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觸動神的禱告

2021.06.20(週日)陳約翰 分享



願(妳)使我目復盲
一、世上景色我已一閱，願妳使我目復盲；不然，我怕祂的喜悅，
不如從前的顯彰。

二、晨曦、晚霞、星光、雲錦，一切都留等樂園；今天在此有祂
憐憫，我甘盲目無所戀。

三、我今不望離開苦刺，接受軟弱仰望恩；座上榮耀、幔內啟示，
依然照亮無眼人。

四、黑夜沉沉何等美麗，摸索用信不用眼；祂受人的譏諷厭棄，
我見祂的發光臉。

五、超過月亮、超過日頭，超過星河並雲霄，乃是那戴荊冕聖首
所顯無比的榮耀。



主題經文：

以身作則帶禱告
39耶穌出來，照常往
橄欖山去，門徒也跟
隨他。40到了那地方，
就對他們說：你們要
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路22：39-40



主題經文：

跪下俯伏父面前

41於是離開他們約有扔

一塊石頭那麼遠，跪下

禱告，42說：父啊！你

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

路22：41-42上



主題經文：

只要成就你旨意

42(下)然而，不要成就我
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
意思。

路22：42下



主題經文：

加添力量更禱告

43有一位天使從天上顯
現，加添他的力量。44

耶穌極其傷痛，禱告更
加懇切，汗珠如大血點
滴在地上。

路22： 43-44



主題經文：

起來禱告勝試誘
45禱告完了，就起來，到
門徒那裡，見他們因為憂
愁都睡著了，46就對他們
說：你們為什麼睡覺呢？
起來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路22：45-46



引言:
禱告的必須

1.建立習慣
2.免入試誘



1.建立習慣

耶穌出來，照常往橄欖
山去，門徒也跟隨他。

路22：39

• 禱告的陷阱——成功神學。例：水晶大教堂，2010年10月關閉破產。

• 耶穌有禱告的習慣，與父維持不間斷的交通，也常和門徒一起退修。

• 面對生死交關，選擇面對或逃避的時刻。沉重的時刻，死前十二小
時的掙扎。

引言:禱告的必須



2.免入試誘
• 到了那地方，就對他們說：你們要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路22：40

• 耶穌同門徒來到一個地方，名叫客西馬尼，就對他們說：
你們坐在這裡，等我到那邊去禱告。 太廿六36

• 迷惑：試探、網羅、誘惑。VS.彼得被篩，被考驗及挑戰。

• 禱告是神的命令（面對疫情）。

• 客西馬尼：榨油坊

• 身教：信仰的客西馬尼，被壓、被榨，仍然降服。

• 只有儆醒禱告，才能在意外之時安定沉著安靜不動。

• 禱告乃是向神全然的信靠和完全的降服，並向神表達我們的愛和對
神國的參與。

引言:禱告的必須



一、禱告的負擔

1.獨自面對
2.俯伏跪下



1.獨自面對
• 於是離開他們約有扔一塊石頭那麼遠。 路22：41上

• 37於是帶著彼得和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同去，就憂愁起來，
極其難過，38便對他們說：我心裡甚是憂傷，幾乎要死；
你們在這裡等候，和我一同警醒。 太廿六37-38

• 離開他們：耶穌需要禱告，獨自禱告。耶穌親自作禱告的
榜樣。

• 只有藉禱告才能辨識黑暗掌權的時刻，不進入迷惑。

一、禱告的負擔



2.俯伏跪下

• 跪下禱告 路22：41下

•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

太廿六39上

• 跪下、俯伏：謙卑、降服的態度。
• 選擇前的掙扎——藉著禱告勝過。
• 代表耶穌訓練有素，一如往常。
• 禱告才能分辨自己的意思還是神的意思。

一、禱告的負擔



二、禱告內容

1.父子關係
2.與神對話
3.甘心順服



1.父子關係

• 說：父啊！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 路22：42上

• 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 太廿六39中

• 父阿，子和父之間原來是親密的關係。
• 這杯乃是十架的苦杯，面對神的忿怒、審判、與神隔絕、承擔古

今所有世人的罪。
• 十架苦難前的掙扎和摔跤
• 承認自己的肉體有限
• 你若願意：若這是祢計畫的一部分。

二、禱告內容



2.與神對話

•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路22：42中

•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太廿六39中

• 順服、信靠，照樣照句，生活中照樣學習。
• 十架神學VS.成功神學，神不是有求必應的神。
• 然而：交託自己給天父，連自己的意思也交給祂。
• 在你沒有難成的事，但我們的禱告有時沒有成就，
才是神的旨意。

二、禱告內容



3.甘心順服
•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路22：42下

• 只要照你的意思。 太廿六39下

• 一連三次同樣的禱告。

• 在意神的意思，選擇神的旨意，乃最偉大的禱告。

• 四福音省略了十架上的苦及慘狀，專注在受苦、受死的意
義上——降服於神，榮教士看重順服。

• 成全你的意旨，照你的意旨成就。

• 求雨？求疫苗？求醫治？求恩典？與主是一。

二、禱告內容



三.禱告的持續

1.天上扶持
2.更加迫切



1.天上扶持
有一位天使從天上顯現，加添他的力量。

路22：43
• 在主的人性中，仍受肉身的拘束與限制，需要神的幫助。

• 從禱告得力量，願意順服禱告，神就加力量。

• 若當禱告沒有改變事，卻改變了我們。

• 禱告使我們超乎平常的剛強、堅定、勇敢。神先改變人，才改
變環境。

• 沒有客西馬尼園的順服，就沒有各各他十字架的死，順服在十
架之先。

三、禱告的持續



2.更加迫切

耶穌極其傷痛，禱告更加懇切，汗珠如大血
點滴在地上。 路22：44

• 極其傷痛：和父的關係斷絕，遭離棄。

• 憂傷之子，沒有隱藏，更加懇切禱告，用盡力量禱告。

•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
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
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林後十二9

• 禱告後神賜恩典和能力，讓上帝在我們的生命居首位。

三、禱告的持續



結語:禱告的目的

1.面對壓力
2.起來行動



1.面對壓力
• 禱告完了，就起來，到門徒那裡，見他們因為憂愁都睡著了

路22：45

• 40來到門徒那裡，見他們睡著了，就對彼得說：怎麼樣？你

們不能同我警醒片時嗎？41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 太廿六40-41

• 無法靠自己爭戰，先與主交通，才能戰勝疲倦、沈重及憂愁。

• 禱告節省時間，不走冤枉路、有效的人生、通達的道路

• C3讀經、晨更禱告、求主用慈愛誠實引導一天。

結語、禱告的目的



2.起來行動
• 就對他們說：你們為什麼睡覺呢？起來禱告，免得入了

迷惑！ 路22：46

• 42第二次又去禱告說：我父啊，這杯若不能離開我，必
要我喝，就願你的意旨成全。43又來，見他們睡著了，
因為他們的眼睛困倦。44耶穌又離開他們去了。第三次
禱告，說的話還是與先前一樣。 太廿六42-44

結語、禱告的目的

• 耶穌三次禱告，儆醒自己，彼得不禱告三次失敗否認主

• 戰爭的勝負決定於禱告，摩西VS.亞倫、戶珥，帶來得勝。

• 小改變大影響，牙膏公司遇瓶頸的突破——求主賜靈感



舉手禱告
• 10於是約書亞照著摩西對他所說的話行，和亞瑪力人爭戰。

摩西、亞倫，與戶珥都上了山頂。11摩西何時舉手，以色列

人就得勝，何時垂手，亞瑪力人就得勝。 出十七10-11

• 8我願男人無忿怒，無爭論（或作：疑惑），舉起聖潔的手，

隨處禱告。9又願女人廉恥、自守，以正派衣裳為妝飾，不以

編髮、黃金、珍珠，和貴價的衣裳為妝飾；10只要有善行，

這才與自稱是敬神的女人相宜。 提前二8-10

• 加入禱告訓練、門徒訓練、親近主訓練，最好的平台乃是
進階C3讀經。



參與客西馬的焠煉

被壓、被傷、被破碎

仍願順服、經歷苦架

起來禱告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
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腓二8

• 體會基督的心

• 屬靈爭戰真正的得勝是死在十字架上。



小組討論題目

1. 分享你曾否有困難、痛苦的抉擇時刻，你如何度過？

2. 耶穌客西馬尼的禱告重點及意義何在？

3. 禱告使我們的這個人先改變，請分享你的禱告經驗。

4. 你是否有感受到自己或周遭的需要及困境？你是否
決定起來禱告？但你仍是否決定主的意旨成就為心
中的歡喜。



引言、不斷禱告免得入迷惑(39-40)

1.耶穌起來門徒跟隨

2.要禱告免得入迷惑

一、離開他們跪下禱告(41)

1.離開他們獨自禱告(41上)

2.俯伏在地跪下禱告(41下)

二、你若願意撒去這杯(42上)

三、然而不要成就我意(42中)

四、只要成就你的意思(42下)

五、天使顯現加添力量(43)

六、更加懇求汗如血點(45-46)

結語:起來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查經大綱：
耶穌最後的教導

——禱告
路22:39-46



神學大綱：

禱告真諦
路22:39-46

引言、以身作則帶禱告(39-40)

一、跪下俯伏父面前(41-42上)

二、只要成就你旨意(42中下)

三、加添力量更禱告(43-44)

結語、起來禱告勝試誘(45-46)



講章大綱：

觸動神的禱告
路22:39-46

引言、禱告的必須(39-40)

1.建立習慣(39) 2.免入試誘(40)

一、禱告的負擔(41)

1.獨自面對(41上) 2.俯伏跪下(41下)

二、禱告內容(42)

1.父子關係(42上) 2.與神對話(42中)

3.甘心順服(42下)

三、禱告的持續(43-44)

1.天上扶持(43)   2.更加迫切(44)

結語、禱告的目的(45-46)

1. 面對壓力(45) 2.起來行動(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