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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耶穌同門徒來到一個地方，名叫客西馬尼，
耶穌 門徒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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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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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對他們說：「我心裡甚是憂傷，幾乎要死；
我 裡甚是憂傷 幾乎要死
你們在這裡等候，和我一同警醒。」
39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我父啊，倘若可行，
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40 來到門徒那裡，見他們睡著了，就對彼得說：
「怎麼樣
「怎麼樣？你們不能同我警醒片時嗎？
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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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
太廿六
36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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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主儆醒片時
42 第二次又去禱告說：「我父啊，這杯若不能離開我，
讀經
必要我喝，就願你的意旨成全。」
要我喝 就願你的意旨成全 」
太廿六
43
又來，見他們睡著了，因為他們的眼睛困倦。
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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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於是來到門徒那裡，對他們說：
「 在你
「現在你們仍然睡覺安歇吧！時候到了，
然 覺安歇
時 到
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裡了。
46 起來！我們走吧。看哪，賣我的人近了。」
起來！我們走吧。看哪，賣我的人近了。

太 六
太廿六36-46
諸長樂牧師 2017.04.02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我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思想在客西馬尼園發生的事情。
三十多年前有一位年輕的美國牧師李拉瑞，剛從神學院畢業，
渴慕建造一個能夠榮耀神的教會，他去拜訪韓國純福音教會的趙鏞基牧師，
問趙牧師一個問題：「上帝讓你牧會成功的秘訣是什麼？」
趙鏞基牧師說：「我禱告，我順服。」李拉瑞牧師回到美國德州，
在 個小鎮建立 間教會 這間教會七年內從12個人變成1萬1千多人
在一個小鎮建立一間教會，這間教會七年內從12個人變成1萬1千多人。
他所在的是一個德州的小鎮；但是他抓住了服事上帝的秘訣：
每天都為他的信徒禱告 個小時；神也感動他 用他的經歷寫了 本書：
每天都為他的信徒禱告一個小時；神也感動他，用他的經歷寫了一本書：
《與主儆醒片時》，這本書是用主禱文為主幹，教導信徒如何來禱告。

今天從四個方面來跟大家分享：與主儆醒片時。
一、禱告的邀請
主耶穌邀請我們一起來禱告。在客西馬尼園，主耶穌憂愁起來極其難過，
他對門徒們說：「我心裡憂傷，幾乎要死」，邀請門徒們一起跟他儆醒禱告。
當你憂傷難過、有重擔的時候，你會做什麼事情？
當你有重要的決定要做的時候，你會做什樣事情？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好意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不好意思、不要去麻煩別人，有時候覺得我躲起來、
要去麻 別
有時候覺得我躲起來
自己禱告就可以了；在這裡讓我們看到―主耶穌心裡憂傷極其難過的時候，
他邀請人跟他 起禱告。雖然他邀請的人很軟弱，甚至成了睡覺三人組，
他邀請人跟他一起禱告。雖然他邀請的人很軟弱，甚至成了睡覺三人組，
要他們禱告，他們三個睡覺！但是耶穌從來沒有後悔邀請他們一起來禱告，
他也藉機教導門徒們―要儆醒禱告，不要入了迷惑。
當生命中遇到了困難和各樣苦難的時候，正是神對我們的一個邀請；
當我們有很困難的決定要做的時候，也是神對我們禱告的一個邀請―
不要抱怨我們的環境困難，要抓住機會來禱告，因為這些都是
經歷神的大好機會，都是讓信仰能夠有根有基的機會。

知道什麼時候要儆醒禱告，是一種屬靈老練成長的記號。
當神把一些需要擺在你的面前，不管是你個人的或是別人的需要；
當你晚上睡不著覺，神把一些人、事擺在你腦海裡面；
甚至你半夜突然醒來 神把 些 擺在你 裡面的時候
甚至你半夜突然醒來，神把一些人擺在你心裡面的時候，
是神對你的一種呼召，叫你起來禱告！
不要問什麼原因，你就是開始禱告―
你越禱告，神越會把那個人的需要告訴你，
你也可以跟那個人一起來經歷上帝的拯救和能力。
很多宣教士都有這樣的經歷：當他們在最危險的時候，
神呼召一群人來為他們禱告，這些人根本就是離他們十萬八千里之遠，
但是神用他們的禱告幫助那些宣教士度過了危機。
是神 他們的禱告幫
些宣教士度
危機
所以，弟兄姐妹，讓我們一起來儆醒禱告，不管你有多軟弱，
你都可以回應主耶穌的呼召跟邀請―
你都可以回應主耶穌的呼召跟邀請
主耶穌說：與我一同儆醒禱告。

三個門徒睡著了，一個人為什麼在該儆醒的時候卻睡覺呢？主要的原因：
11.過度的憂傷和擔心。是不榮耀神且得罪神的，
過度的憂傷和擔心。是不榮耀神且得罪神的，
過度擔心也會使我們沈睡；聖經教導我們：
腓四6 應當一無掛慮，可以藉著禱告、
祈求、感謝，將我們所要的告訴上帝。
2.身體疲乏困倦了。這世界常常把我們的體力榨乾到最後，我們為很多事情
忙碌、擔心，沒有體力再來禱告。很多時候，我們在一些聚會中受激勵，
說要回去好好讀經禱告，可是當我們回去一忙碌累癱了，第一個省略的
就是讀經禱告；我們會跟神說：神啊 你知道我真的好累 我也是這樣的
就是讀經禱告；我們會跟神說：神啊，你知道我真的好累—我也是這樣的。
3.事不關己、自私冷漠。事情好像跟我沒什麼關係，所以沒有迫切禱告的心；
若這件事情或這個人跟我息息相關，我的禱告會儆醒不倦的。
就好像老練的運動選手跟戰士一樣，
田徑選手不會在要比賽的時候打瞌睡；
老練的士兵不會在戰爭即將發生的時候打瞌睡。

二、禱告的心態
11.禱告要存著盼望
禱告要存著盼望
主耶穌說：「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
主耶穌也希望有些事情 苦難可 從 身 挪去
主耶穌也希望有些事情、苦難可以從他身上挪去，
我們去為生病的人、有困難的人禱告的時候，也要存著這樣的心態。
你不要看到感冒的人為他禱告就很大聲，
要看
聲
很勇敢說：「主啊，讓他好起來！」
看到癌症的人、醫生說沒救的人，
你就禱告說：「唉呀！主啊，我也不曉得怎麼辦。」
感冒跟癌症對你我有不同，但對神沒有不一樣的！
弟兄姐妹：阿們嗎？神要醫治就醫治，
感冒可以醫治，癌症可以醫治。
所以 當我們去為人禱告的時候 要存著盼望 信心來禱告
所以，當我們去為人禱告的時候，要存著盼望、信心來禱告，
帶給這個人信心和激勵。

2.禱告要順服
主耶穌說：「這杯若不能離開我，必要我喝，
願你的旨意成全。」禱告不是要神聽我們的；
禱告的精髓是在我們聽神的 在我們能夠明白上帝的心意
禱告的精髓是在我們聽神的，在我們能夠明白上帝的心意。
撒下十二 因為大衛犯罪，他的兒子生病了，他為兒子得醫治在神的面前禁食禱告，
但是神還是取去他兒子的性命；大衛並沒有賴在地上不起來。
其實，大衛經歷到神垂聽了多少禱告？在這事上神沒有垂聽他的禱告，
大衛沒有因此而埋怨神，反而起來到聖殿裡去敬拜，洗澡吃飯；順服神的帶領。
我們要學習順服的功課，當有些事情不是照我們意願的時候，我們要相信：
上帝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高不是高一點點，
神 我們的高 是
神比我們的高明是：天離地有何等的高，祂比我們高明就高明那麼多。
離地有何等的高 祂 我們高 就高明那麼多
有誰告訴我，天離地有多高？高到我們無法測度的地步。
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神帶領米利暗一起敬拜神：
耶和華神是至大、至能、至可畏的神！

當我們去聽音樂會的時候，很在乎這個人技巧如何，
但是大音樂家貝多芬說過一句話：
「演奏錯誤的音符是微不足道的；沒有熱情的演奏是不可原諒的。」
你喜歡看籃球比賽嗎？藍球比賽那些球員非常投入。
我最不喜歡看的比賽就是：勝負很早就決定了，
讓 凳球員最後 場
讓板凳球員最後上場，大家練習，
家練習
在比賽當中那叫做「垃圾時間」；
球員沒有熱情，觀眾也沒有熱情。
弟兄姐妹，禱告要有盼望，禱告要順服，禱告要熱切，阿們嗎？
跟你旁邊的人說：「禱告要盼望！順服！熱切！」
很多時候，我們隨便禱告幾句就希望上帝一定垂聽，
躺在床上敷衍兩句就要上帝垂聽，上帝不聽我們還生氣。
一個人如果這樣敷衍你的講幾句，跟你要東西你也不會給。
個人如果這樣敷衍你的講幾句 跟你要東西你也不會給
要記住：耶穌是這樣熱切的禱告。

3.禱告要熱切
路廿二 形容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衪是「跪下、懇切」的禱告，
禱告到一個地步：「汗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
甚至 須天使從天 來加添衪力量
甚至必須天使從天上來加添衪力量。
來五 也講到，耶穌禱告的時候是「大聲哀哭，流淚禱告」，
懇求那個能救他免死的主。上帝因著耶穌基督的虔誠而應允他的禱告，
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苦難而學會順服的功課。
羅十二12 「禱告要恆切」，弟兄姐妹，你有禱告恆切嗎？
很多人說：「我不太會禱告」，但是你看過當一個小孩子生病的時候，
多
「我
會禱
當
病
爸爸媽媽希望醫生能救他的那個迫切的態度嗎？
你看過為著所愛的人能夠得醫治，那個迫切的態度嗎？
我們曾經禱告到一個地步：大聲哀哭、流淚禱告嗎？
有的時候，禱告不僅僅是一些話語，
而是一種感動，是一種在主面前的迫切。

三、禱告的操練
主耶穌說與我儆醒片時，「片時 是 個小時、60分鐘。
主耶穌說與我儆醒片時，「片時」是一個小時、60分鐘。
禱告有兩個目的，
1.是 外在的」 可以使世界歸正
1.是「外在的」，可以使世界歸正，
所以我們禱告說：「太六10 主啊，願你的國度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如果下雨的話，你要不要禱告說：
「主啊，今天我要去崇拜，不要下雨」呢？
上個禮拜下大雨，外面的傘擺得滿滿的，長執們很傷腦筋，
不曉得這些傘要怎麼處置，我就跟長執說：
「好不好我們禱告 明天出太陽
「好不好我們禱告，明天出太陽。」我為什麼可以禱告：
我為什麼可以禱告：
「上帝，求你明天出太陽」？因為我相信上帝掌管天氣。
2.禱告也是「內在的」，
2
禱告也是「內在的 ，
使我們能夠降服神，成為神順命的兒女。

我們可以從主禱文的啟示來學習禱告。
我今天邀請弟兄姊妹：
從現在開始到復活節，你每天禱告10分鐘好不好？
禮拜 到禮拜六 每天10分鐘就是60分鐘；
禮拜一到禮拜六，每天10分鐘就是60分鐘；
 花5分鐘為教會禱告—為教會的牧師、長執、
還有聚會：夏令會、佈道會、60週年的特別聚會來禱告，
一天禱告一件事情，花5分鐘，難不難？
 另外再花5分鐘為你自己禱告，為你個人各方面的需要來禱告。
你會發現，主禱文就是這樣教導我們：
上半部為神的國度禱告，下半部為我們個人的需要禱告，
不要屬靈到一個地步，只為別人禱告而忘記為自己來禱告。
要屬靈到 個地步
為別 禱告 忘記為自 來禱告
過於安逸的人生、缺乏異象挑戰的教會是沒有禱告的；
任何一個復興的教會，一定是充滿了禱告的熱火、
禱告的意願，和願意花代價禱告的信徒。

四、禱告的挑戰
每個人都要學習 個功課，
每個人都要學習一個功課，
如何面對「沒有被神答應的禱告」？
有的時候 我們禱告了半天 所愛的人還是過世了；
有的時候，我們禱告了半天，所愛的人還是過世了；
有的人迫切的禱告，還是沒有孩子；
有的人禱告了半天，還是沒有等到期待的婚姻…。
每一個人遲早都會遇到禱告沒有被垂聽的心碎經驗，
在這樣的情況，我們怎麼樣還能夠繼續禱告呢？
答案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也是在福音裡面。
 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
神沒有回應他，沒有照他的意思來成全，
有 應
有
意 來成
神像對我們「沒有得救之前」那樣的來對待耶穌；
 可是，因著耶穌基督的救恩，當我們接受耶穌的時候，
衪可以對待我們像對待那個「沒有罪的耶穌」一樣。

時間過得很快，我已經來到日本整整一年了，我對自己的期望
就是在未來的日子裡，求主恩待我，再忙，每天也要為教會禱告一小時。
弟兄姊妹，以後看到我不要問「你吃飽沒有？」我邀請你們督促我，
每次看到我就說
每次看到我就說：「你今天禱告一小時沒有？」但是你挑戰我的時候，
你今天禱告 小時沒有？」但是你挑戰我的時候
我也要挑戰你：「這個禮拜你禱告一小時沒有？」讓我們互相的激勵。
紐約布魯克林教會是一個非常熱切禱告的教會，他們牧師說：
約布魯克林教會是
非常熱切禱告 教會
們 師
 教會主日崇拜有很多人參加，表示這個教會的牧師、教會的節目很受歡迎；
 唯有一個教會的禱告會非常多人參加的時候，是耶穌受歡迎─
教會是耶穌受歡迎的地方！弟兄姐妹，讓我們一起來歡迎耶穌，
不要讓耶穌在禮拜三來的時候是冷冷淡淡的。
教會的第一個聚會是禱告會，徒一 教會是在眾人恆切禱告當中誕生的。
好不好邀請你，最少一季來一次禱告會，或者最少一年來一次禱告會。
你們的牧師很熱切 但是很有憐憫的
你們的牧師很熱切，但是很有憐憫的心，不希望在我們教會
不希望在我們教會
聽到這樣的一句話：「我從來沒有參加過禱告會。」

耶穌的禱告，為著我們這些罪人被神拒絕了，
卻是為了讓我們這些信耶穌的人的禱告，可以被神垂聽，
當我們呼求「我的神」、「我們在天上的父」，
神垂聽我們的禱告
神垂聽我們的禱告―
因為耶穌在十字架和客西馬尼園的時候，
他向神發出這樣的禱告，神沒有回應他。
為此，我們可以憑著信心來到主的面前，熱切具體的來禱告，
因為在福音的裡面，神為我們開了禱告的門，
每一個人可以像耶穌一樣說：起來！我們走吧。
當禱告之後，我們可以面對各樣的挑戰。
你願意與主儆醒片時嗎？
你今天有聽見神對你的呼召嗎？
14日晚上7點 有受難節的禱告會特別聚會
14日晚上7點，有受難節的禱告會特別聚會，
歡迎你預備時間來參加。

主耶穌，我們感謝你！
像我們這麼軟弱的人，這麼愚鈍的人，
你沒有輕看我們，你邀請我們跟你儆醒片時。
主，我們感謝你，
讓我們看見你面對艱難的時候，你是怎樣熱切的禱告；
讓我們看見你面對艱難的時候 你是怎樣熱切的禱告；
我求你也幫助我們，能夠與你儆醒片時；
因為沒有禱告，主啊，我們自己都會入了迷惑。
感謝你，主啊，你的禱告好像被拒絕了，
卻讓我們的禱告可以被接納；我們罪的刑罰你為我們擔當，
讓我
禱告
被接納 我 罪的刑罰你為我 擔當
好讓我們在福音裡面享受你的豐盛。
我們這樣的感謝禱告是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