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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禱告祈求
請賜予我們今日的食糧。

本週，我們將側重於禱告祈求。聖經稱，我們的主是我們的天父， 
即使無需請求，祂也知道我們所有的需求。是的，這也是為什麼保羅說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腓立比書 4:6）。約翰一書 5:14 說「這是我們向他所存坦然無懼的心： 

我們若照祂的旨意求什麼，祂就聽我們。」當我們思考禱告祈求時，我們
的重點是默想神傾聽我們祈求的信實本質，祂認可我們祈求的公正本
質和祂實現我們祈求的主權。當我們向祂祈求時，我們的角色和行為該
是什麼樣的呢？

第 15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天禱告



神是信實的
出埃及記	34:6；申命記	7:9-111；哥林多前書	1:4-9

你是否曾和第一次見面的人有過深入交流？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説，這往往是尷尬的遭遇。話題通
常總是膚淺的。沒有建立足夠的信任讓我們能談論比謀生更深層的話題。

不幸的是，許多人在認識上帝時也採取這種姿態。人們緊守內心並且避免暴露脆弱。他們可能會
隨意相信上帝會滿足他們的所需，但祂是否在我們生活痛苦的方面值得我們信任？

神總是忠實於滿足我們的每一個需要，並且給我們保持這種關係的選擇。但是，祂期望能更深入。
神忠實地滿足了以色列人在沙漠中流浪時的物質需要。至於摩西，那卻是不夠的。他渴望在最深
層次體驗神的全部；他最終渴望體驗到亞當和伊芙墮落之前的經歷。

由於耶穌去世和復活，祂已經把知道祂的真實身分的違礙去除了。在三一內，有愛、喜悅、安全和
接受。此邀請不僅是像旁觀者一樣渴望這種關係，而是要充分參與到這種關係中。

行動：默想約翰福音 15:9。請神向你揭示你內心中還沒有向祂開放的地方。祂在回應你時會請求
你做些什麼？

思考禱告

父：

祢看得見我靈魂的最深處。祢比我自己更瞭解我。祢始終證明自己是信實的，而祢向我
表達的愛，別無他處可尋。然而，多少次我會發現自己在退縮？我不想向祢隱瞞任何東
西。我渴望體驗到祢對我圓滿的愛。我想知道，與祢團結的意義是什麼。耶穌，感謝祢為
我鋪平了道路，讓這成為可能。而我會以祢的名義禱告，阿門。

第 16 日 天禱告



滿足那些處在內亂中的人的需要
詩篇	32:7, 34:4, 107:6；	以賽亞書	43:18-19；	約翰福音	4:4

我們周圍的世界不斷充滿着痛苦——從強者攻擊弱者的海外衝突到我們自家充滿了對無辜者和
兒童的暴力。在這種不公正和動盪中，我們如何與神接近？

與那些哭泣的人一同哭泣，和那些哀悼者一同哀悼是好的和正確的。就像基督一樣，儘管祂知道
拉撒路會由祂親手復活，祂還是出於同情與馬利亞和馬大一同為拉撒路哭泣。向神哭泣並哀悼我
們世界的痛苦和破壞是好的。

神還呼籲我們成為禱告祈求的人民，要求祂保護兒童、被冤枉的人以及正在遭受痛苦的基督教兄弟
姐妹。我們申索詩篇 32:7 的許諾：「你是我藏身之處；你必保佑我脫離苦難，以救贖的樂歌環繞我。」

此外，我們應感謝，即使邪惡正在發生，神也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約翰一書 4:4），並且正在做一
件新的事情。祂正在荒野和荒地溪流中走出一條道路（以賽亞書 43:18-19）。我們宣稱這些真理，並
祈禱神會以善克服邪惡。我們祈禱祂將派祂的子民，給我們的世界裡渴望只有基督才能給他們希
望的地區帶來和平、復興和正義。

思考禱告

讓我們心思時事，並向神禱告；與祂哀悼此事的不公。以個人或團體之名祈禱神保護正
面臨考驗的人。

請求祂在荒野中開闢出一條道路，在荒地裡開導出溪流。

請祂給在艱難現實生活中掙扎的人們帶來耶穌基督的愛、希望與和平，高舉耶穌的名
字為眾人所見。感謝你今天在禱告中與他們並肩同行。

第 17 日 天禱告



思考禱告

布蘭登·希斯的歌《給我你的眼睛》中的合唱將成為今天的思考禱告：

「為什麼我從未關心過那些去往某處的人？
請給我祢的雙眼，僅一秒鐘。
給我祢的眼睛，讓我能看到我所錯過的一切；把祢的愛給人類。
給我祢的雙臂，擁抱我無法觸及的傷心人。
請為被遺忘的人給我祢的心。
請給我祢的雙眼，讓我能看到。」

第 18 日

滿足邊緣人群和貧困者的需要
出埃及記	22:22、23:6; 利未記	19:15; 申命記	10:18; 路加福音	10:25-37

閲讀路加福音 10:25-37。 你想享受美好的感覺，還是想成為禱告的答案？

我們已經多次聽過好撒馬利亞人的寓言。它是為回應一位統治者，他因持有如何獲得永生的宗教
答案而感到幸福——愛神也愛你的鄰居——但這位統治者是否願意真正回答「我的鄰居是誰？」 

在我們的社群中、世界上有許多人——是的，就在我們身旁——正在受傷害、被販賣、被遺忘、遭受
飢餓、被虐待和生活在貧困中，對他們來說，耶穌是他們的答案。請在今天抽出時間，專門為他們
祈禱。祈禱他們將得到癒合、穩定、目的、食物、舒適、庇護、生計和就業。也許甚至更進一步，成為
禱告的答案。

神學家米羅斯拉夫·沃爾夫指出，「為你不願解決的問題禱告有著某種深刻的虛偽。」良好的禱告生
活的一部分是將我們的想法和願望與神的心保持一致。雖然你和我可能沒有寓言中耶利哥行程那
樣的經歷，但我們可以在為他人進行精神上、物質上和身體上的調解時，開始像神那樣看待他們。

 天禱告



透過創造性的主動幫助以滿足需求
耶利米書	1:7;	馬可福音	16:15; 馬太福音	25:35-40

「於是主伸出了祂的手按住我的口，對我説：『現在，我已將我的話傳給你』——耶利米書 1:9

神之言用他人的故事鼓勵我們，從外表看起來他們不太像可能傳播國度好消息的人；但他們的內
在生活卻有不同的故事。神在發展國度時依靠的不是最愛的人；而是在禱告中拉着天父之手的親
密的人。

我對我「冶煉工」父親最深切的回憶之一是他在我上幼兒園時帶我走去學校。每天，他都會拉著我
的手，陪我走到朱尼亞塔·特雷斯小學。放學後，他將再次出現在那兒，拉著我的手，聽我學到的東
西，並陪我走回家。這就如同我們在禱告中拉著天父的手一樣。當我們親近神時，我們會在禱告中
感受到祂的存在並聽到祂的啟示。當我們開始禱告，即與我們的天父密切對話時，我們像耶穌教
導的那樣牽起祂的手，禱告「我們的天父……」我們在神面前向祂祈求，然後回應祂的啟示，向我
們周圍迷失了的世界傳遞祂的聖言。你今天祈求什麼？你會牽起天父的手，向祂請求嗎？

思考禱告
利用這個簡單的禱告模式，今天就牽起天父的手，感受祂的存在和聆聽，並響應祂的啟示。

父：

祢是偉大的、善良的。
我需要祢的幫助。
他們需要祢的幫助。
請治癒我、原諒我。
感謝你。
奉耶穌之名，阿門。

（摘自馬克斯·盧卡多《說阿門之前》）

第 19 日 天禱告



滿足我們空虛靈魂的需要
詩篇	23:2, 119:11；	馬太福音	4:4; 羅馬書	10:17

當你的靈魂空虛時，你會跑向何處？當你疲憊不堪時，你是否會通過自己的力量、努力和計劃尋求
滿足感？還是會奔向耶穌，並尋求瞭解祂和祂的言詞帶來的安慰？馬太福音 11:28 説：「凡勞苦擔重
任的人，到我這裡來……我使你們得安息。」試圖在其他事物中找到滿足感對我們來說是自然的 

（自從亞當和夏娃以來情況就是如此），但唯一能真正使我們完整的只有耶穌。

我們越接近耶穌，就越瞭解祂和祂的言詞，這將使我們遠離罪惡。在馬太福音 4 中耶穌自己引用
經文以抵制撒旦的誘惑，而正如詩人在詩篇 119:11 中寫道，心懷祂的言詞能讓我們不會犯下背棄
神的罪惡。

耶穌稱自己是個好牧羊人，並説祂的追隨者就像羊一樣，將會聽到祂的聲音（約翰福音 10:27）。 
正如大衞寫道「祂使我躺臥在草地上，領我到可安歇的水邊，祂使我的靈魂甦醒」（詩篇 23:2-3a）。

你知道主的話嗎？你能否聽出好牧羊人的聲音？我們花越多的時間在耶穌（化身言詞）和我們的
聖經（文字）上，祂的聲音就會越清晰，祂將修復我們空虛的靈魂。

思考禱告

在天上的父：

我們懺悔曾經多次試圖以自己的力量和俗世的手段應對空虛。我們承認祢且只有祢才
是實現充實、完整和滿意生活的關鍵。

請指引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你的文章、更迫切地希望學習和瞭解祢的話語，因為瞭解這
些話語能讓我們更好地瞭解祢，而通過瞭解祢，我們能找到安寧。阿門。

請在禱告結束時再次思考詩篇 23。

第 20 日 天禱告



充滿基督精神
詩篇	23:1； 馬太福音	6:33； 約翰福音	15:5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詩篇 23；1

神賜予所有人類和受造之物，但祂只是祂子民的牧人。作為牧人，祂一直照顧著祂的羊，使他們
不致缺乏。耶穌是我們的好牧人（約翰福音 10:11）。祂照顧我們的所有福祉——精神、靈魂和肉體。

耶穌希望祂和祂的國度能佔據祂門徒的心。祂不希望他們為俗事所擾。他說：「你們要先求祂的
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將賜予你們。」（馬太福音 6:33）。那些將耶穌置於身前之人，神會確保他
們的一切需求。

所有基督信徒都依靠祂獲得萬事所有。祂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
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約翰福音 15:5）。枝子結果的保證
在葡萄樹裡。種植人，父，在枝子上尋找果實——只能從種植人葡萄樹上結出的果實。只有這些
果實能帶給祂榮耀。

我們必須結出基督的果實——祂的品質。讓我們指望我們的來源、我們的動力、我們的支撐、 
我們的真葡萄樹。祂永遠不會讓我們失望。

思考禱告
父：

我們感謝祢，感謝你成為我們的牧者，我們的賜予者。請幫助我們不再為小事所擾。請幫
助我們相信祢和祢的子。

正如你在約翰福音 14:1 中所說：「你們信神，也當信我」；我們渴望一直相信祢、仰仗祢。
我們渴望多結果實。我們渴望生出祢的品格。請幫助我們。請幫助我們找到正確的順序：
祢的一切在我們之前，我們需要的東西在我們之後。讓祢和祢的國佔滿我們的心。我們
一直禱告「願祢的國降臨。」奉耶穌之名，阿門。

第 21 日 天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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