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次分享
吳主光
我 們 的聚會：
４ ０．我們平安福音堂過往的禱告見證：學得不好、新圍村福音堂的祈禱會、
夏令會的祈禱會、陳錫安一個支持祈禱會
４ １．我們所明白的禱告真理：主禱文是最理想的禱告、聖靈用說不出來的
嘆息替我們禱告、「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 禱 告 是 屬 靈 生 命 的 「 一
線生機」
４ ２ ． 正 常 禱 告 生 活 的 要 點 ： 禱 告 的 秘 訣 是 「 安 靜 」 與 「 等 候 」、 禱 告 的 靈
要展翅上騰、禱告要用情來享受神
４ ３ ．禱告的鑑戒：禱告不在 乎方法，乃在乎「兒子」與「父親」的關係
４ ４．教會公禱會─ ─ 重要程 度僅次於主日崇拜、有事奉崗位者務必「每月
最少一次」出席全教會公禱會以作守望、傳道人要在禱告中以自己的
生命影響會眾的生命

１． 我們平安福音堂過往的禱告見證：
１）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教會向來在禱告的功課上學得不夠好：也許多這是眾教會的弊病，一
般信徒愛讀經、研經和教會其他活動多過愛禱告。
２） 參加新圍村時代的祈禱會必須行「小路」
：到過我們新圍村木屋福音堂的弟兄姊妹們知道，

那條路是不好走的。膽子小一點的人也不敢到我們的木屋福音堂的，因為除了要爬山，爬
上約二十層樓那麼高的山腰之外，還要經過明愛醫院的殮房側。木屋區的治安是非常差
的，曾經有一位姊妹（我們教會一位弟兄的姐姐），晚上回家之時，遭歹徒襲擊、強姦、
受傷以至險些送命。每逢風雨季節更不在話下，加上我們的木屋福音堂還常常漏雨，要打
傘才能聚會。可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仍然每週三舉行祈禱會。
３） 我們的禱告曾斥退暴風：不要小看我們的禱告會，因為有好幾次我們舉行佈道大會，可是
天文台宣佈三號風球，我們在山上也看見遠處密雲風暴來襲，但是說來奇怪，經過禱告之
後，山下下大雨，而我們山上卻連一滴雨也沒有。結果我們的佈道大會有很多人決志信主。
４） 暴動期間的祈禱會見證：後來我們搬到營盤街聚會。記得一次暴動，我們看見街上暴徒追
逐殺人放火。但是那天晚上我們仍然有五個人參加祈禱會。在祈禱會進行中，忽然門鈴響
了，開門之後，看見周如歡姊妹（那時她才攻讀中學三年級）也回來參加祈禱會，我們都
很受感動。
５） 夏令會的禱告會帶來大復興：我們每年的夏令會都以禱告會為重。有一年，我們在西貢的
獅子會舉行夏令會。星期一至星期四，我們看見弟兄姊妹們在夏令會中說說笑笑，追追逐
逐，完全沒有一點復興的蹟象。我們就心急了，於是召來大會全體職員，在星期四晚飯前
開禱告會。在禱告中，我們都哭了。星期五晚的禱告會哭得更悽涼。但星期六早上的見證
會，不少弟兄姊妹見證說：
「弟兄姊妹，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你們看見我笑得很厲害，
其實我的內心很痛苦；星期四晚至星期五晚，你們看見我哭得很悽涼，其實我內心很快樂。」
許多許多年的夏令會的復興，都與祈禱會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６） 陳鍚安一個人支持的祈禱會：記得一次星期三我放假，不用回到夜校上課，我就可以回到
教會去參加祈禱會。可是，當我回到祈禱會去，發現祈禱會只有陳鍚安一個人出席。我問
他，為甚麼會這樣。他指出，已經有好幾個星期是這樣了。於是我哭起來了。以後我向校
方，辭去夜校主任一職。雖然那時，我當夜校主任的薪酬十分可觀，但我決定保留所有晚
上的時間，用來參加祈禱會、探訪、做司可福函授課程、預備主日崇拜講道和主日學的信
息等。
７） 我讀神學期間仍參加教會的祈禱會：及至我後來進入海外神學院，我還是要求學院特別準
許我每星期三晚回到教會參加祈禱會。學院於是給我一套大門的鎖匙，只讓我一個人可以
自由出入。
２． 我們所明白關於禱告的聖經真理：
１） 門徒對主說，
「求主教我們怎樣禱告」
：我們認為，全人類之中，再沒有一個人教我們禱告，
比得上主耶穌所教的。因此，我們人人都應該以「主禱文」為最高的禱告模式，從其中學
會最重要、最寶貴的禱告秘訣。例如：主禱文的結構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真理：１．「我
們在天上的父」
：只有兒女才有權向天父禱告，因此禱告的秘訣全憑「關係」
，不憑「方法」
。
所以我們禱告盡可能不要說「神阿」
，乃要多說「父阿」
，正如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
神的兒女之時，我們呼叫「阿爸父」一樣。憑兒女身份禱告，是最高的「享受」。未學會
「享受神的禱告」，是不會禱告。２．主教我們禱告先有「三個願」
（為神國的事），後來

才有「三個求」（為自己地上生活的事）
；３．仔細默想三個願，其實是三個屬靈境界。禱
告能進入這三個屬靈境界才是最高的經歷；４．第一個願是「如同看見至聖的神的敬拜」、
「分別為聖」
、
「又願全人類都尊父的名為聖――傳福音」
；５．第二個願是「等候主再來」、
「常常關心天國降臨的事」
、「消滅地上敵基督的國」
；６．第三個願是「順服神的旨意―
―想到天使遵行神的旨意，地上的風和浪也遵從，自己就更應當這樣」
、
「千禧年國，主統
管萬有」
；７．我們的天父是降臨的國的「國王」
，我們就是「天國的王子」
。身為「王子」，
理應關心天國大事；８．第一個求是「感恩」
，因為今天已經有得吃了、
「不為明白掛慮」、
「關心身邊沒有東西吃的人」
；９．第二個求是「饒恕之道」（也是神聽禱告之道）
；１０．
第三個求是「與仇敵的關係」（那惡者的勢力不大，所以這項禱告放到最後）
；１１．主禱
文不是用來「背」的，因為主勸門徒關上門禱告；又因為「從『因為』至『阿們』等字，
在第八世紀之後的古卷都是沒有的，連路加福音也沒有記載。因此，我們教會從來不在聚
會中集體背主禱文。１２．主耶穌認為禱告千萬不學「假冒為善的人」（因為他們口向神
禱告，心卻向著人，以為眾人會稱讚他們）
，和「外邦人」（其實是異教的禱告方法，他們
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
，或以為用甚麼特別的方法禱告才有效）
。
２） 聖靈用說不出來的嘆息替我們禱告：其實我們人人都不曉得怎樣禱告，但聖靈卻能用我們
心中說不出來的嘆息替我們禱告（這嘆息不是聖靈的，乃是從我們心中出來的，因為經文
指出：
『鑑察人心的神，曉得聖靈的意思』，可見這嘆息出自『人心』。嘆息代表失敗、無
話可說、要說也說不出來，因為感到理虧）
。禱告的話雖「說不出來」
，但出於真心，就是
一聲嘆息，神也樂於垂聽。因此，禱告真重要是「真誠」。
３） 大祭司主耶穌在天上長遠活著為我們祈求：除了聖靈替我們禱告之外，主耶穌也常常為我
們禱告。因此，我們必會像彼得一樣，雖然三次不認主，也會因為主的代禱而悔改回頭，
證明是一次得救，永遠得救的。
４） 我們不「另外求」聖靈：靈恩派人士認為，福音派在三位一體中，常常忽略聖靈，因為很
少向聖靈禱告、敬拜、讚美、甚至連講道的信息也少提及聖靈，因此福音派教會有一個盲
點，就是忽略聖靈。我們卻認為聖靈在三位一體之中，是特意隱藏自己的。按聖經的真理，
我們不需要另外求聖靈，聖靈也會主動來充滿我們。因為聖靈是主求父差來代替主作我們
的保惠師。所以聖靈來是為要榮耀主，祂不憑自己說話，乃將授於主的告訴我們（約
16:13-15）。只要我們信主、愛主、認識主、活出主…，聖靈就充滿我們了。
５） 神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
：屬靈路線告訴我們，教會不是房子，也不是一群人這麼簡單，
而是這群屬神的人所組成的屬靈模式。例如組成「神的家」
、
「聖靈的殿」
、
「聖徒的國」……
等等。而「聖靈的殿」最重要是「禱告」
，因為主耶穌指出：
「我父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
教會若失去禱告的大特徵，就必被神關閉。按舊約聖殿，約櫃和「施恩座」放在至聖所，
神要坐「施恩座」上面施恩給凡到祂面前來求恩的人。因此，神設計「金香壇」必須對準
「施恩座」，為要告訴我們，禱告必須對準神的寶座。
６） 聖經裡頭有許多蒙神大大賜福的人物，都是因為他們的「禱告」生活被神驗中的緣故。例
如：哥尼流，天使對他說：
「你的禱告和你的賙濟、達到神面前已蒙記念了。」（徒 10:2）；

保羅之所以認為自己「更是基督的僕人」
，是因為他的禱告生活達到「三重天的經歷」
；但
以理被天使長迦百列和主耶穌稱為「大蒙眷愛」
，也是因為他在禱告中徹底認罪。初期教
會的使徒們為了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才選立七位執事管理飯食。可惜今天我們選立執
事，已經不再為這個目標了。
７） 我們曉得禱告的意義是：１．
「一線生機」
：因為自從亞當被趕逐離開神的面之後，人類只
能憑禱告接觸神，維持一線生機。後來該隱在獻祭的事上（與禱告的意義相同）犯罪，被
神「雙重趕逐，離開神的面」（第一重是亞當和他的後裔被神趕逐離開伊甸園；第二重是
該隱被趕逐，連禱告獻祭的權利也被取消），該隱向神說「我的刑罰太重，過於我所能當
的」
。
「太重」是因為禱告的權利被取消，但今天許多人以禱告為重擔，非常可惜。２．
「支
取恩典」：施恩座就是為給人們可以到神面前來求恩而設立的。但以理禱告認罪，其中但
以理認為自己最大的罪是「我們卻沒有求耶和華我們神的恩典」（但 9:13）
。３．
「屬靈接
觸」：在所有屬靈操練之中，禱告是最基本、最重要、最真實的與神會面的經歷。也是重
生得救的人對父神天然反應，正如保羅所說：「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
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 神的兒女」（羅
8:15-16）
。
３． 正常的禱告生活要注意如下幾點：
１） 禱告的秘訣是「安靜」和「等候」
：
「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

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你們卻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所
以你們必然奔走•又說、我們要騎飛快的牲口•所以追趕你們的、也必飛快。一人叱喝、
必令千人逃跑•五人叱喝、你們都必逃跑•」
（賽 30:15-17）「不肯」安息正是以色列人長
期以來不守息日，不能討神喜悅的主因；
「不肯」安靜也是今天基督徒只肯為世事忙碌，
不肯靜下來靈修，不肯享受神的關鍵。我們禱告必須等待自己心中的一切煩擾、掛慮、雜
念…全消，直到自己裡頭出現「清心」之時，禱告才能進入屬靈的境界，在聖靈裡禱告。
「雅各阿、你為何說、我的道路向耶和華隱藏•以色列阿、你為何言、我的鞽屈 神並不
查問。你豈不曾知道麼、你豈不曾聽見麼、永在的神耶和華、創造地極的主、並不疲乏、
也不困倦•他的智慧無法測度。疲乏的、他賜能力•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
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
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賽 40:27-31）我們可以測驗自己禱告的靈是否「展
翅上騰」
，我們若感到地上所有事物顯得越來越『小』
，越來越『不重要』之時，我們就是
在「上騰」；如果我們感到地上人與人之間的恩恩怨怨非常重大、地上的金錢物質非常吸
引、地上的榮譽地位非常寶貴……，我們的靈就是在『下跌，快要撞到地面』了。
２） 禱告要「清心」
，因為這是必得見神的秘訣：
（參太 5:8, 弗 1:18）禱告要用「情」
（傾心吐
意）
，又用「理」（按神的性情來求）
；禱告要成為享受（參詩１３１篇）
，好像「斷過奶的
孩子在母親懷中」。
３） 公禱要多用「短句」和分開「多次」；公禱要多說「阿們」、
「主阿，是的」
、「真的」……

來回應；
４） 傳道人要重視「以自己的禱告影響會眾的禱告」
，這就是「以自己的屬靈生命影響會眾的
生命」
。如果連傳道人也不會進入靈裡禱告，也不會享受神，也不會禱告得甘甜，會眾必
永遠也學不會。因此，禱告會不要次次分組，乃要由傳道人領導全體一同禱告，好該傳道
人的屬靈生命（他禱告的模式、用詞、感情、與神的關係…等，流露出他的屬靈生命）能
多有機會影響會眾的屬靈生命。
４． 要「鑑戒」不合真理的禱告模式：
１． 由於近代西方神學界推動教會大合一運動，而且新紀元運動也滲入了教會，於是福音派的
神學家就紛紛參考天主教，東正教，靈恩派的靈修方法，甚至不惜引用印度教的打座經驗
來編訂成「靈修神學」
，於是，普世眾教會均興起各種各樣的靈修方法，其實其中不少是異
教的「通靈術」
，教導人藉方法與靈界接觸。我們從聖靈真理知道，任何方法都不能通到聖
靈那裡去，只能與邪靈接觸。因此，我們要杜絕如下各種「禱告方法」，不要引入教會：
「天主教的靈修神學」：採用天主教中古世紀修道士的經驗，向聖人禱告，向馬利亞求恩
典，向聖像祈禱，向「苦傷道」祈禱、對住耶穌的相片禱告等。這些方法很容易在合上眼
睛後，仍然看見一個與相片類似的形像，以為就是耶穌。
「傅士德的屬靈措練方法」
：傅士德所教導的靈修方法證實是天主教與印度教的打座通靈
術。他教導人「掌心向上」代表向神求恩典；「掌心向下」代表放下灰心疑惑。這樣重複
又重複，掌心就會感到一種溫流，然後會聽到靈界的聲音。又教人呼吸，幻想自己升天等，
都是印度教的冥想經驗。
「太極靈修法」：一邊打太極，一邊靈修默想，祈禱。這種方法來自一本書的教導。不明
白太極與氣功和邪靈拉上關係。
「阿比斯的禱告」
：將代上 4:9-10 雅比斯的禱告:「甚願你賜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常與
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這句話重複又重複，說是會導至蒙福和發財云。
其實這是新紀元運動的「積極思想」，以為受福不受禍，就是最理想的禱告。按雅比斯只
不過是一個沒有甚麼值得效法的以色列人而已。保羅卻教導提摩太說：「你要和我同受苦
難、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有可信的話說、我們若與基督同死、也必與他同活．我們
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
（提後 2:3, 11-12）
「幻想法」、
「強烈想像法」
、「對自己的信心要有信心法」：這三種方法都是新紀元運動的
「積極思想」演變過來的方法。以為這些方法可以啟動「潛意識」，然後就可以動用空中
的「屬靈定律」。運用這些「屬靈定律」就可以行神蹟，創造出自己所想像的事物來。
「用重複語來禱告」
：靈修神學的一種常用的方法、天主教的念珠，和靈恩派的不斷喊著
哈利路亞…都屬這一類。
「練習看異象法」：手拉手，合上眼睛，集體操練看異象。若看到紅色，就說是「耶穌的
血」……。
「大叫大哭大笑、獅吼或野獸叫、按手倒地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禱告」
：這是第三波靈恩運
動最常見的「被聖靈擊倒」現象。他們認為「人神相遇」就會有這樣的現象，其實是被鬼

附的現象。因為連第三波靈恩運動的領導人 John Wimber 也認為獅吼是鬼附的現象。
「用香薰來靈修」：這是最新來自印度教的打座方式，現在許多人用來靈修默想。時代論
壇一位解答信仰問題的牧師竟然公開贊成人用這種方式來禱告，真是大大絆倒人。
「向十字架燒香」：道峰山信義會基督教叢林竟然在祈禱室內放置十字架，又在十字架前
放置佛教徒用的香爐，向十字架供奉。一位傳道人問他們為何這樣，他們的回答是：「舊
約也有向神燒香。」但他們不肯正視，舊約只能由祭司在至聖所的金香壇向約櫃上的施恩
座燒香。而且新約從來沒有用香來禱告。更何況是佛教徒所用的香！
「一個人接連一個人直至通宵的禱告」、
「用石來建祭壇式的禱告」：這兩種禱告方式，都
是靈恩派人士最愛用的。他們總要用各種變化形式來禱告，才認為更蒙神悅納。其實他們
並沒有通宵禱告，只是一人禱告一小時而已。因此這種禱告是虛偽的，是假想神被人「煩
至天亮」就必定答應人的禱告。
「一同開聲的禱告」
：胡恩德先生指出，如果保羅不准太多人在會中說方言，又不准太多
人作先知講道，
「因為 神不是叫人混亂、乃是叫人安靜」
。照樣，全體會眾一同開聲禱告
也會造成相同的混亂，不能安靜。再者，如果我們開聲禱告，而因為太嘈雜而聽不見別人
禱告，這樣我們怎能與他一同說阿們呢？彼此開聲禱告只能做成一個「人為的熱烈氣氛」
，
其實是造成「假復興」，不但是虛偽，也會誤導人。
５． 全教會的公禱會：
１） 要鼓勵更多人參加祈禱會，大可以將祈禱押後至八時，或八時半才舉行，因為現今不少肢
體要很遲才放工。如果週三晚一定不能參加，又可以在不同的時間舉行更多祈禱會。但絕
對不應該取消週三晚的公禱會，因為這種「遷就」必會造成「更大的遷就」
，以後就不堪
切想了。從前般含道福音堂為遷就肢體們參加聚會，於是就將祈禱會、團契聚會等聚會，
全部搬到主日下午，以為只用一整天就可以參加完所有聚會。誰知這樣做，使擘餅聚會大
大減少人參加，而祈禱會仍然沒有更多人參加。整個教會都因而下陷。
２） 所有事奉人員必須每月出席最少一次祈禱會；我們教會定規，長老、執事、各部同工、團
契職員、主日學教師……等，凡有崗位事奉者，都必須每月最少出席一次祈禱會。這一點
從來沒有人在理性上表示是行不通的，但卻是各堂會非常少實行的。
３） 不要在禱告會中舉行查經時間，要純用全部時間來禱告；因為用祈禱會時間來查經，會減
弱成人主日學的功能，又會拖長了聚會時間，而減少祈禱時間。我們教會在真理上並沒有
太過欠缺，但在禱告的功課上出現非常欠缺，所以我們需要用多一點時間來禱告。只是在
提出代禱事項時，不要列出太煩瑣，太多無關痛癢的事項，以免「沖淡禱告」。在解釋禱
告事項之時，要強調每一事項的「屬靈關健」。在提出禱告事項之中，應該特別注重「守
望」的禱告――守望是不介意人少的；守望的意義是全教會性的屬靈洞察和醒覺，因此要
關懷教會各部、各團、各聚會等的靈性質素，和屬靈戰況如何。
４） 祈禱會應分兩部份進行：
（１） 個人靈性更新（由傳道人帶領）：內容包括：１．享受神的禱告；２．參與天空
中屬靈爭戰的禱告；３．個人靈性與神接觸的禱告；４．盼望主再來的禱告；５．

盼望能活出主的禱告；６．活出主日講道信息的禱告……等等。
（２） 代禱事項（分組）
：內容包括：１．肢體們的需要；２．教會各部門守望的需要；
３．為宣教士代禱；４．各長老執事的需要；５．世界宗教動向守望；６．為香
港與中國求平安；７．聯堂事工及聚會的需要；８．神國的需要；……等等。
（提
出這些代禱事項之時，要注意每項的屬靈層面的需要）
５） 祈禱會前後：可以約大家一同吃飯盒，一同有點交通。出席者要分團簽到；缺席者，傳道
人要打電話提醒回來參加。主日報告要加強報告，必要時可以發問卷調查全教會的靈修和
禱告實況，從而作出呼籲，鼓勵全體參加。參加者，主席要鼓勵大家禱告要大聲、要人人
都參與、要熱烈以「阿們」回應、可作短句而多次的禱告、要接連禱告不可間斷（執事和
傳道人要留意接上）
。強調既然出席祈禱會就是有感動祈禱，因此不用再等聖靈感動。
註：如果各堂不曉得怎樣帶領祈禱會，吳主光弟兄歡迎邀約前往教導實習。電話：９６３７－
１１６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