時男
人禱告的姿勢來提醒他們要避免忿怒與爭

論，因會綑綁著他們禱告的自由。 
 

無論男女，在負面的情緒影響下， 
都難以自由禱告，或甚至會逃避與神溝通。 
常保持對上帝的認識，關注上帝的旨意，
就能容易放下無意義的情緒起伏了。 

我願男人無忿怒，無爭論，
舉起聖潔的手，隨處禱告。  

                                                  提前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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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禱告 
 

本節對男女角色平等有極大的轉變，弟兄
們要認識妻子是同蒙上帝眷愛，當尊重她，
與妻子關係良好，與神關係也無障礙。 

 
人神關係和好，也是人際關係良好的關鍵。
注意：夫妻關係和睦，令禱告零障礙。 

所以要敬重她。這樣便叫你
們的禱告沒有阻礙。  

                                                  彼前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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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畏懼的人禱告 
 

亞伯拉罕離開父家時，要求妻子以兄妹相
稱，因他極害怕受不敬畏神的人傷害。上
帝卻要他面對所畏懼的，要他認識上帝是
神，且讓他竟然能為所畏懼的人祝福禱告。 

 
天上地下那處不是上帝所管轄？勇敢面對
所畏懼的，上帝要藉他讓你更深的認識祂！ 

亞伯拉罕禱告神，神就醫好
了亞比米勒和他的眾女僕，

她們便能生育。  
                                                   創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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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令自己失望的朋友禱告 
 

約伯無故受苦及朋友們令他苦上加苦，都
是上帝所容許的；約伯最後蒙福的關口卻
是要為曾令他失望的朋友禱告，苦嗎？ 

 
上帝的智慧難以測度，順服是經歷的媒介。 

約伯為他的朋友祈禱，  

耶和華就使約伯從苦境轉回，
並且耶和華賜給他的，  

比他從前所有的加倍。  
                                                      伯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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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儆醒禱告 
 

為何要禱告？為何相信上帝已知曉我們的
需要仍要禱告？ 

 
反倒問，你知道自己的真正需要嗎？ 

你已找到並找緊當有的方向且不受迷惑嗎？ 

你們要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路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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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上帝旨意成就禱告 
 

主耶穌與父神的溝通是這樣的，祂謙卑不
越位、順服不任性、認清目標不偏不倚。 

 
基督徒的禱告有時是亂鬧情緒，亳無章法。
上帝的呵護有底線的，要認清禱告的對象，
相信祂的屬性，按祂心意禱告，才得順利。 

父阿，祢若願意，就把這杯
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  

意思，只要成就祢的意思。  
                                                   路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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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耶穌得榮耀禱告 
 

主耶穌的名意是「耶和華是拯救」。 
無論舊約到新約，有無數的人用此名字，

唯獨耶穌才是人類的拯救。 
 

奉耶穌的名求甚麼，以致天父得榮耀呢？
就是祂救贖的恩典被傳述，人因耶穌的名

得救贖。基督徒的生命傳奇， 
藉由認識耶穌、經歷上帝救恩開啟。 

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甚麼，
我必成就，叫父因兒子得榮耀。 

                                                    約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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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神的心意禱告 
 

與主關係親密的人，斷離不開持守神的道。
主耶穌只給門徒兩條命令： 

彼此相愛及去使萬民作主門徒。 
 

基督徒願意順服遵守命令，所求的會是甚
麼？必是萬人順服真道，信徒合一見證。 

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
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
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約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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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禱告的喜樂滿足 
 

藉耶穌的名禱告，體驗何謂真的喜樂滿足。 
 

體驗過何謂真正的喜樂滿足的人，必定再
不願走回罪中之樂。因為上帝造人的時候，
放了「永生」在人心裡，當遇上永恆的主，

那份滿足，無可比擬， 

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甚
麼，如今你們求就必得著，
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約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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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神同在禱告 
 

所羅門在位第四年，籌劃為上帝建造聖殿，
七年後完成，獻殿禮上他的禱告蒙神應允。 

 
上帝充滿溫情的說，祂的眼祂的心， 

常在殿裡。你的心就是上帝的殿，感動麼？ 

你(所羅門)向我所禱告祈求
的，我都應允了。我已將你
所建的這殿分別為聖，使我
的名永遠在其中；我的眼、
我的心，也必常在那裡。  

                                                      王上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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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合一禱告 
 

主耶穌為門徒禱告，求上帝保守門徒的心
與祂的心相近，合而為一。 

 
我們如何與主的心合而為一呢？就在我們
遵行聖經真道之時，愛祂所愛，作祂所作。 

聖父阿！求祢因祢所賜給我
的名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

為一，像我們一樣。  
                                                  約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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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為成聖禱告 
 

主耶穌為門徒禱告，不需呵護濫情，指引
活在真理中，門徒在世界便能分別為聖。 

 
基督徒成聖之路，是邊學聖言邊行聖道。
神的道是有能力的，祂能改變你的心思，

助你糾正行為，生活不再一樣， 
生命越見成熟。 

求祢用真理使他們成聖；  

祢的道就是真理。  
                                                  約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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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為傳福音者禱告 
 

主耶穌為門徒傳主福音，所帶領歸信主的
人禱告，同樣的內容：合而為一。 

 
所謂一樣米養百樣人，不同背景、價值信
念的人能合一，是神蹟。不是失去自我或
個人意志，乃因朝共同方向，關愛上帝所
關愛，以拯救靈魂為目標，多合一啊！ 

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
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
求，使他們也合而為一。  
                                                  約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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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為眾聖徒禱告 
 

上帝既居於聖殿；聖殿則指眾聖徒， 
當如何保管這神聖之地？ 

 
基督徒固然要同心傳揚福音，拯救靈魂；
也要彼此守望扶助，不致跌倒；因我們是
基督的肢體，不能分門別類、置身事外。 

若有人毀壞神的殿，神必要
毀壞那人；因為神的殿是聖

的，這殿就是你們。  
                                                  林前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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