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堂培靈會：「總主題：聖潔一族」

第二晚主題：禱告生活（12/03/2004

講員：吳主光弟兄      陳俊娟摘錄）

經文：馬太福音六6 (祈禱關上門) ；馬太福音七7~8 (叩
門)；啟示錄三20(主耶穌叩門)；啟示錄四1(天上有門開了)

以上的經文都是我追求好幾次的突破，神給我的感動。 
平安福音堂在真理、查經上的追求算不錯，但在禱告上卻

不夠好，祈禱會向來很少人參加，在祈禱的功夫上學得不

好。 其實，聖經很重視祈禱，怎樣重視呢？

聖經強調祈禱是得救的第一關，例如：羅馬書八15~16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　神的兒女。使我們呼叫阿

爸、父。」 這呼叫阿爸、父就是在禱告中承認 神是我們的

父親，並且與祂建立一種親情，我們就憑這種親情認出人

是否基督徒。

倘若人禱告覺得很生硬，內心有種不想禱告的感情，祈

禱好像被逼至死一樣。這人不想祈禱、討厭祈禱，我們會

懷疑他可能未得救。 因為人得救會呼叫阿爸父，好像兒子

叫爸爸那麼自然。 可見禱告是得救的第一步。

並且從亞當、夏娃犯罪，神將他們趕出伊甸園，即與神

關係斷絕。 神將他們趕出伊甸園，從今以後人不可見 神的

面，這就是屬靈的死。 靈性上的死與 神隔開了，但感謝 神
憐憫人，從亞當、夏娃兩個兒子獻祭、敬拜神、禱告神可

見，雖然被趕出伊甸園，但藉禱告可與 神維持一線生機。  
正如爸爸將兒子趕出家，但叫他將拿手提電話出來，閒時

打電話回來。 藉著禱告好像手提電話與 神通話，若我們手

提電話不見了、連一線生機也沒有了，就好像太空船射了

出外太空，但失去聯絡，彼此都很擔心太空人可能會喪命

。 禱告也如是。 
所以像掃羅被 神廢而改立大衛，掃羅臨死前與非利士

人打仗，他藉著烏陵、土明叫祭司求叫耶和華，但耶和華

不回答；求問先知，先知也說耶和華也不回答他。於是，

找交鬼婦人逼所謂撒母耳鬼魂上來求問，結果他就死在沙

場。 掃羅的死之主要原因是從前犯罪離棄 神，但臨死 神不

回答他，即禱告無效，這是很恐怖的結果。 若 神責備我們

，即仍提醒我們悔改；若 神不睬、不理那就糟糕了，就死

到絕。聖經讓我們知道， 神愛那人就會責備多些，不太愛

便罵少一些，想你死的就完全不睬。 倘若我們禱告連一線

生機也沒有就很慘，可見禱告多重要。  
所以主耶穌兩次潔淨聖殿，祂知道聖殿敗壞了就會造成

羅馬大屠殺並拆毀聖殿，使聖殿的石頭一塊不會疊在另一

塊石頭上。 請問：以色列人犯了甚麼的罪，以致 神要拆毀

聖殿呢？ 原來就是耶穌所說：我的殿要稱為禱告的殿，為

何將它變成賊窩呢？ 即是失去禱告的功能。 大家都知道「

教會」即是「聖殿」，教會是聖殿，教會若失去禱告的功

能，即是使教會變成賊窩一樣。

聖殿最主要的功能是禱告，從聖殿的結構和聖物，聖物

中有祭壇、洗濯盆，金燈臺、陳設餅…，但聖物中最神聖

兩件是：金香壇對著施恩座，金香壇就是禱告，禱告是對

著施恩座，倘若約櫃被擄，以利老祭司的媳婦難產死時說

：榮耀離開以色列、榮耀離開以色列了。 這婦人死時不是

關心她丈夫、她公公、以色列人打敗仗、自己的死，而是

關心約櫃被擄去，以後連禱告也沒有了。 因為金香壇對著

的施恩座沒有了，即是「恩典」也沒有了。 
各位弟兄姊妹，教會不注重禱告像約櫃被擄也相仿。 

神在施恩座答應我們祈禱賜恩典給人，賜恩典的機會沒有

了真很可憐。  例子：許多年前香港有一條法例，大陸人偷

渡入境則要即捕即解，但若如已進入市區則不會被捕，可

以申請身份證。 有一年香港政府宣告：到某日這法例取消

，當天晚上十二時為限。 當晚在電視上看到那些人拼命跑

到人民入境事務處，希望取得身份證。 有一個人，跑到時

遲了十分鍾就搥胸。 因為恩典的門已關，同樣施恩座沒有

也即是恩典沒有了，禱告也沒有效。 教會不注重禱告也是

施恩座也沒有了。     
我們說很忙，一人做兩份工，每天做十多小時，很疲乏

和很大壓力。 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原來從古以來，所有

先知、使徒、耶穌、所有靈性好的基督徒，他們縱受多大

壓力，也可在禱告中重新得力、解壓、享安息。 耶穌臨近

十字架前在客西馬尼園禱告，在那兒哭一場之後，很勇敢

上十字架。 保羅在哥林後書十一章描述受了許多苦，例：

假弟兄的若楚、道路的危險、盜賊的危險、又貧窮、赤身

露體、沒得吃…...。保羅真受許多苦。 所有人靠禱告解壓

、享安息。  保羅說：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 原因是他可

以禱告向上呼求，保羅坐監寫監獄書信，天天都在禱告，

幾乎日日上三重天。他從天上得著能力，得許多享受可以

解壓。

「禱告」可看人的屬靈生命質素。我到各堂講主日崇拜

時，在擘餅聚會分享，若要知教會的屬靈程度怎樣，就看

擘餅聚會弟兄姊妹禱告、分享可知。若靈性不好，祈禱講

不出甚麼；若靈性好禱告與神很親近、很寶貴。

耶穌說在殿有兩人禱告，一個法利賽在聖殿前舉目望天

說：神啊﹗我感謝你，我不似那人偷盜、姦淫，凡我所得

都奉獻上十分之一。另一個稅吏在聖殿後面，搥著胸說：

其他消息......
富山社會服務中心

1. 04年暑期活動於5月29日(六)上午9:30起報名, 活動詳情

於5月中公佈。

2. 現招募暑期義工, 協助中心日常工作, 歡迎肢體報名參

加。【聯絡人: 王淑卿 (23516559、94774619)】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心

５１８短宣異象分享會

日期：2004年5月18日（二） 時間：晚上7:30-9:30
地點：旺角靈糧堂
對象：有志參與短宣訓練的弟兄姊妹
內容：詩歌、見證、話劇及短講

牧職神學院

1. 中國專題系列講座–中國教會近貌
 日期：18/5/04-15/6/04(逢星期二晚)  
 時間：晚上7:30–9:30  講員：謝成光弟兄

 地點：灣平

 費用：175元（PEC肢體優惠價）

 此講座亦為普及證書課程選修科

2. 校外課程 報名收費詳情，歡迎來電查詢
 （1）姊妹牧職課程

 人際篇之溝通的藝術  謝曾惠芳姊妹

 20,27/5 ; 3,10,17/6  週四上午9:10–11:10 
 牧職神學院

 截止報名日期：10/5 學費：125元
 （2）奇妙的釋放–腓利門書精研  黎錫華弟兄

 24,31/5 ; 7,14,21/6週一上午9:10–11:10 
 牧職神學院

  截止報名日期：14/5 學費：125元

3. 本年度畢業禮
 學院本年度畢業禮將於6月29日（星期二）晚上，假九

龍城浸信會舉行，誠邀教會牧長及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

加，同證主恩！

4. 經濟狀況 四月份常費收支（截至27/4/2004）

本月總收入 451,969.25

本月總支出 561,732.22

本月不敷 (109,762.97)

上期調整數 (63,832.48)

累積不敷 (173,595.45)

學校事工
平 安 福 音 堂 幼 稚 園

1. 牛頭角幼稚園現仍招收2004-2005年度上午班及全日班

的新生。

2. 沙田幼稚園現仍有小量2004-2005年度下午班的學額，

可以接受申請。

3. 四月份開始牛頭角教會同工趙麗晶和陳瑞玲姊妹擔任幼

稚園家庭服務幹事一職，參與拓展幼稚園的家長福音工

作，記念他們和幼稚園的家長福音工作，幼稚園同工彼

此的配搭。

4. 招聘同工：

    —青衣幼稚園招聘校務主任一名

    —牛頭角幼稚園聘請全職及半職教師各一名

    如想加入幼稚園事奉的行列，請與黃少蘭校長聯絡。

平 安 福 音中學

 南屯平於4月18日舉辦了福音主日，內容為「你想的

家」，並於三月底及四月初與學校老師一同探訪家長，共探

了四十多個家庭，其中十多個家庭願意前來參加福音主日。

 福音主日在主恩中舉辦了，參加總人數近三百四十

人，內中五十位少年人，成年人近三百人，其中近百位新朋

友。請為跟進的「信仰研討班」代禱，有二十多位成年人參

加。我們於五月將舉辦三次家長講座，於星期三下午舉行，

盼望藉講座向家長及區內家庭分享福音，請代禱。

若想邀請新朋友參加，請與南屯門堂聯絡。

聯堂消息及報告(2004年5月)
1. 聯堂祈禱會將於8日早上8:30-10:00假界限街堂舉行。主

題是：「各區宣教事工」。歡迎各弟兄姊妹出席，一同

守望。

2. 4月16日聯堂長老交通會議決案：

 (1) 通過明年聯堂培靈會日期為05年3月10-12日(四至

六)。
 (2) 通過九月舉辦新長老及新傳道入職課程。詳情容

後公佈。(請各堂通知有關同工預留時間參加是次

課程。)
3. 觀塘堂新聘傳道人李敏如姊妹(本堂會友，將於播神應

屆畢業)，上任日期容後公佈。 
4. 歡迎各堂借用沙田堂原址 (偉華中心) 作植堂或分堂用

，如有查詢請與沙田堂長老董增峰弟兄聯絡。

● 荃灣堂於5月6日(四)將有「領詩與唱詩」之訓練聚會

，邀得播道神學院音樂講師陳張美蘭負責，時間為

7:30pm-9:00pm，歡迎肢體出席參加。報名請聯絡本堂

幹事，以作安排。

● 大專佈道隊計劃於8月舉辦「異象分享會2004」，現正

招募籌委，盼最少有12人。首次聚會約暫定約5月底或

6月初。若肢體有此感動，請即致電9724-8127或電郵

wmleung@hkpec.org報名。

宣教士園地
海濱堂宣教士小太陽黃少娟姊妹(荃葵屯青涌海

區) 於(4月6日)平安從烏記回港述職，在港期間將與
差會及教會在神面前一起等候前路，暫時未定離港日期。

各堂如欲邀請少娟姊妹分享, 差會希望各位直接聯絡
OM差會同工。一切邀請需經OM差會安排，請致電：何國
龍弟兄  23126110

平安月報 平安福音堂出版
網址：www.hkpec.org
電郵：info@hkpe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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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腳蹤
  五月黃金假期......

鄭崇楷代筆）

我們事奉主的，最想的就是作主工和接受培訓。打工的

，一年三個長假期，春節路車費加倍車票難買，五月假期

和十月假期都是培訓黃金機會。這次培訓班有三十多人。

其中11位學員填寫的資料：1)男72年出生01年受浸初中文化

農民已婚查經講道帶擘餅願意奉獻；2)男74年出生高小畢業

農個體戶已婚學習帶查經帶詩歌樂意事奉；3)女66年出生88
年受浸初中畢業製衣主婦已婚學習講道小組查經樂意事奉

；4)女77年出生03年受浸大專已婚老師領詩講道；5)女75年
出生94年受浸初中全職未婚講道；6)男70年出生90年受浸小

學已婚講道；7)女64年出生93年受浸初中已婚講道；8)女71
年出生95年受浸大專銀行職工已婚講台信息；9)男73年出生

96年受浸初中農民已婚講道；10)男70年出生93年受浸小學

農民已婚主日學；11)女73年出生97年受浸高二職工未婚操

練講道。

培訓班首要是安全問題，原定這次是在一個山明水秀設

備良好的營地舉行，但營期前獲悉有人「投訴」我們非法

辦班，而有關方面派人到營地調查，我們只好另找營地，

不給地方幹部麻煩。感謝主，讓我們事先知道，又給我們

另外營地，雖然住宿

和上課硬件設施差多

了，但省卻學員營地

往返的交通時間和費

用，伙食和住宿的開

支也大減了。當然，

老師辛苦了，單程要坐好幾小時汽車。

30多名學員同吃共住一起上課十天，其中兩個主日聚會

和擘餅，同路人的相交是難得的靈筵，平時都是各自忙著

工作或事奉，這次來自不同背景的一起生活一起追求。三

位授課老師各有特色，年輕教師大陸成長，境外成家，這

次教我們歸納式查經法；中年教師來自特區，查考一卷新

約；長者大陸成長，事奉經歷豐富，多年大陸事奉經驗，

這次教我們靈命更新面對自我。兩位非常了解我們的長者

夫婦全期駐營，個別關懷我們，給我們個人講道實習，老

師們評講。全都是我們目前最需要的。

神啊﹗開恩可憐我這罪人。他就說一句話，耶穌就說這人

比法利賽人有義。是憑禱告看質素。我年輕時，在崇拜時

見做主席的人，領禱時是預先寫好並照讀，我就鄙視這人

，因為覺這人生命不豐盛。像天主教禱文是照唸、照讀鬥

唸得多。自己曾參加中文大學一個基督徒團契，一班很好

的弟兄姊妹，其中有蘇芸英、謝志滿、另有幾個現在也成

為傳道人。我與他們一同禱告，他們禱告很甜、很親。到

現在也不忘記，其中一位弟兄閉眼、搖頭說：主啊﹗哦﹗

主啊﹗他們的禱告與 神很親，很吸引你。禱告流露人的屬

靈生命。

感謝主，最近我的靈性好，就是搭巴士時祈禱、搭火車

時也祈禱，坐下閉目就祈禱、在家沒事做坐下就祈禱。前

晚從加拿大坐飛機有十三小時之久，大部份時間都在祈禱

、唱歌、讀聖經。有時在一條很靜的路上行走時，便會預

先計算還有多少步會碰上燈柱，便閉上眼祈禱。開始覺得

自己祈禱「有習慣」，原因在禱告時覺得 神好像跟自己說

話，這是很難詳細分享。有時祈禱跟 神說：可否傾心事。 

神啊﹗我想如此、如此，突然有思想是回答自己的問題，

感到這是亮光、使自己突然明白了一些東西，並且感到很

興奮、很歡喜，所以很嚮往這些生活。祈禱， 神像回答自

己，所以靈性感到很好。因為覺得許多事沒有甚麼價值，

看世上的紛爭為很小的事，看錢覺得沒有用，也看輕名利

不太計較，甚至有些渴慕。弟兄姊妹，禱告怎樣也看出屬

靈質素是怎樣。

 其實，在自己禱告生活有那幾次突破時，就用「不同

的「門」來分享。最先跟 神說：我很想親近你、認識你，

求你向我顯現、求你讓我看到你、求你讓我親近你。就這

樣禱告了一日、兩日、三日、一個月，內心有一種逼切，

直至有一天，突然讀經讀到「因為你們祈求就得著；尋找

就尋見，叩門就給他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就

尋見，叩門就給他開門。」這經文已很熟悉，甚至懂得背

唸。但我覺得是 神的回答，神讓我捉著了「凡」字，原來

「凡」字是答案。這字有「應許」的意思，即任何人只要

求就得著、尋找就尋見。我感到很高興，於是繼續求 神開

門。就這樣祈禱一段日子。一天，照舊這樣祈禱，聖靈感

動自己看馬太福音第六章，神讓我看---禱告要進內屋關上門

。「關上門」的含意是：即不在十字路口、或在會堂禱告

，因為那些地方人多，想要得多人的讚賞，這就是假冒為

善。因此「關上門」的意思是斷絕人群的稱讚，離開熱鬧

忙碌生活。太忙碌是罪，神設立安息日是對付人太忙。六

日可以為自己生活忙，但有一日要放下所有工作來親近 神

。所以「關上門」第一個意思是：離開人群。

  第二個「關上門」的意思：要立志不讓家務煩擾自己

。就如但以理書第九章很長的認罪禱告，之後天使長迦百

列飛來將七十個七的奧祕給他知道，第一句說話：「大蒙

眷愛的但以理呀﹗」因著很長的認罪禱告，以致被稱為「

大蒙眷愛」，第九章開始說：但以理「定意」向 神禱告，

然後就披麻禁食，從早一直到獻晚祭，天使長方才飛來見

他。天使長到獻晚祭才出現，意思要禱告到透了，並立定

主意尋求 神， 神就將七十個七的奧秘講給他聽。 

  聖經還有其他「立定主意」禱告的人，他們有的披

麻、蒙灰、有坐在灰塵中、禁食。約拿到尼尼微城傳道，

全城的人悔改。他們的悔改很特別，王吩咐從上而下，平

民百姓，連牲畜、驢馬均要禁食、披麻。這種決心、立志

得 神欣賞。另亞哈王的妻耶洗別是惡人，神定意要降災給

他全家，亞哈聽到後就披麻、禁食，在 神面前緩步而行。 

神就對先知講：亞哈在我面前緩步而行，所以他在世時不

得見我所說的災。一個敗壞的人在 神面前緩步而行尚且憐

憫，相信這就是「立志」、「定意」的意思。許多禱告的

偉人都是這樣：謝絕一切電話、探訪、工作，專心禱告。

認定禱告是一件重大的事，隆重其事地禱告，這樣就能「

清心」。登山講章之八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

得見 神，這也是秘訣。 

禱告無效之原因，因為想太多「花碌碌」的東西。從前

認識的一位弟兄，曾對我們說：昨天在家禱告了五小時，

因為這五小時的時間都在抓住自己的思想，沒有集中。「

關上門」就是要關上這些令自己分心的思想。撒種的比喻

，有一粒種籽落在荊棘叢中，即是有人被錢財迷惑和各樣

思慮煩擾擠住了，以致不能結出果子。思慮煩擾令腦筋沒

法安靜，就好像馬大為許多事思慮煩擾；而馬利亞卻選擇

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 

有人以為擘餅聚會可有可無，為了許多事思慮煩擾，為

早餐、為香港早晨之節目、為床上的暖窩、甚至有人為子

女洗臉和執拾，以致不能返擘餅聚會。

最近跟主說：主啊﹗我的心貼近你、我的心渴想你。 

聖靈又感動我，使我想到老底嘉教會，啟三20「看哪、我站

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裏

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默想這經文，我認為耶

穌是最愛老底嘉教會，因為耶穌說：凡我所疼愛的，我就

責備管教。跟著主說：得勝的我就使他在我的寶座上與我

同坐，就如我得勝在祂的寶座與祂同坐。這是啟示錄七教

會中最高的賞賜，這也是西庇太兩兒子曾為此而相爭。主

如此愛老底嘉教會，因此老底嘉教會要勝過教會自己，就

是耶穌曾說「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

開門」，這是兩點，第一：若有人聽到主的聲音，第二，

就肯開門。得勝者 神就將地上最寶貴的福氣賞賜，就是「

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這是 神與老底嘉教會建立個

人最甜密關係。

與主建立很美的個人關係之後，主給你很大的享受，這

就是「靈修生活」，是很甜美的啊﹗我們的禱告生活、靈

修生活為何像重擔一樣呢？老底嘉教會一直聽不到主的聲

音，原因是她不冷不熱。我們對屬靈事「不打緊」是害了

我們，也是對教會很大影響。舉例：各人對夏令會的報名

不打緊，很遲才報名。喜樂堂的弟兄不明為何夏令會要宣

傳，理應視令會像參加崇拜一樣，必定要參加。 

主耶穌卻很熱切，像雅歌五章形容主耶穌叩門，「我的

妹子、我的佳偶、我的完全人、我的鴿子，我的頭被夜露

滴濕了」，但妺子卻回答說：我脫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

？我洗了腳，怎能再玷污呢？ 於是良人從門孔裡伸進手來

想開門，但當然不成功，妹子最終起來，要給良人開門。

但她的兩手塗上沒藥，她的指頭有沒藥汁滴在門栓上。最

後到她開門時，良人卻已轉身走了。弟兄姊妹，主叩我們

的門，我們有自由意志選擇，關鍵是否願意開。例：神叫

該隱並說：罪已伏在你的門前，你要制伏它。只要不開門

就可以。

 禱告的第二個秘訣，聽見主的聲音就開門，然後主就

與你一同坐席，這是寶貴的應許。啟四1「此後、我觀看、

見天上有門開了、我初次聽見好像吹號的聲音、對我說、

你上到這裏來、我要將以後必成的事指示你。」約翰能夠

到天上見到異象，以致寫成啟示錄。我很羨慕，也求 神幫

助我能打開天上的門。

聖靈感動我想起「主禱文」，太六9~10「我們在天上

的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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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句話是三個異象。第一

個異象：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是耶和華坐在高高的寶座

上。即盼望很多人都認識 神、敬拜 神、尊 神的名為聖。  

第二個異象：願你的國降臨，主耶穌駕著雲降臨，帶著千

萬聖者降臨，消滅敵基督，在地上作王。願你的國降臨就

是先求祂的國。第三個異象：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就是

求祂的旨意，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一切東西(包括後面

三個求)必加給你。  

倘若你見到主叫天使去，天使就去；叫風和浪平靜就平

靜，甚至叫天使去就醫好百夫長的兒子，耶穌的命令連鬼

也順服，惟獨有時在你我身上還未見順服、不遵行 神的旨

意。  

讀聖經不可快，要慢讀，去年整年只讀了路加福音十五

章，每天慢讀，今年到現在只讀了由十五章至十八章。  

讀聖經要用時間去默想，要進到屬靈層面，當每次聖經向

你打開，讓你明白屬靈層面，就有如天開了，個人靈性如

鷹展翅上勝。中國大陸除四害，其中一害是「麻雀」，因

牠們常把禾吃掉。用的方法就是打響洗面盆嚇怕麻雀，讓

牠不斷亂飛，待牠們疲倦欲停下時，又再打響洗面盆，最

後，麻雀累得不再飛了。但鷹是隨著氣流飛，可以在空中

休息，不用常拍翼。例：懂游泳的人是可以享受在水中休

息。禱告不是一口氣說話，很快說「阿們」，而是享受，

可以欲言又止。像賈玉銘老牧師寫一首歌「靜默主前」，

其中一句：「默默無聲......」，將心裡的話流露出來。默想

到像鷹展翅上騰，其特徵是看地上的東西越來越小。若地

上的閒言閒語、紛爭就視為大事，就好像是麻雀而不是鷹

。相反，視為小事就不會跟別人相爭。荒漠甘泉有一故事

：有一鷹蛋被母雞哺育，鷹仔與雞仔搶東西吃，因為牠已

忘記自己是鷹，主人就帶物到懸崖高山上推牠下去，結果

牠能夠展翅上騰。  

詩篇103篇就是「天開」的境界，大衛說：我的心哪你

要稱頌耶和華......。然後，講自己的見證一直到 神的寶座處

。大衛的靈好像飛到 神的寶座，見到天使、萬物，吩咐它

們要稱頌耶和華。

我們是「聖潔一族」不讓世上的污穢、錢財、地上的思

慮煩擾拖累著，以致飛不起。最近，我禱告求 神開門，神

回應我：有許多的門，按你現在的程度就開至此，稍後追

求更聖潔、更愛主、更付代價、更委身、更忘記自我、更

願意為主受苦.... . .，

門就會陸續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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