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來禱告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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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6(週日)陳約翰分享

面對疫情，
提升全人免疫力的藥方





查經大綱

主教導人

禱告

前言：求主教導我們的禱告（1）

一、禱告的重點
（2-4）

1、神的事列首要（2）

2、可求我們的事（3）

二、代禱的態度
（5-8）

1、代求禱會遇艱難（5-7）

2、情詞迫切直求（8）

三、禱告的原則
（9-12）

1、祈求的就得著（9-10）

2、作父親的會給（11-12）

結論：天父更將聖靈賜下（13）



神學大綱

主教導禱告

前言：禱告的榜樣（1）

一、主禱文的禱告（2-4）

二、代禱態度比喻（5-8）

三、禱告的三原則（9-12）

結論：天父給聖靈（13）



講章大綱

起來禱告吧 !

前言：渴慕產生禱告
（1）

1、耶穌禱告的榜樣（1上）

2、求主教我們禱告（1下）

一、抓住禱告的核心
（2-4）

1、以神的國為首位（2）

2、也要為自己代求（3-4）

二、代禱擴大了禱告
（5-8）

1、你能想像神不給（5-7）

2、成為沒有羞恥的（8）

三、學習禱告三原則
（9-12）

1、祈求尋找並叩門（9-10）

2、求餅求魚又求蛋（11-12）

結論：求好東西聖靈
（13）

1、認識神的好東西（13上）

2、更將聖靈給求祂（13下）



主題經文 求主教導我們的禱告

耶穌在一個地方禱告；禱告完了，有個門徒對他
說：求主教導我們禱告，像約翰教導他的門徒。

路十一1



主題經文 禱告的重點

2耶穌說：你們禱告的時候，要說：我們在天上的
父（有古卷只作：父啊）：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
上（有古卷無願你的旨意云云）。3我們日用的飲
食，天天賜給我們。4赦免我們的罪，因為我們也
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
脫離兇惡（有古卷無末句）。

路十一2-4



主題經文 代禱的態度

5耶穌又說：你們中間誰有一個朋友半夜到他那裡去，
說：朋友！請借給我三個餅；6因為我有一個朋友行
路，來到我這裡，我沒有什麼給他擺上。7那人在裡
面回答說：不要攪擾我，門已經關閉，孩子們也同
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來給你。8我告訴你們，雖不
因他是朋友起來給他，但因他情詞迫切的直求，就
必起來照他所需用的給他。

路十一5-8



主題經文 禱告的原則

9我又告訴你們，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
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10因為，凡祈求的，
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11你們中間作父親的，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
呢？求魚，反拿蛇當魚給他呢？12求雞蛋，反給他
蠍子呢？

路十一9-12



主題經文 天父更將聖靈賜下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
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嗎？

路十一13



前言：
渴慕產生禱告

1、耶穌禱告的榜樣

2、求主教我們禱告



前言：渴慕產生禱告

1上耶穌在一個地方禱告

路十一1上

1、耶穌禱告的榜樣

• 禱告是人子耶穌生命的主要內涵，這也是人活出
神造祂的健全樣式時的特徵。



主在肉身時，為我們活出完美的人之樣式，
作我們的榜樣。路加詳細且生動地描述，
主在人性中活在世上時，祂的來到、生活、
結局，如何被禱告包圍著，祂自己又如何
過一個禱告的生活，以及祂如何教導禱告。

耶穌禱告的榜樣



2、求主教我們禱告

1下禱告完了，有個門徒對他說：求主教導我
們禱告，像約翰教導他的門徒。

路十一1下

前言：渴慕產生禱告

• 約翰的教導：那要來的基督。耶穌：神國降臨
• 不會禱告者的禱告：求主教我們禱告。
• 主立刻答應這樣的禱告
• 禱告是學習來的。



禱告，就是安靜地坐著，直到我們安靜下來；

禱告，就是選擇要感恩，直到我們真實發出感恩來；

禱告，就是來讚美神，直到我們自己成為一個讚美。

天主教神父

禱告是簡易的



求主教我們禱告

耶穌禱告的生活，必定在門徒心中留下深
刻印象而羨慕，顯然他們也看出耶穌的禱
告是祂事奉成功的秘訣，所以他們請主教
導他們禱告；他們好像從未請耶穌教導他
們講道、領聚會、或趕鬼等，惟獨請祂教
導他們禱告。



一、
抓住禱告的核心

1、以神的國為首位

2、也要為自己代求



1、以神的國為首位
2耶穌說：你們禱告的時候，要說：我們在天上的父
（有古卷只作：父啊）：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
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有古卷無願你的旨意云云）。

路十一2

一、抓住禱告的核心

• 團體性的禱告：我們，不是只為自己。

• 感恩與我們有關係、屬天屬靈的阿爸父天父。

• 每天想到具體的感恩事項，連結於屬天三願：

祢的名得榮耀、祢的國滿有盼望、祢的旨意不受阻擾。



唱詩歌頌神時，最重要的是，在靈裡唱，注視神
來唱出每一個字；定意為討神喜悅而唱，過於取
悅自己或是任何別的受造物。為了達到這樣的光
景，要認真注意你在唱什麼，留意你的心不要被
旋律帶走了，乃要一直向神獻上頌讚為祭。這樣
來歌頌神，你今生必得神讚許，當祂在雲中從天
降臨時也必賞賜你。

約翰．衛斯理

敬拜歌頌讚美感恩的禱告



3我們日用的飲食，天天賜給我們。4赦免我們的罪，因為
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
脫離兇惡（有古卷無末句）。

路十一3-4

2、也要為自己代求

一、抓住禱告的核心

• 屬地三求：天天所需、天天禱告、天天賜給

日用飲食、罪的赦免、神的保護

• 末日天上屬靈天天餵養地上子民作瑪哪作餅作飲食。

• 饒恕才能面對末日審判

• 提防迫害我們的惡者、試誘者。



二、
代禱擴大了禱告

1、你能想像神不給

2、成為沒有羞恥的



二、代禱擴大了禱告

5耶穌又說：你們中間誰有一個朋友半夜到他那裡去，說：
朋友！請借給我三個餅；6因為我有一個朋友行路，來到
我這裡，我沒有什麼給他擺上。7那人在裡面回答說：不
要攪擾我，門已經關閉，孩子們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
能起來給你。 路十一5-7

1、你能想像神不給

• 成為別人的祝福，朋友為朋友向神這位朋友代求。

• 發現自己沒有什麼，朋友到神那裡為另一位朋友代禱。

• 又說：你能想像嗎? ......7節反問句「而那人卻裡面回答說：『別攪擾
我了；門已經關了；我孩子們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來給你』呢？」



二、代禱擴大了禱告

8我告訴你們，雖不因他是朋友起來給他，但因
他情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來照他所需用的給他。

路十一8

2、成為沒有羞恥的

• 情詞迫切：無羞恥的堅持，或成為沒有羞恥的（得著榮
譽的保護）

• 慈愛的天父更豈不會做的更多？不要害怕，把你的需要
帶給神

• 不能丟臉，要顧及保護自己的榮譽，就起來給他所需用
的。



這個比喻說明你不須自覺不配，即使你不

認識耶穌，似乎不是祂的朋友，只要懇切

禱告就必蒙垂聽。

恆切、不灰的禱告

• 神的本質屬性：信實與仁慈，神必給

• 付上持久、足夠、持續不懈的禱告

• 耐心禱告、直到得到



我們禱告應當情詞迫切地直求，不要禱告得

有氣無力的，也不要總是說：「主，你不這

麼做也沒關係。」（有時可以這麼說，但不

要總是這麼說）要抓住祂的應許，相信主會

賜給你所求的。

情詞迫切



三、
學習禱告三原則

1、祈求尋找並叩門

2、求餅求魚又求蛋



三、學習禱告三原則

9我又告訴你們，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
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10因為，凡
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
就給他開門。 路十一9-10

1、祈求尋找並叩門

• 繼續現在式動詞
• 未來得到、現在得到、主動尋找神旨、被動直到門開
• 遲延或最終、立刻、神預備更好的、學會忍耐等候。



2、求餅求魚又求蛋
11你們中間作父親的，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
求魚，反拿蛇當魚給他呢？12求雞蛋，反給他蠍子呢？

路十一11-12

三、學習禱告三原則

• 反比喻，其實不是在教祈福乃在教禱告，最終得到最好的
禮物 聖靈。

• 這個人是為別人的需要而祈求。當我們渴望成為別人的祝
福，卻發現自己的枯乾、軟弱、無能時，最合適來禱告，
神也會賜下聖靈來充滿我們。

• 父子關係大過朋友關係。



結論：
求好東西聖靈

1、認識神的好東西

2、更將聖靈給求祂



結論：求好東西聖靈

13上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

路十一13上

1、認識神的好東西

• 你們即使邪惡，尚會恩待自己的兒女，何況天父？
• 求聖靈似乎是一切祈求的根基與中心，也是屬天的日

用飲食，叫我們預嘗天恩滋味、神國福份。



2、更將聖靈給求祂

13下何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嗎？

路十一13下

結論：求好東西聖靈

• 神至終將實現賜下聖靈，作我們隨時得倚靠和幫助。

• 一切有價值的祝福都是屬靈的祝福，也就是能叫神得
榮耀的。不要怕求聖靈會得著不好的東西，因為聽禱
告的是天上的父。



提升全人免疫力藥方
C3讀經進階三明治

•親近主時刻 1分鐘 安靜親近主

•C3讀經時刻 15～20分鐘 C3讀經

•代禱時刻 3分鐘彼此每天為一個向度代禱

• 疫情期間，最棒屬天糧食的補給。



1分鐘 安靜親近主

•每天一開始調整好頻道對焦於神

•意識到並進入與神同在的真實關係

•祂是最寶貴，遠勝過宗教活動

•沒有與祂真實的同在關係，一切將流於形式



內在生活道路(七) 安靜不動



3分鐘 代禱時刻

•祭司的牧養承擔

•彼此分擔，肢體代禱

•讀經、禱告成熟的平衡

•認識彼此真實的需要

•進入肢體的生活關心



每週代禱時刻的五個向度

週一、具體的感恩事項

週二、日用的飲食

週三、教會與國度或尚未信主者靈魂的得救

週四、家庭的需要

週五、職場的需要

• 亦可作每週一次或特別代禱時刻的向度參考。



進階C3讀經時刻程序及口訣
•我們安靜1分鐘來親近主

•我們輪流來禱告（每人20秒）

•我們輪流來每人讀一節

•我們來一段一段輪流導讀

•我們來輪流分享（每人最多3分鐘）

•我們來輪流分享今天的代禱（每人30妙）

•我們一起開口為彼此的需要代禱（30秒）

•最後請○○○為今天C3讀經及代禱做總結禱告



C3讀經分享時的口訣

•我們的神是怎麼樣的一位神

•我學習第一點、第二點、……

•我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