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主題》 

照神的旨意求 

  —清教徒的禱告（上） 

講員︰錢慕恆弟兄(改革宗神學院) 

經文：約翰壹書五 13-15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神兒子

之名的人，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

生。 我們若照他的旨意求甚麼，他

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他所存坦然

無懼的心。既然知道祂聽我們一切

所求的，就知道我們所求於祂的，

無不得著。」 

前言： 

- A. W. Tozer: “Some churches 

now advertise courses on how 

to pray. How ridiculous! That is 

like giving a course on how to 

fall in love.” 

- 不幸的，我們活在一個對合神的

心意禱告非常陌生的教會時期。 

- 我們可以從哪裡學習禱告的智慧

/榜樣呢？ 

   16-17 世紀的英國清教徒傳統。 

o 清教徒熱愛聖經，也一樣熱愛

禱告，甚至更甚。 

o William Gurnall: “The mightier 

any is in the Word, the mightier 

he will be in prayer.” 

o Richard Baxter: “Prayer is the 
breath of the new creature.” 

o John Bunyan: “Thou then art 
not a Christian that art not a 
prayer person…(prayer) is the 
opener of the heart of God, 
and a means by which soul, 
though empty, is filled.” 

o Matthew Henry 馬太亨利：“I 
love prayer. It is that which 
buckles on all the Christian’s 
armor. 

- 從一個角度，清教徒們的禱告並

沒有更特別；從另一個角度，清

教徒是特別關心如何以最榮耀神

的、最有效的、最不可懷疑/有

確據的方式來到神的面前禱告。 

- 馬太亨利說：“給神祂的稱謂，

如同你稱呼那配得尊敬的一樣…

當以神為絕對配得尊榮、擁有無

法言喻的偉大的那一位來獻上你

的禱告。” 

- 因為有這樣的目標和心志，所以

他們不容許自己和別人隨意的來

到神的面前禱告。 

- Thomas Manton：“禱告應該簡

短…那些經常受感動作冗長禱告

的人陷入一種狀況，就是把禱告

變成一種教導；通常冗長的禱告

來自邪惡的動機，例如驕傲，所

以我們讀到法利賽人以冗長的禱

告出名；它或者也可能出自迷信，

以為神是苛刻的，喜歡人長篇大

論後才願意施恩；或者它可能出

於愚蠢。愚蠢會導致人多言多語。

智慧的人以恰到好處的言語表達

他的心意，經過選

擇和衡量的說話展

現出了智慧。” 

清教徒論禱告 

- 聖經裡其中最能體現出清教徒禱

告觀的經文是約翰壹書五 13-15。 

一、 牧養的方向/目標（V13） 

二、 有效禱告的方法（V14） 

三、 禱告的態度（V15） 

一、牧養的方向（V13） 

- 在使徒約翰的時期，教會當中有

一些自稱擁有更多屬靈奧秘知識

的人，到一個地步他們竟然否定

了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的基本教

義。這就使到當時教會裡的許多

已經相信基督的信徒感到困惑和

懷疑，是否自己真的已經重生得

救了，還是需要相信更多、更高

深的事。 

- 所以 V13：約翰說：“我將這些

話寫給你們信奉神兒子之名的人，

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  

- 清教徒牧養的兩大目標： 

o 幫助疑惑的信徒找到救恩的確

據 

o 警告擁有假確據的人屬靈的危

險 

二、禱告的態度（V15） 

- 當教會/基督徒離開神和神的話

越來越遠的時候，其中一個最直

接的壞結果就是不再願意禱告。 

- V15：“既然知道祂聽我們一切所

求的，就知道我們所求於祂的，

無不得著。” 

- 換句話說，對禱告對象的認識比

禱告的人和禱告的結果更重要。 

- 這也就是為什麼每當清教徒論到

禱告的時候，總是花很長的篇幅

來告訴我們神是誰，還有為什麼

這位神是值得人向祂禱告的。 

o 馬太亨利說︰神是“在孤獨中預

備好陪伴人的良友“、”預備好

回應所有疑問的輔導“、”在各

樣悲傷中預備好安慰人的安慰

者“、”預備好供應一切所需的“、

“預備好為我們挑重擔的”、“為

一切危險預備好避難所的”、

“為一切善工預備好能力的”、 

“熱切的保證救贖完全的”。 

- 既然神如此豐盛的在基督裡預備

好了自己，我們便當無時無刻的



來到祂的面前求（詩篇五五 17

和詩篇一一九 164）！ 

- 若要明白清教徒如何看待禱告，

就不能把禱告單獨抽出來理解。

因為對他們而言，禱告就是整體

敬虔生命的表現，如同人的呼吸

狀況反映出人的健康一樣。禱告

的背後是強大對聖經的理解、信

仰教義的認知、對人的心思意念

有深度的剖析、以及充滿屬靈情

感的結果。 

o 因此，在他們的禱告中，經常

都蘊含著關於對於神的榮耀

（屬性、作為）、人的不配

（罪、悔改、軟弱、謙卑）、

基督的豐盛、神的信實和應許

等議題。 

o 他們追求一種悟性（神學性）

和情感（經驗）上相對應的禱

告。“That Prayer is most likely 

to pierce heaven which first 

pierces one’s own heart.” 

(Robert Elmer, Piercing Heaven: 

Prayers of the Puritans, Lexham 

Press, 2019) 

o 他們的禱告經常表現出對自己

缺乏信心，但卻對神的應許有

堅定的信心。 

- Joel Beeke 說清教徒事工上的成

功與我們今天疲弱的教會相比，

主要的差別在於我們對祈禱相對

較弱。禱告對清教徒們來說是維

持生命的全部。 

下回預告： 

o 那我們該如何規劃一天的禱告

生活呢？ 

o 如何禱告才是正確的呢？ 

o 清教徒又如何看待未蒙垂聽的

禱告？ 

- 禱 告 （ Arthur Bennett, The 

Valley of Vision,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75）。  

本週各項聚會 
今日 09:45 主日聚會 錢慕恆講道 

  09:45 兒童主日學 

  09:45 中學生團契 

  11:00 《擘餅記念主聚會》 

  11:00 慕道班 

週二 14:00 愛的團契 列王紀上 10 

  19:30 英文查經班 暫停至六月 

 週三 19:30 週三禱告會 出埃及記 4 

週四 14:30 姊妹聚會 呂美莞姊妹 

  15:30 姊妹禱告會 

週五 09:30 烘焙讀經班  暫停一次 

週六 14:00 大專團契 門徒訓練 

  18:00 社青團契

因應疫情變化，弟兄姊妹若不便參

與實體主日聚會者，可於當天下午從

FB《南海人兒齊聚一堂》的網頁，

或於教會網站、或 LINE群組都可連結

〈youtobe〉影片，收看「主日聚會

全紀錄」。教會未來幾週若有「實體

+直播」，也將在 LINE 群組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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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坐在黑暗裏的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發現照着他們。 

從那時候，耶穌就傳起道來，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馬太福音 4: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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