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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於慕安德烈
Praying with Andrew Murray

代禱的服事
The Ministry of Interc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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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所有的傳道人都到齊之後，他安靜地
說：‘讓我們一起禱告。’ 這個禱告帶給我
們的祝福歷久不衰。在會見他之前，我們
只知道他是一位聲譽響遍全球的屬靈作家，
是南非最受愛戴的傳道人；在這禱告之後，
我們知道我們遇見了一位神人。”

—巴洛(Walter Barlow)

“親愛的基督徒啊！神需要、迫切需要願
意親近祂的祭司，活在祂面前，藉著代禱
將祂恩典之福帶給別人；這世界需要、迫
切需要能擔代將滅亡之人，為他們代求的
祭司。 ”

—慕安德烈

慕安德烈 Andrew Murray
（1828 – 1917）

。。。

基督教

東正教 公教

天主教 新教

路德宗
（信義宗）

加爾文宗
(歸正宗、改革宗)

安立甘宗
（聖公宗）

公元元年

公元1054年

十六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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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安德烈所教導的禱告

代禱（Intercession）
替別人祈求神

我們熟悉的特色

• 代禱=禱告

• 從耶穌的教導和榜樣學習禱告

• 強調字面理解聖經：“提防以人的智慧削弱神的道。”

• “禱告的大能”、“禱告勇士”

教導的精髓

禱告是基督徒呼召的中心
代禱是基督徒身份的根本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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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代禱的粗淺理解

• 代禱是關鍵，所以求神按我的意思辦；

• 堅持是關鍵，所以花更多時間求；

• 信心是關鍵，所以假裝我確信神會答允；

• 神既然應許，所以告訴神我不接受“No”；

• 如果神的回答是“No”，那一定是我的錯。。。

慕安德烈是這麼教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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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於慕安德烈：代禱的服事

代禱服事的起點

• 存謙卑的心，定意在凡事上行神的旨意。

• 已經是禱告的人，有禱告的生活。

“學做一件事，最好的途徑—實際上唯一的
途徑—就是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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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於慕安德烈：代禱的服事

基本方法

1. 從“小”做起：從短時間、有規律地開始。

2. 從“近”做起：無人能獨自負責世上所有需要，代
禱應從我們親近的人開始。

3. 明確而具體：這樣當它成就時，才能信心成長、獻
上感恩。

4. 合乎聖經：按神在聖經中所啟示的旨意求。
約一5:14   我們若照祂的旨意求甚麼，祂就聽我們，
這是我們向祂所存坦然無懼的心。

5. 等待答复：記錄代禱內容，及神何時、如何答复。

6. 堅持不懈：相信雖然眼未看見，心未感覺，神已動
工。耐心等候的過程中神塑造我們基督徒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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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於慕安德烈：代禱的服事

進深方法

代禱若要更深入更豐富，必須交織三個跨躍，
它們是基本方法的根基。

跨躍一 全然委身為神而活

跨躍二 住在基督裡

跨躍三 加入基督的祭司事工

“祈禱有無效力，要看我們為人如何，生命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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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於慕安德烈：代禱的服事

跨躍一 全然委身 為神而活

最關鍵和首要的，不是簡單化地強調完全的信心，也不是宣告神
的能力或應許，而是為神的國和神的榮耀全然獻上自己。這是主
耶穌慷慨應許成就我們祈求的先決條件。

約14:13
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甚麼，我必成就，叫父因兒子得榮耀。

• 沒有人會讓別人自由使用他的名字，除非他對那人有把握，可
以放心將自己的榮譽和利益託付那人。

• 奉耶穌的名意味著與耶穌合一，按祂的性情和意願而求。

• 天父的榮耀必須是我們禱告的目標和目的、靈魂和生命。

“主耶穌，讓袮的靈住在我心裡，充滿我！我願意全然順服聖靈
的管理和引導。…主耶穌，求袮透過聖靈教導我奉袮的名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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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於慕安德烈：代禱的服事

跨躍二 住在基督裡

若要持守對神的委身，使之持續成為我們生活的原動力，我們需
要親近基督，常在祂同在中。

約15:7 新譯本
你們若住在我裡面，我的話也留在你們裡面；無論你們想要甚麼，
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 若要勝任代禱，與神持續的、改變生命的相遇相交必不可少。

• 與基督完全合一之人的祈求必蒙成就。

“當我们的信心生发顺服，在顺服与爱中，我们全人紧紧抓住耶
稣，那么，我们内在的生命就能敞开，度量增加，能领受榮耀之
主耶稣的生命和灵，如此我们就清楚知道自己与父及基督合而
为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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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於慕安德烈：代禱的服事

跨躍二 住在基督裡
可11:22-24
耶穌回答說：“你們當信服神。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何人對這
座山說：‘你挪開此地，投在海裡！’他若心裡不疑惑，只信他所
說的必成，就必給他成了。所以我告訴你們，凡你們禱告祈求的，
無論是甚麼，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

“耶穌在賜下奇妙的禱告應許之前，先說 ‘你們當信服神’。祂乃
是說：讓你的眼向永生神開啟，定睛注目，看見那位不可見者...
所以，相信神就是仰望神，注目於祂的所是，讓祂顯明祂的同在，
給祂時間；全人向祂降服，領會祂是神；敞開心靈，欣然接受祂
大愛的覆庇。”

禱告成就所需的信心不是簡單相信我們禱告的事會成就，也不是
確實相信神的應許會實現；而是在與神的個人關係中對神的信靠，
是住在基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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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於慕安德烈：代禱的服事

跨躍三 加入基督的祭司事工

代禱是祈禱的最高形式，因為是基督自己的事工。當我們與主合
一，我們便有份於基督的代禱事工，像祂一樣作祭司，為人代求。

羅8:34 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裡復
活，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
來7:25 凡靠著祂進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為祂是長
遠活著，替他們祈求。

彼前2:5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
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
彼前2: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
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者的美德。
啟1:6 又使我們成為國民，作祂父神的祭司。但願榮耀、權能歸
給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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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於慕安德烈：代禱的服事

跨躍三 加入基督的祭司事工

信徒皆祭司

• 信徒人人需要祭司，信徒人人應為祭司。

• 以基督為大祭司为中保的禱告，与參與基督祭司
職分的禱告不完全相同。

“來吧，弟兄姊妹，來作一名祭司，只要作祭司，全
然作祭司。現在就尋求行在神面前，滿心知道自己被
分別出來，作代禱的神聖事奉。能如此效法神子的形
像，是真正有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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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於慕安德烈：代禱的服事

入門建議

基本方法固然熟悉，但進深方法的三個跨越才
是代禱服事的根本，是慕安德烈教導的精華。

當我們花時間親近主，向主耶穌學習禱告，謙
卑承認自己並不精通代禱，就可以開始操練代
禱的基本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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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於慕安德烈：代禱的服事

去偽存真、去粗取精

1. 以神是否應允我們祈求來衡量我們基督徒生命的成
熟度，有其潛在危險。經上更多是以基督徒的性情
像耶穌來衡量其成熟度。

歌羅西書3:10
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以弗所書4: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
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加拉太書5:22-23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
善、信實、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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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於慕安德烈：代禱的服事

去偽存真、去粗取精

2. 強調禱告的大能，容易誤導人以為禱告的目的是尋求能
力或權力。主耶穌強調放棄權力（太5:38-42，腓2:5-8），
保羅誇自己的軟弱（林後12:9）。基督的能力與為門徒
洗腳並行，神賜的能力是為主做見證的能力。更好的禱
告態度是謙卑的敬畏和感恩之心。

3. 禱告勇士 (prayer warriors) 的稱呼也容易讓人誤解。它可
以表達一種令人欽佩的禱告熱情，但也會讓那些跟隨基
督和平之君、傳揚基督和平的福音的基督徒覺得刺耳。
它可以表達我們藉著禱告抵擋魔鬼，但也讓人想像自己
衝上天堂，與神爭論，迫使神答允我們的祈求。我們必
須清楚誰是我們的敵人，我們想要誰的旨意得成就。

受教於慕安德烈：代禱的服事

總結

慕安德烈為新教徒提供了一個以禱告為服事的途徑，
讓有禱告呼召的基督徒在活躍生活中完成神賦予的
使命。

禱告—與神相交，是我們在基督裡最大的特權。代
禱確實是一項事工—基督自己的事工。神給我們的
是何等可敬畏又奧秘的邀請：加入基督的事工，讓
我們的聲音融入祂的聲音，參與正在進行中的贖回
神的世界的偉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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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實踐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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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實踐十途
受教於教會歷史上最好的禱告教師，探索十種經典禱告方式

方式不同，都屬基督；形式不同，高舉基督

角度不同，注視基督；側重不同，尊榮基督

關鍵在於選擇適合自己目前狀況的方式，時常禱告。

所有教師的共同點
• 都認為禱告最為重要，是基督徒身份和行為的核心；

• 都同意禱告不容易，需要花時間學習（操練、實踐）；

• 都肯定禱告的目標：神的同在。

神同在是我們的終極尋求。神創造我們、在基督裡救贖我們，
沒有什麼比祂更大。每當我們禱告，無論用哪種方式，只要
我們真是在禱告，我們發現自己在神的同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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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於慕安德烈：代禱的服事

課後作業

決定一天中何時最適合禱告，本週每天設定10-15分鐘與神相交。

找一安靜的地方。至少用前5分鐘求神：

1. 幫助你全然委身為神而活;

2. 幫助你永遠與主保持親近;

3. 幫助你加入基督的代禱事工；

4. 以最榮耀神的方式回應你的禱告。

然後用其餘的時間嘗試基本方法：

1. 從最親近的人開始，求神以特定的方式幫助他（們）；

2. 留意按聖經教導的來代求（比如求神裝備並差派祂的工人
來傳福音給家人，又如為在痛苦中的弟兄姐妹，等等）；

3. 記下代禱的事項，這樣當你堅持禱告，你可注意神的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