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祈禱是什麼？ 
— 禱告的經歷分享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

就給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

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馬太福音 7章 7-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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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是甚麼？ 

  

                           吳婉茵傳道 

 

 禱告 有哪個基督徒不曉得？就算是幼童，只要教他幾

次，便能學會用簡單的字句禱告。看來，禱告並不困難，但禱

告究竟是甚麼？ 

 

   誤解 禱告，會否就在我們初信主的時候開始？或許，

我們曾這樣問：既然神知道我們所有事，為何還要禱告？倒不

如每晚只需禱告：「主啊！祢知道我一切，阿們！」我們都知

道這樣禱告行不通，太敷衍了事吧！其實，這反映我們對禱告

的誤解：以為禱告是為了上帝！ 

 

  而信主已一段日子的你，會否對禱告產生一種既熟悉又疑

惑的感覺？特別當我們為一些事情禱告了許久，仍未見果效之

際，心中不禁自問：我還需要這樣祈禱下去嗎？我這樣禱告是

否正確？祈禱還有用嗎？這個時候我們或許已落入一個禱告

的陷阱：視禱告只是一張「願望點心紙」，當所點的願望不兌

現時，自然對神起了很多的懷疑或不

解。 

 

  稍為有所追求的你，相信都會在禱

告的操練上花些功夫，參考有關的禱告

書籍，例如：學習清晨早起禱告、通宵

祈禱、操練讚美神的禱告、定下禱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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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表、多參加祈禱會等等。久而久之，這種操練的方法，好像

成為了禱告得力的渠道。這個時候，那怕我們又跌入禱告的陷

阱：以為只要這樣操練禱告，便會產生出一種特別的力量來，

或認為自我的屬靈生命已經很不錯了！ 

 

   禱告 不是一項宗教儀式。在崇拜中的確有禱告的部份，

但這絕不只是一種循例的環節。禱告是上帝設計給人與祂溝通

的方法，試想兩個不同本質的，如何互通呢？猶如螞蟻與人又

怎能溝通呢？禱告實在是奧秘！藉此，人竟與神相通相交，這

豈不是神給人莫大的恩典嗎？我們應珍惜這恩典，無論是帶著

請求、瑣事、饒恕、忿怒…都要一一來向我們天上的父親傾心

吐意，告訴天父：我們無力，何等需要祢！(詩六十二 8 你們

眾民當時時倚靠他，在他面前傾心吐意；上帝是我們的避難

所。) 

   

  是的，我們要向上帝呼求，只是應允與否，全憑主旨。這

是信心的考驗。我們是否相信上帝的旨意是最好？應允與否都

是最好？何時應允，祂的時間也是最好？有人向主求一個伴

侶，禱告多年仍未有所得。心中想：

上帝想我獨身嗎？為何遲遲都沒有

呢？多年禱告中，卻體會…婚姻不是

單一得幸福的途徑；就算沒有，也不

能選非信徒叫主心傷兼失見證；進入

婚姻前，須預備自己成為別人的幫

助；無論是單身與否，為主而活仍是

人生的方向……禱告不是給上帝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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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願望點心紙」，相反是上帝的旨意向我們顯明之時。 

 

   我們的上帝有絕對的主權和能力，禱告本身卻沒有神奇的

力量，人亦不能藉努力禱告改變上帝的心意，更不能恃著自己

愛神而要求神做甚麼。唯願深信上帝的愛和憐憫，會按祂的時

間，將所願的按祂心意成就在我們身上。因此，「禱告操練」

不是一個增多願望成真的籌碼，乃是增多與上帝相交的機會，

與祂建立更親密的關係。 

 

    關係需要時間來建立。有人喜歡隨時隨地禱告，看見賞

心悅目的便告訴天父，想起何人何事又告訴天父。然而，有人

卻喜歡劃定一個時間，一個自己最能專心的時刻，向天父傾心

吐意，聆聽主的話。而我們的主耶穌，既會退到曠野獨自禱告，

又會按人的需要隨時禱告父神。那麼，你會如何把握上帝所賜

的恩典—禱告，與祂建立長久的關係呢？ 

 

兒區有一口號對話是這樣～ 

老師：「天父聽禱告！」 

學生：「我愛禱告！」 

 

  深願我們更愛禱告，因為天父正等待聆聽並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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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雨 
 

                                               鄧素勤 

 

      5 月 24 日黑雨，天氣清涼，上班時鞋襪盡濕，一整天感

覺都不太好受，總想快快回家沖個熱水澡，晚上吃完晚飯在洗

碗之際突然聽到兒子從浴室大叫:「熱水爐壞了沒有熱水呀!」 

那晚我就做了勇敢的中國人用凍水洗澡，但出來凍到要用熱風

筒吹暖全身。第二天致電去煤氣公司但要隔天才可安排技術人

員來維修熱水爐，我也在盤算晚上都是不要頂硬上，去鄰居好

朋友家借浴室一用吧! 下

班後我去了上興趣班，上堂

時間收到先生的 Whatsapp 

「今晚有番熱水啦， 你昨

晚祈禱求你的神嗎?」 哈利

路亞! 感謝神! 那麼微小的

祈禱神聽到了， 並且實實

在在非常貼地的回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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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7 日週六晚上收到敬拜隊傳來的信息，負責週日青

少區帶敬拜的青少弟兄生病了，所以臨時主結他手要調去幫忙

頂替帶領敬拜，因為我自己左手食指可能是扭傷了，足足痛了

整個月都不見好轉，我當晚就向神

祈禱，希望明天手指不要發痛好讓

敬拜彈結他時順利將最好的呈獻

給神，早上起床擰毛巾洗臉時發現

手指竟然不痛而且伸展自如，敬拜

時弟兄姊妹間的默契與搭配使崇

拜很順利進行，深深感受到神同在

加力的福氣。 

 

 祈禱就是將所心所想向神傾訴，雖然很多時候都是未蒙

神回應，但學習等候常存感恩的心又何嘗不是操練靈命成長的

一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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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的教義 
 

                                                              陳堅晶 

 

背景: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

的全能者。」啟示錄一章八節 

 

   關於創造的教義，是對整個因上帝的行動而產生的宇

宙，泛指一切存在之物的「研究」。在<<基督教教義淺析>>

一書中，作者帶領我們，從創造的起源、延續、範圍和目的來

思考創造的教義。 

 

   在今天一提到「創造」Creation，最先叫人想起「進化論」

Evolution。創造與進化論的爭論文化，已經變得明顯，以致我

們難以想到創造是與其他事物有關的。 

 

有時候，基督教神學的著

作，會加強了一個習慣，是把

創造教義與有關進化論的爭議

相提並論，藉著貶低了創造教

義的重要性，使創造教義屈從

於「科學」之下。在修讀「創

造」這個教義中，我明白到她

其實可以與科學有關地球起源的硏究展開对話，例如：參考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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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創世紀>>頭幾章，描述了上帝造光、大地、海洋、生物和

人類這些東西為地球起源的硏究提供了研究的基礎。 

 

創造的起源: 

   

 在大多數人看來，「起源」是與創造的起頭有關的。人

們經常用拉丁文 creatio ex nihilo  (「從無造有」)宇宙確實有

一個絕對起點，而有些科學家則反對這個看法;而有另外的看

法則是上帝所提供的不是絕對起點，而是基礎 (foundation)，

即宇宙的存在全賴於上帝，但不知何時和怎樣進行。 

 

   很多人包括基督徒都會認為上帝用了六日創造天地，然

後大工告成，上帝便與這個世界沒有任何關係。事實上，有很

多例子證明上帝仍然在參與這個世界的創造，這和天文學的研

究這個宇宙正在持續擴張不謀而合。在<基督教教義淺析>>一

書中，作者認為創造的行動 (THE ACT OF CREATION) 不只

是一個一次過、已經完成

的行動; 還有上帝創造這

個世界原本是美好的，可

惜罪進入這個世界，這個

世界被弄歪了，上帝在永

恆中差派聖子進入這個

世界為人類進行救贖的

工作，還有這個世界一直

在上帝護佑之中，這會在

後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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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護佑: 

 

 「上帝的護佑」有二個意思。第一個意思，就是上帝對

創造的保守，供應及治理; 就上帝在自然和歷史中的角色來

說，我引用<<統一與多元的基督教信仰>>一書中作者所提出的

三個信念去概括基督教的立場: (一)上帝是自然和歷史的統治

者，祂良善公義，不但創造了萬物，也承托、引導、供給和判

斷一切; (二)在自然或歷史上，沒有一件上帝不容許的事情發生; 

(三)上帝對自然和歷史至高無上的統治，兼具「普遍性」(藉各

個階段中的自然律)和「特殊性」(延伸至人們的生活細節)。 

 

「護佑」第二個意思被視為創造教義的一部分，與有關

「拯救」的教義交纏一起。當神學家反思時，都被引導去思考

上帝對宇宙管治的實在、範圍及性質，都是從與惡的存在的關

係來看，議題是互相緊扣，一併考慮，不能人工化把它們分開。

很多人會問上帝掌管整個宇宙的全部嗎?包括罪惡?為何存在

呢?筆者無意在這裏去討論有關「罪」的教義。只想在此重申

上帝創造這個世界原來是美好的，但是由於罪的介入，使大地

受咒詛，人與上帝及世界的關係惡化了。上帝為了繼續護佑這

個世界，祂派耶穌基督進入這個

世界，為人們進行救贖的工作，

我們在主耶穌基督內成為新造

的人，得與上帝、人和這個世界

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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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縱使這個世界及這個世代看起來是有危機的，但我認為

作為基督徒的我們仍然靠主擁抱信念，相信上帝掌管和護佑著

世界與歷史(包括各民各族和各國)，因著耶穌基督的救贖，我

們要努力行善，傳揚福音，協助上帝管理這個世界，我相信這

個世界在上帝護庇下世界和歷史仍在創造中。 

 

<<本篇節錄自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功課，多謝導師陳之虎先生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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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話與我生命融合 
                                                            

 

黃愈貞 
 

我是 2005 年在富浸受浸的，因為星期日要工作之故，離

開教會大約 5 年時間了。雖然我仍然依靠神，但總是有很多困

難和失落的時候，直至 2010 年轉換工作後才可以回富浸聚會。 

有一段時間我身體很虛弱，但是我還是堅持每個主日返教會，

每次唱詩的時候都很感動，有時候也會感動流淚，有時站立不

穩要坐在座位上唱詩，但仍然堅持至今。  

 

現在我真的「不再為明天憂慮」，因為我依靠神，雖然身

體有時也會有小毛病，但是「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作」。因祂說: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

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腓 4:6)，現在我每天也能夠充滿

力量和恩典，「常常喜樂，凡事謝恩」!  

 

主是憐憫人的，賜福給敬畏祂的

人，所以「離了祢，我不能作什麼」，

因為「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我又謹記主的吩咐:「你要盡心、盡性、

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

同自己。」(路加 10:27) 

 

神的話是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信靠祂又聽從祂話

語的人，必蒙祂的喜悅! 感謝主!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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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歷練 
 

何麗坤 

 

有些禱告很快便蒙應允，正如我最近的兩次經歷: 我為某

個星期六計劃了緊密的行程：早上到海濱長廊做運動，之後到

恒安邨街市買菜，稍後往大埔與姐姐一家茶聚及探望母親，然

後再與姐姐去鑽石山為母親處理一些事務。怎知星期五晚上，

我忽然感到左腳掌很痛，雖然當晚已塗了藥油和貼上藥膏布，

但翌日早上醒來，還是感到疼痛不止，寸步難行。 我心想: 今

日可能連去街市買菜也辦不到，更別說是去大埔和鑽石山了! 

由於我已兩、三個星期沒有到海濱長廊做運動，心中很想走一

趟，於是一邊祈禱，一邊嘗試慢慢踱步到長廊。運動做了一半，

我的腳掌痛楚漸漸減退，做完運動後，痛楚已幾乎完全消失

了。之後，我得以順利按原來的計劃去恒安邨街市、大埔和鑽

石山。雖說運動有益身心，但我更相信神垂聽禱告，除去我的

腳痛，讓我順利完成當天要做的

事情。感謝主！ 

 

數天後，另一件類似的事情

再發生: 星期三下班時，我感到左

手疼痛，平時輕而易舉的動作：

如開門、開水龍頭、拿起一個很

輕的袋子等也感到痛楚，我心

想：星期四我要帶公司的手提電腦回家，星期五要帶它往大陸

工廠工作，我的手這麼痛，如何能拿得起那台相當沉重的手提

電腦呢? 只有祈禱交託主。當晚貼了藥膏布，翌日痛楚已消退

大半，星期五已接近完全復元，可如常攜著電腦前往大陸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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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感謝主! 祂再一次迅速回應禱告! 

 

然而，並不是為每一件事祈禱都這麼快得到回應的，甚至

不一定是按著我們的心意成就。例如，我媽媽近年身體、心智

都大大衰退。我和信主的姐姐雖然不斷為母親禱告，卻只見她

的情況越來越差，腦退化使她經常在晚間大吵大鬧，擾攘一

番，使照顧者很苦惱，也多次使她自己受傷，最後不得已把她

從我哥哥家遷往護老院居住。看著母親的健康情況和生活景況

每況愈下，我們既難過又心痛，神似乎沒有垂聽禱告。 

 

另外，我在工作上也遇上不少困難，例如近年在大陸工廠

招聘工人一直很困難，尤其是去年底至今，一直人手不足，生

產部門叫苦連天，我和大陸工廠人事部的同事都承受著來自老

板和生產部門的壓力， 雖然我不斷禱告，主內姊妹也一直代

禱支持，但情況至今沒有顯著改善。 

 

我們固然為禱告蒙應允而感

恩，但是否禱告不蒙應允時我們便

灰心喪志，甚至埋怨神？不！我們

當確信，神是滿有恩典憐憫的，在

一切事上都有祂更美的旨意。我們

應該信靠祂，不疑惑，繼續“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路 18: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來 11:1) 

也許神就在禱告未蒙應允的事上，操練我們的信心吧；主曾

說：「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不論得時不得

時，常常禱告，單單信靠主，信心就在不斷的禱告操練中增長

結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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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是甚麼 

           

李麗美 

 

今日返到教會，見到家訊的主題是”祈禱是什麼”，看了

這個題目令我很有感動去投稿。 

 

    自問覺得好失敗，因為到現在都聽不到神回應的聲音。但

在祈禱神都有好幾次回應了我，在我受浸的時候，我分享過兩

次神回應的經歷，今次我分享另外一個祈禱。 

 

    在我兒子讀中二的時候，因為他見到有一位同學小息時玩

電子遊戲機，他去跟那同學講這是學校不准的，勸他收起，他

並沒有收起，我兒子居然去告發他！隨後上堂的時候老師突擊

檢查，原來有很多同學沒有把手機放在儲物櫃中，在那次突擊

檢查中手機都被老師沒收了(因學校要求要把手機放在自己的

儲物櫃中，直到放學才取回)，這件事觸怒了很多同學，最後

同學在我兒子不在座位的時候把他的書包筆袋都掉在地上，有

些心愛的文具也爛了！他回來問我他做得對嗎？他那天晚上

沒有吃飯。我很擔心他明天回校會怎樣，同學們會不會都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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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玩呢？心裏面想這樣是很難解決的。那天晚上我祈禱求神

幫助。 

     

直到我放工回家，我問兒子今天在學校如何，原來老師安

排了大哥哥（學校宗教高班的）去和他傾談這件事，之後兒子

就沒有不開心了！就連跟同學們關係都沒有事了！我整天在

擔心，沒想到神安排得這樣好(因為由大哥哥來講這事是比較

適當 ) 和這樣快回應了我的祈禱！感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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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祈求 

 

韋華顯 

 

 看見每年接受水禮的弟兄姊妹，表徵與基督同死和復

活，接受主的救贖，心裏甚為歡喜快樂。雖然我們所信的是同

一的獨一真神，同一個救恩，但從各人獨特的見証，可見神在

各人身上憐憫施恩各有巧妙安排。 

 

 我們是屬世的，我們禱告祈求的是要求主憐憫，憂傷的

求出路，患病的求醫治，讓主成為我們的後盾、避難所。但主

耶穌來到世上，培訓門徒，謙卑順服，不住禱告明白和遵行天

父的旨意；大愛甘心上十架流出寶血救贖了我們的罪，三天後

復活彰顯父戰勝死亡的權柄，要門徒再接受祂的40天培訓才升

天離去，徹底完成了父差祂來的使命。因門徒追隨主三年多的

時間，經歷過不少神蹟奇事，也親嚐驅鬼治病的能力，但總是

有耳聽不進，有眼看不見，像蒙了脂油一般。再培訓後，他們

信心十足，像脫胎換骨似的，做鹽做光，成為美好的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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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懷着感恩的心去學習主耶穌生平如何禱告的瑰寶，在曠野

接受魔鬼試探的40天禱告，離開前呼後擁的群眾前往山上禱

告，將自己擺上前的客西馬尼園的禱告，在十架上臨死前的禱

告和平時恆久不住的禱告，祂不求它的，只與父相連，透取能

力成就父的差遣。 

 

 我們禱告要心存感恩的心，因我們的信已全是恩典，我

們知道神賜給我們屬世的生活，必須經歷過生老病死和悲歡離

合的磨練；但有幸成為父的兒女，讓我們成為有福的確據和有

指望的生活。作為基督徒，讀經和祈禱就如我們屬靈生命呼吸

一樣，讀經是明白神的旨意，而祈禱就是與神溝通，像兩腿走

路一樣，相輔相成，息息相關，願我們在主的路上有所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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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詩分享 

 

               吳婉茵傳道 

 

   「屬靈生活」是禧年詩班於 6 月 11 日所獻頌的詩歌，也

是宋尚節博士所寫的「靈裡生活」。以下是有關詩歌和作者的

背景分享，盼望藉此激勵我們的生命，立志在每天的生活中更

像耶穌。 

詩歌：靈裡生活 

作詞：宋尚節  作曲：黃楨茂 

1. 十字架上與主同死、同葬且同復活，如今一同升到天

上，活著不再是我。主住裡面佔領

一切，看主所看，說主所說，求主

所求，作主所作，祂是我主。 

2. 不是自己努力掙扎，是主裡面動

工，不是自己模倣基督，是主裡面

長大。主住裡面變化一切，愛主所

愛，樂主所樂，憂主所憂，負主所

負，主心我心。 

3. 不是自己想作甚麼，只願主旨成

就，不是自己奢望何事，只願主話成全。主住裡面實現

一切，聽主所許，信主所許，愛主所許，望主所許，主

話必成。 

4. 不與世人同負一軛，樂在主內同工，不是自己單獨追求，

也愛彼此建立。主住裡面聯絡一切，同心合意，恆切禱

告，靈裡合一，愛裡同工，主內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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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背景 

  這首聖詩是二十世紀初葉，中國著名的奮興佈道家–宋尚

節博士所寫，「靈裡生活」是他感人的心聲。 

   

宋尚節（John Sung， 1901-1944）生於福建興化縣，父親

是傳道人，少年時常隨父親四出佈

道。他學業成績卓越，在美國獲理化

博士學位。之後，他進協和神學院就

讀，但覺得新神學派過份推崇理性主

義，他雖潛心研究各宗教，仍感人生

虛空。1927 年春，他得救重生後，生

命有極大的改變。同年十月，他在返

國途中，將多年辛勤所獲的博士文憑

及美國科學會頒他的榮譽徽章–金

鑰匙一起拋入太平洋，以表老我與主同葬，矢志傳福音。回國

後，他組巡迴佈道團在全國及東南亞各地佈道，復興之火燃遍

國內及東南亞。他在四十三歲時因肺癌而安息主懷，在他為主

作工的十五年中，千萬人因他的信息而得救。宋博士強調傳道

人要充滿聖靈，他對罪的指責毫不留情，因此每次聚會聖靈都

大大動工，悔改信主者難以計算。  

   

  作曲是菲律賓華僑黃楨茂。他於 1934 年就讀於菲律賓國

立大學音樂院，主修作曲，畢業後歷任數華僑合唱團指揮。1963

年，他與華裔基督徒成立「雅歌團契」推動聖樂事工，常為宋

尚節、趙君影、石新我、計志文等的詩詞配曲，他的聖曲，旋

律柔美動人。 

 

思想：你的屬靈生命正處於四節歌詞的哪一個階段？ 

（以上背景內容參考網址：齊來頌揚～生命之歌：《靈裡生活》

http://febcblog.ccnet-hk.net/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9446&Pid=22&Cid=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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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婉茵傳道 

  若果你有一個食免費酒店自助餐的機會，你感到興奮雀躍

嗎？曾經有人用食自助餐來比喻讀聖經—帶著一份興奮的心

情來到神的面前，讓神的話語大大填滿我們乾渴饑餓的心靈，

期望發現更多神話語的奧秘，亦盼望得聽神對自己的說話。 

 

  教會 2017 年的全年主題是「禱告與傳承」，上半年我們

經歷過 40 天的禱告操練，為了教會各區各部禱告。而踏入下

半年，我們亦有 40 天的讀經運動，期望主親自呼召我們在祂

福音的國度裡，給我們留下一個位置。透過盡心事奉建立神的

教會，使人不但聽聞福音，也成為主的門徒，最要緊是自己的

生命得被塑造、及榮耀神。 

 

  讀經運動將於 8 月開

始，資訊部亦已制定相關的配

套，鼓勵及幫助大家同心、同

步完成 40 天的讀經。求主自己

和祂的話親自成為我們的吸

引，又願我們齊來聆聽、等候

主的呼召！ 

 

  還有一個月的時間，記得
密切留意我們的宣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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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活動花絮 (2017年4-6月份) 

  

 

 

(1) 兒區：4 月 2 日童遊敬拜—觀塘佐敦谷公園 

 

 

(2) 傳道部： 
   4 月 8 日蒙福之旅   

傳道部及婦女區、雲彩小組
參加蒙福之旅尖沙咀天星碼

頭派福袋。 

 

 
 

 

 

(3) 成人區和青少區籃球聯誼賽 : 4 月 9 日崇拜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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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會旅行︰5 月 3 日 (假期) 
行程︰乘遊覽船往南丫島參
觀神風洞、海心亭、島上著名
酒家享用海鮮餐。餐後乘船前
往蒲台島觀賞島上風景。 

 

(5) 雙親節崇拜：5 月 14 日 
 

兒區：兒童於
崇拜後手拿
自制小花唱
歌 送 給 父
母，並派禮物
致送各位父
親、母親，祝
所有父親、母
親健康、平安
和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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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欣團：長者於崇拜後乘坐旅遊巴前往中文大學眾志堂享用圍
餐及交誼活動，並到中大荷花池、和聲書院、天人合一亭參觀。 

 

(6) 學校事工、青區：5 月 15-17 日—禧小福音營、青崇迎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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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兒區: 6 月 11 日—童遊新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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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學校事工: 6 月 17 日—畢業生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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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想對基督教信仰有進一步認識， 

或想與我們談一談，可聯絡： 

堂主任：蔡明德牧師 

傳道： 張育珍傳道   黃美玉傳道   吳婉茵傳道 

文員： 莫燕霞姊妹 

 

馬鞍山富安花園商場 1 樓 3 號   (商場副堂) 

電話：  2642 1039 / 2642 1962 

傳真 ： 2683 5036 

電郵 ： info@fuonbc.org 

網址 ： http：//www.fuonbc.org 

家訊投稿電郵 ： newsadmin@fuonb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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