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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禱告懺悔
請原諒我們的債，就如我們也原諒我們的債務人。

懺悔對基督徒生活至關重要——這即是在上帝面前懺悔，也是彼此之
間的寬恕。聖經說得很清楚：神希望仁慈。祂對我們充滿愛心和仁慈； 
因此，我們必須對他人仁慈。本週的靈修將會在禱告懺悔方面提供指導， 
討論愛引導我們去原諒，正如我們被原諒一般。

第 22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天禱告



請幫助我們原諒	 以弗所書	4:32; 歌羅西書	3:13

「以恩賜相待，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所以你們該效法神，好像蒙慈愛的兒
女一樣，也要憑愛心行事，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當做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獻於神。」 
——以弗所書 4:32-5:2

我四歲的兒子不喜歡幫助別人。但是……他也沒法自己結襯衫扣子。所以早上我看著他努力結
扣子。他為了把自己穿進那件小襯衫而很生氣，所以我經常給他做示範。而這可能有兩種結果： 
(1) 如果他那天心情好，他會看著我給他結扣子並聽我解釋結了扣子後衣服穿著就好看多了；(2) 如 
果他那天心情不太好，他就會說我不再是他的朋友了，然後穿著大敞的衣服到處跑。

說到寬恕，我和他有點不一樣。我是否通過基督的犧牲穿上了祂的寬恕？是的！ 那麼我是否有時
也會自己嘗試著去做但是感到極大的挫折？是的！ 這就像告訴耶穌祂不是我的朋友，然後在快要
赤身裸體時嘗試著「自己穿上扣子」。祂問我是否可以向我展示祂賜予我的巨大寬恕，這樣我可以
依靠它得到改變。這樣祂就可以幫助我反過來寬恕他人。

當我不願祂向我展示饒恕中了不起的恩惠，我就會對冒犯我的人抱有怨恨——冒著被完全揭穿的
風險！ 今天我們是否同意我們渴望來自耶穌寬恕的恩典加護？我們必須效法祂，改變我們讓他人
得體的方式。

思考禱告

耶穌：

很難承認我們有多麼地需要祢，而這是我們的傲慢誘惑著我們這樣想。我們懺悔仍然懷
有傲慢。我們認識到寬恕不僅是祢向我們慷慨提供的東西，也是祢要求我們有的東西。 
我們反覆失敗，主，但祢答應我們可以效法祢。請進入我們的生活。讓我們變得謙遜， 
看到祢對我們的寬恕，這樣我們也可以將仁慈寬恕他人。我們需要祢的幫助。阿門。

第 23 日 天禱告



請幫助我擴散仁慈
彌迦書	6:8； 馬太福音	5:7； 雅各書	2:13

我們的教會集合了上千袋的食物，免費免下車地在我們得不到充分服務的社群裡分發給大眾。 
人們開車過來，打開他們的後備箱，我們把他們的車裝滿。其中包含了一部聖經，而許多人在現場
就要求做禱告。

在社交媒體和電台上登了數週廣告之後，反應卻很低迷。直到我們中有些人來到通往會場的路
口——有招牌、指引和鼓勵的言詞——我們才開始看到持續到來的人流和汽車。有人説：「世上根
本沒有『免費』的東西」然後開向相反的方向，他們因此而未能得到此祝福。有些人無視我們。但是
那些開進來看看我們所說的是否屬實的人都是充滿熱情的，並且感謝我們讓他們知道。

我注意到這各種不同的反應。我想到因拒絕聖子的仁慈賜予而讓聖靈悲傷。神忍受了種種懷疑、
誤解和拒絕：「凡接受祂的人，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予他們成為神的兒女的權力；」（約翰福音 

1:12）。本配不上的人被賜予了一個奢侈的禮物：讓上帝喜悦的兒女使我們從懲罰、力量和罪惡的
存在中解脫出來。如果我們為主而不是為自己行事，我們就能憐憫需要救贖的人，並繼續指向那
唯一的道路。

思考禱告

耶穌基督：

「你向我所施的一切慈愛和誠實，我一點也不配得……」（創世記 32:10 KJV）。我讚頌
祢的名字：「因為你對我仁慈是大的：你將我的靈魂從極深的地獄中救出」（詩篇 86:13

，KJV）。請幫助我們用祢展示給我們的仁慈保佑其他人，使他們也能「嘗嘗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詩篇 34:8）！ 主，感謝祢讓我們發放這些食物。願我們一直傳遞祝福，
以映襯出祢這位仁慈的提供者。奉耶穌之名，阿門。

第 24 日 天禱告



請幫助我們脫離我們的負擔和苦難
箴言	10:12； 以弗所書	4:31-32;	希伯來書	12:15

西蒙是個名人。作為當地的巫師，許多人認識他並對他的本事驚嘆不已。但是一旦耶穌的門徒到
達現場，西蒙的名聲就有麻煩了。在他看來，贏回大家喜愛的唯一辦法就是購買聖靈的禮物。而在
那一時刻，我們瞥見到一個被苦難所累的心。

當你看到別人成功時你的心情是怎樣的？當人們不再向你尋求答案時，你會怎麼回應？這對西蒙來
説是一個艱難的現實——而這嚴重地影響了他對神的心。如果我們不注意，這也會影響我們的心。

希伯來書的作者懇請我們不要讓任何怨恨植根於我們的內心（希伯來書 12:15）。同樣，使徒保羅指
示以弗所教會「消除一切惡毒」（以弗所書 4:31）。就像最常見雜草頑固的根一樣，我們必須徹底根
除怨恨，讓它在我們的生活中沒有地方生根。

儘管西蒙「在苦膽之中，被罪惡捆綁」（使徒行傳 8:23），但他卻離神的恩惠並不太遠。對我們來説，
使他恢復的指示在今天仍然奏效。如果你發現自己陷於怨恨，就請注意使徒的聲音——從懺邪惡，
並投入對你鄰居的愛中，因為「愛能掩蓋許多罪惡」（彼得前書 4:8）。

思考禱告

主：

我今天來到祢這裏，承認那些在我心中懷有怨恨的時刻。嫉妒玷污了我的喜悦，並把我
的視線從你和祢的善意上移開了。請原諒我以蔑視而不是以仁愛對待我的鄰居。主，當
我坦白並懺悔我的罪惡時，我用我罪惡和恥辱的重擔，換來祢所賜予的令人輕鬆的寬
恕和復甦。願我的腳從怨恨中逃離並奔向愛、同情和諒解，無論現在還是永遠。阿門。

第 25 日 天禱告



請幫助我們脫離罪惡和恥辱
詩篇	103:8-14；羅馬書	8:1-2

如果說脫離罪惡和恥辱地生活需要苦斗，那麼苦苦掙扎著想要相信神的善良則是不尋常的。你認
為的神的樣子反映出你是如何看待你自己的。根據聖經，耶穌因他的仁慈死去、被埋葬，又起死回
生來將你們從罪惡和死亡，甚至內疚和恥辱中解放出來。然而，敵人會用虛假的言論給承認錯誤
打上內疚和恥辱的印記：

你真是               。我不敢相信你會               。你永遠不會               。

然後，他們會微妙地扭曲句子，把「你」變成「他們」：他們覺得你是如此的               。 
他們不敢相信你會               。 他們認為你永遠不會               。 

然後逐漸「他們」變成「我」：我是如此的               。我不敢相信我會               。
我永遠不會 。而當你對自己說謊夠久時，你最終會信以為真。

承認錯誤不等於譴責。犯錯是感到做錯了事；譴責是懲罰做錯的事。耶穌用祂的善良接受你的懲
罰；因此，你將不再被譴責。

沒有愧疚和恥辱地活著必須要有所行動。只有認識到信錯了，你才能識破敵人的錯誤言論。一旦你
學會如何識別敵人的聲音，你就可以用神善意的真理撲滅錯誤的聲音：你已被宣判無罪，主尊敬你。

思考禱告

（大聲禱告）耶穌，請幫助我。我正在努力掙脫內疚和恥辱。

我坦白我有時很難信任祢的善良。當我認識到我不斷重複做錯事，我感覺我是如此失敗。

我在此摒棄「我永遠無法放棄」和「你對我失望」的謊言。我選擇相信祢會幫助我、並且喜歡我， 
因為祢的言辭説我不再是罪惡的奴隸，而是正義的——並且你對我微笑。阿門。

第 26 日 天禱告



我們各自坦白
詩篇	32:5；	箴言	28:13； 使徒行傳	3:19

我記不清有多少次我在一些農家風格的室內裝修上或一些女士的禱告日記上看到寫著「我生來
充滿敬畏和精彩」。正是如此——這很好地提醒了我們是被完全瞭解的。有誰能說比創造我的那位
更瞭解我呢？

如果你還沒讀，那麼現在先停下，去默念詩篇 139 全篇。這篇的開頭宣稱主已搜索並瞭解了我們
的每一個念頭、行動和處境——甚至我們的靈魂。無論我們處於最佳狀態或最壞狀態，還是我們感
到疏遠或親近，我們都無法從祂的面前逃離。這會讓你感到温暖還是顫抖？我想兩者都有？

這帶我們到這篇的第二部分——祈求。這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渴望，想要像祂瞭解我們一般去瞭解
祂；一種想要如祂一般正義的強烈願望。但是，無論我們覺得我們有多麼妥善地管住了自己的想
法和行事，我們都不知道我們所未知的。

「神啊，請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 
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裡面有什麼惡行沒有，
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你相信神會回應禱告，對嗎？當他揭示回應時，你是否願意服從？你是否明白坦白的重要性和力
量？你願意去那裏嗎？

思考禱告
神：

祢是如此地瞭解我！ 作為我的造物主，祢知道我本應如何。作為我的救世主，祢已體會
到我的墮落程度。祢在此顯示對我們的愛：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羅馬書 5:8）。

就像詩人一樣，我瞭解我知道什麼——關於祢、關於我、關於他人——但我承認我不知
道我所不知道的。聖潔者啊，請試煉我，按祢的意願引導我。而我將按照我的意願 
——我的心、意念、靈魂和力量——每天跟隨祢直至永恆。阿門。

第 27 日 天禱告



我們共同坦白
歷代志下	7:14； 雅各書	5:16

聖經一貫將懺悔置於復甦前——無論是精神覺醒、國家復興還是文化復興。在整本聖經中， 
我們看到神的國王和先知都一樣，受到指引坦白和懺悔他們子民的罪惡。主每次都回於癒合和
復興——就像他所承諾的（歷代志下7:11-14）。當耶穌教導我們為罪惡尋求寬恕時，祂為集體禱告：

「……寬恕我們的債……」（馬太福音 6:12）。在早期教會所奉獻的“禱告”中，集體坦白本來是至關
重要的。懺悔文化是新約教會的核心。

我的朋友吉姆在舊教堂原址建立了一座新教堂，舊教堂在幾年前關閉了。最初的幾個月，當他閱
讀舊教堂文件時，他發現教堂在 1970 年代決定禁止跨種族婚姻。雖然這個決定和吉姆無關，但他
的反應是帶著教堂集體為以前教堂會眾做出的罪惡的、系統的行為懺悔。而主回應了。現在，吉姆
是宣道會其中一個最多元化教會的牧師。

我們的教堂應該堅持進行坦白和懺悔。這樣神的子民才能將自己從世間的權力和模式轉向神的
存在和旨意。主的回應打破了罪惡的文化鎖鏈和體制鎖鏈。如果我們想要復興，就讓我們從懺悔
開始。

思考禱告

請尋求聖靈的引導，注意並意識到可能在教堂中根植的罪惡。根據以下問題進行坦白
和懺悔的禱告：

1. 我們教堂的哪些行為和做法缺少愛（思想、言語、行為）？

2. 在哪些方面我們可能讓罪惡迫使我們去做什麼或不做什麼（注意歷史遺留行為）？

3. 如果有人因我們的罪惡受傷，我們該如何尋求寬恕？

第 28 日 天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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