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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講台信息 

 

「你為何事祈禱？」 

／戴繼宗牧師 

 

經文：以弗所書三章 14-21 節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從他得名。）求他按

著他豐盛的榮耀，藉著他的靈，叫你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使基督因你

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便叫神一切

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

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但願他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得著榮

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弟兄姊妹們平安！ 

我們一起翻開神的話，新約以弗所書三章，當大家在找的時候，我在

這邊有一個特別的報告，也可說是一個預告。 

進入暑期，教會有好多不同的活動，看今天的週報，七月九～十三日，

有一年一度的暑期兒童營。而與兒童營同步舉辦的，是特別為父母親有一

個快樂父母成長營。 

暑假也是我們有機會參與宣教的一個契機，除了這些活動之外，經過

跟同工們的討論，我們也希望能夠在七月九日～八月七日，這將近三十天

的時間，一同加入在普世教會的一個代禱的運動。 

 

為穆斯林祈禱 

七月九日～八月七日是什麼日子？熟悉伊斯蘭教、穆斯林的人，會知

道這個月是他們所謂的「齋戒月」。在過去二十多年來，神感動許多的教

會特別在這三十天當中，為著全世界最大的未得、未及之民來守望禱告。 

什麼叫未及或未得之民？一個民族若是信主的比率不到百分之二，在

宣教學上就把這個群體稱為所謂的「未得之民」或「未及之民」。我們知

道在穆斯林世界，福音要傳開相當不容易。 

全球穆斯林將近十六億人口，這個數字對我們來說好像是一個天文數

字。昨晚我請我兒子幫忙做個統計，十六億是多少？如果每秒有五個回教

徒從我們面前走過，每秒五個，需要花多久時間？ 



 

廣大的未得之民 

可能有人已經算出來了，你們比我厲害，我兒子幫我算了一下，一共

需要十年之久。十六億人口，用十年時間，每秒五個人從我們前面走過。

在普世宣教上，我個人認為這是這個時代我們所面對最大的挑戰。我們如

何更加的動員教會，從近處到遠方，把福音傳給這個群體。 

當然，在傳的當中要先用禱告來托住、守望，所以我們準備了兩個手

冊，可以幫助我們在禱告中，除了「主啊，求你讓更多的穆斯林歸向你。」

當然神會聽這樣的禱告，但是能夠更具體的話，可以幫助我們持續在這段

時間當中，使用這份三十天為穆斯林禱告的手冊，每天有不同的代禱事項

以及資訊，幫助我們更了解這個群體。 

不單是在遠方，神也把很多的穆斯林帶到台灣，光是從東南亞等地就

有將近五十萬穆斯林來到台灣，有五十萬的回教徒從泰國、菲律賓、印尼

來到台灣。我們如何為他們禱告，如何參與普世教會的這個禱告運動。其

中有一本手冊是鼓勵家長在親子互動當中為這個群體守望禱告。七月九日

～八月七日，求神把更大的異象賜給教會，特別在這個事工上有投入。 

 

三個「叫」 

今天早晨信息經文是以弗所書三章 14～21 節，「因此，我在父面前

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從他得名。）求他按著他豐盛的榮耀，藉

著他的靈，叫你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如果你是用自己的聖經，不妨把

「叫」字圈起來──叫你們心裡的力量，能夠剛強起來。 

17 節：「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裡面，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

基」「叫」第二次出現──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

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這裡「叫」

第三次出現：「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20 節：「神能照著

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但願

他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

們！」 

 

衡量屬靈生命的指標 

今天早晨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你為何事祈禱？」如果我們要評

估、衡量我們的屬靈生命，評估、衡量我們與創造宇宙萬物真神的關係，

會用什麼樣的指標來衡量？ 

有人或許會想到我們來這裡崇拜、參加聚會，或所謂「做禮拜」（我

其實不是很喜歡這個詞），總而言之，有的人會覺得這是很好的指標。 



當然，讀聖經、維持所謂的「靈修生活」，也是另一種參考指標。參

與服事，更多從「受」的層面邁向「施」，耶穌曾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這也是一個指標。作見證、傳福音，無論是本地宣教，在外宣教，也都是

很好的指標。 

但是，我覺得其實有一個最明顯的指標，就是我們的禱告生活。在禱

告生活裡面，能夠更清楚看到，我們與創造宇宙萬物的真神關係何在？在

禱告生活裡，一方面可以明白我們對上帝的認知是什麼？同時也能夠明白

我們對自己的認知是什麼。 

 

保羅對神的認知 

保羅在經文第 14 節，描述他在父面前「屈膝」，從這短短的形容我

們看到：第一，保羅對神的認知是什麼？他在父面前屈膝，這位創造宇宙

萬物的真神是可敬、可畏的上帝，因此當保羅到上帝面前的時候，他是帶

著謙卑的、屈膝的心來到神面前。 

但是，很特別的，他在這裡沒有稱祂為神，乃是稱祂為「父」。當然

祂是神，但是因著耶穌基督，這位創造宇宙萬物的真神今天成為我們的天

父，因此從保羅的這段禱告裡面，我們看到他對神的認知。「屈膝」也讓

我們看到，保羅謙卑在神面前，這個屈膝的動作也是一個「降伏」的動作。 

 

詩人的禱告 

前不久我剛剛讀完詩篇，不曉得大家讀詩篇的時候有沒有想到同樣的

事情。我每天讀五篇，差不多一個月就讀完了，但是不瞞大家，在這個月

裡面，我心中相當的挫折。 

怎麼說呢？大部分的詩篇是禱告文，當我讀詩人的禱告，我就覺得戴

繼宗的禱告實在是很膚淺。當然，我求神保守我的家庭，求神看顧我的孩

子，我把服事甚至其他的事情都帶到神面前，但是我很少抵達詩人在神面

前的那種禱告的光景。（對不起喔，我只是分享自己的感觸，希望大家都

比我好得多。） 

我有很深的感觸，單單從我們的禱告，其實就能清楚看到，我們跟神

之間的關係，以及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從這個指標我們一同來思想：保羅

如何為以弗所教會、如何為以弗所信徒禱告。 

 

保羅的禱告 

在這幾節經文中，我剛剛強調有三個「叫」，使我們很明顯看到當保

羅想到以弗所教會、想到這些信徒，他馬上就聯想到三個非常重要的、在

他們生命當中應當有的東西。 



第一，在第 16 節，保羅巴不得能夠藉著聖靈，讓這些信徒的力量能

夠剛強、堅定。第二，不但如此，藉著基督，讓信徒的愛心能夠同領、共

享。第三，不但是力量剛強堅定，不但是愛心同領共享，保羅為他們禱告，

但願他們的生命、他們的生活是豐盛充足的。 

 

使神得著榮耀 

但是為什麼呢？我們先來看看原因，為何需要有這三件事情？或者

說，為何保羅特別為以弗所教會禱告這三件事？往下看第 21 節，原因就很

清楚了，保羅在結束的時候，他說：但願神在教會裡面，並在耶穌基督裡

面，能夠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當我們屬靈的生命剛強堅

定，當我們的愛心同領共享，當我們的生活豐盛充足的時候，我們的上帝

就能得著榮耀，且是世世代代，永永遠遠的榮耀。 

在 21 節我們看到保羅這三個禱告是何等重要，我們用幾分鐘的時間

來看這三方面，一來了解它對以弗所教會的意義，同時也思想如何把它落

實在生命中。首先，保羅為這些信徒們禱告，他可以為很多的事情禱告，

但是他第一聯想到什麼呢？就是但願藉著聖靈，他們的力量能夠剛強堅

定。注意第 16 節，保羅說，求上帝按著祂豐盛的榮耀，藉著祂的靈，叫你

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 

 

不要懼怕！ 

我查了一下，發現在聖經裡面，舊約也好、新約也好，「剛強」這個

詞，常常拿來做一個對比，譬如剛強、放膽、無懼，常常是當做比較詞。

剛強壯膽有時也表達篤信不移，一種確信，一種心志。更多時候，剛強是

跟喪膽、膽怯、喪志、氣餒，成為強烈的對比。 

很有意思，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在新舊約聖經裡面，「不要懼怕」

這個詞，以及類似的詞，一共出現多少次？一共出現三百六十五次（我就

想：這是不是因為我們每天都需要聽到「不要懼怕！要剛強！」）不要懼

怕，反倒要剛強，這是保羅為以弗所教會的禱告。 

保羅為什麼如此禱告？從上下文來看，第一，他們需要剛強堅定的主

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很可能會面對信仰上的反對與逼迫。若是稍微往前

看，在三章 12 節，保羅說：我們因信耶穌，在他裡頭如何？放膽，無懼，

篤信不疑來到神面前。所以，不要因我為你們所受的患難喪膽，這原是你

們的榮耀。 

為什麼要剛強壯膽？保羅在這邊告訴我們，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們

可能在信仰生活裡面，會遇到人的反對和逼迫。若是這一點對當時的信徒

重要，其實在我們的時代這也是極其重要的。在這末世的時候，要真正持

守我們的信仰，是一件愈來愈有挑戰性的事情。單單在二十世紀，為著信



仰而殉道的信徒，人數比二十世紀之前所有的世紀加起來的總合都還要

多。而我想這個趨勢會更加明確，若我們要持守信仰，我們需要力量，堅

定不移。 

 

即或不然 

我這段時間在看聖經但以理書，我特別喜歡但以理書第三章，描述但

以理的三個朋友，因著不敬拜尼布甲尼撒所建立的金像，就被丟進火窰。

尼布甲尼撒把這三人，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帶到他面前，最後給他們

機會：「如果你們願意跪拜，我就不把你們丟進火爐裡。」我特別喜歡 17、

18 節，他們的回答，他們對尼布甲尼撒王這麼說：「就是如此，就是把我

們丟在火爐裡面，我們所事奉的上帝還是能夠把我們從烈火中救出來。因

此我們不敬拜你的上帝。」 

我特別喜歡第 18 節，尤其是前面四個字，他們說：「即或不然，就

是上帝不救我們，你當知道我們絕對不服事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

像。」繼續往下讀的話，你會發現其實上帝沒有救他們脫離這個困難，而

是與他們同度困難。有時候上帝不會讓我們脫離困境，但是祂會與我們同

度困境。 

 

剛強堅定 

因著信仰的緣故，我們需要剛強堅定。不僅如此，從整個以弗所書來

看，我們會發現，當我們面對魔鬼撒但的詭計，面對試探的誘惑、罪惡的

捆綁，我們需要更加剛強壯膽。在六章 11 節，我們看到保羅描述身為基督

徒要如何穿上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使得我們能夠抵擋魔鬼撒但的詭計。 

請特別注意第 10 節，保羅說「我還有末了的話」（我總是喜歡保羅

末了的話，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發現，他末了好像一點都不「末了」，呵呵！）

「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當靠著主，倚靠祂的大能大力（就是第三章

的禱告）作剛強的人。所以若是我們要過得勝有餘的生命，需要靠著聖靈

給我們的力量，剛強堅定。 

所以，一方面在信仰上我們面對衝擊，二方面因著魔鬼撒但的詭計、

試探的誘惑、罪惡的捆綁，我們需要靠著聖靈給我們力量，堅定剛強。我

也想到在人生當中，我們遇到很多風浪，有很多的不容易，而在這一切當

中，我們需要靠著聖靈隨時隨地給予我們力量。 

 

心裡的力量 

回到保羅的禱告，他所求的力量是心裡的力量。上帝不見得會改變我

們的環境，但是上帝能改變我們的心境。保羅所求的不是挪去困境，乃是

神賜下力量，來面對人生中的挑戰，能夠得勝，且得勝有餘。真正的平安



不是消除挑戰，而是賞賜力量讓我們面對挑戰；真正的平安不是消除困

境，乃是賞賜力量讓我們面對困境。 

在我們生命中，都面對著不同的挑戰，有可能是我們個人或家庭，夫

妻關係、親子關係，可能是我們的身體，或經濟狀況、工作、學業，但願

神藉著祂的靈，叫我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 

 

同領共享 

這是保羅為以弗所教會的第一個禱告，不但如此，我們往下看 17～19

節，第二個禱告，保羅不僅為他們的力量能夠剛強堅定禱告，也為他們的

愛心能夠同領共享禱告。 

17 節：「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這個禱告文其實困惑了

歷代的聖經專家，因為從 14 到 19 節，在原文裡面是一句話，不太確定句

點到底在哪裡、逗點在哪裡，困惑了聖經專家們，到底哪一段要接哪一段？

總而言之，求神幫助我們從亂裡還是能夠有領受。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能以

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

度的。」全世界九千個不同的宗教裡面，我們的信仰非常強調兩個重要的

真理，一個是恩典，一個是愛。並不是說其他宗教不提這些，但是基本上

他們不講、不強調恩典和愛。 

 

明白 

而「愛」在我們的信仰是一個非常核心的特質，保羅說，你們身為跟

隨耶穌的人，需要明白基督的愛。我查了一下，「明白」這個詞非常有意

思，它在新約聖經裡面出現了十五次，我特別注意到馬可福音九章 18 節用

了這個詞，能幫助我們了解，這個「明白」的意思。 

這個「明白」的意思絕不是知識上、頭腦上的明白而已。馬可福音九

章記載耶穌從變相山下來，祂下來的時候遇到了一個危機，是門徒的危

機。當耶穌在山上的時候，有個父親把他兒子帶到門徒面前，這個兒子被

一個啞吧鬼所附，這父親希望門徒能夠把鬼從他兒子身上趕出來，但是他

們趕不出來，所以很挫折。 

馬可福音九章 18 節，這個父親描述啞吧鬼在他兒子身上所做的，他

說無論在什麼地方，鬼「捉弄」這個孩子，「鬼捉弄他的時候，就把他摔

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齒，身體枯乾。」「捉弄」這個詞，就是保羅

在以弗所書三章把它翻成「明白」的意思。當我察覺到這個的時候，心裡

有很深的感觸，這個「明白」絕不是頭腦知識上的明白，乃是這個東西要

完全得著我們每個人的生命。 

 



長闊高深的愛 

保羅在禱告中特別談到了基督的愛，談到了幾個非常重要的部分。第

一，他提到了這個愛是長闊高深的愛。基督的愛從某個角度而言，是測不

透的，是長闊高深的。我想，這個「長」是描述基督的愛是不改變的、不

止息的愛。人的愛太容易改變，太容易止息，不是嗎？但是基督的愛是長

的愛，是不改變的愛，是不止息的愛。 

不但如此，它也是一個「闊」的愛，什麼意思？沒有人是壞到不能得

救，就是這個「闊」的意思，沒有人的罪是大到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不能拯

救的（當然我也要強調，沒有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基督的愛是「高」

的，耶穌基督被舉起來，就吸引許多人來到祂面前。這個愛也是「深」的，

能夠進入我們每個人的生命當中。 

在基督的愛裡，保羅第一為他們禱告的就是他們能夠被建立起來，同

時也能夠結出果子來，注意在這邊他的禱告是：但願你們的愛「有根有

基」，像房子有基礎，能夠被建立起來的一個愛。 

 

同領共享 

像一棵樹向下札根、向上結果，結出果子來。這個愛是要被建立的，

這個愛是要能結出果子來。不僅是如此，這個愛是要「同領」且要「共享」。

在這個禱告裡頭，我特別喜歡第 18 節，我們能夠與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

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若是我們不來教會與眾聖徒相處，我們其實剝奪

了了解神的愛何等豐富的一個機會，不是嗎？如果我們是獨處的基督徒，

很難了解神的愛是何等奇妙。只有來到教會我們才發現，哇！神的愛真是

長闊高深，連那個戴繼宗不可愛的人祂都愛，連一個我很看不耐煩的人，

神的愛也同樣愛了他。 

 

彼此相愛 

在教會裡面，我們真是能夠看到神的愛，能夠同領這個愛，也能夠共

享這個愛。「彼此」這個詞，在聖經裡出現了一百多次，在這許多的彼此

中，「彼此相愛」出現得最多，共有十四次。我們不單同領這個愛，共享

這個愛，保羅為以弗所教會，尤其在基督的愛裡面，也讓我們想到第三個。

雖然好像在這邊沒有特別提到，但若是你熟悉聖經最後一卷書啟示錄，在

第二、三章，約翰寫信給七個教會，第一個教會就是以弗所教會。藉著聖

靈的感動，約翰所描述的，耶穌對以弗所教會說什麼？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的勞碌，你的忍耐，也知道你不容惡人，你

也曾試驗那自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你看出他們是假的。你也能夠忍

耐，為了我的名勞苦，並不乏倦。但啟示錄二章 4 節，約翰緊接著說：然



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所以，在這

裡提醒我們，我們要保守這個愛，維護這個愛，我們的愛心要同領、共享。 

聖靈所賜的力量讓我們能剛強，基督所賜的愛心讓我們能同領共享，

最後保羅說──不僅如此，也藉著上帝讓你們的生命豐盛充足，19 節，最

後一句：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你們。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沒有辦

法更深入來看這最後的一個請求，我分享幾個圖畫給大家，然後我們有一

個結論。 

 

我必不致缺乏 

想到神的充滿能夠充滿我們，我首先聯想到的就是我們熟悉的詩篇二

十三篇 1 節，大衛說：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當神充滿我們

的時候，我們就有一個知足的、充足的生命，因為大衛說「我必不致缺乏」。 

神不一定會把我們所要的給我們，但是祂會把我們所需的給我們。一

個被神充滿的生命，是一個知足的生命；在約翰福音二章，約翰記載了耶

穌所行的第一個神蹟，還記得那個神蹟嗎？耶穌把水變成酒，後來那個管

筵席的人把新郎叫來，對他說：「人都是先擺上好酒，等客人都喝足了，

再擺上次的，但你卻把好酒留到如今！」 

神的充滿就是讓我們享受到神的豐富，約翰福音十章 10 節，耶穌說：

我來了，是要叫羊（或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翰福音一章 16

節，我們在祂豐滿的恩典裡面，都有領受，且是恩上加恩。 

 

與王同席 

舊約裡面有一個故事，大衛接待掃羅的孫子米非波設。撒母耳記下九

章 13 節，描述整個情形，非常有意思；我很感興趣的就是在 13 節，聖靈

感動作者四次提到米非波設將與王同席，在 13 節裏四次提到米非波設將

與大衛王同席吃飯。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覺得那是一幅圖畫，描述著今天若是我們能夠與

王，不是大衛王，而是與宇宙的真神，萬王之王，與祂同席吃飯，我們能

坐在王的桌邊（應該是很健康的一餐喔，絕不是 all you can eat.），但願

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你們。 

為什麼我們的力量需要剛強堅定？為什麼我們的愛心需要同領共

享？為什麼我們的生命需要豐盛充足？當然，因著耶穌基督，或因著上帝

就因此而能得著榮耀。但是我想加上另外兩點也是很重要的── 

 

吸引力與說服力 



若我們心裡的力量是剛強的，若我們的愛心是同領共享的，若我們的

生命是豐富充足的話，第一，我們的生命會有吸引力，人看我們這樣的生

命，它會有吸引力；它不僅是會有吸引力，也會有說服力。 

但請原諒我講一句比較重的話，會不會今天因為我們的力量常常太單

薄，會不會有時候因為我們的愛心冷淡，且我們沒有真正的經歷到神的充

滿，因此我們的生命不僅沒有吸引力，我們的生命其實也沒有說服力。 

你為何事代求？保羅提醒我們，至少在以弗所教會，最重要的三點

是：第一，藉著聖靈，他們裡頭的力量能夠剛強堅定；藉著耶穌基督長闊

高深的愛，他們不僅同領也能共享；藉著上帝，那位充滿萬有的，以弗所

教會的信徒們能被上帝所充滿，使他們的生命，使你我的生命，不單是有

吸引力，也有說服力。 

 

我們一起低頭禱告： 

天父謝謝你，今天早上讓我們能夠從保羅為以弗所教會的禱告來思

想，同樣今天在我們的生命當中，我們何等需要這樣堅定的力量，能保守

看顧，也讓我們能夠為主作見證。主啊，讓我們更多領受上帝的豐富。這

是以弗所教會所需要的，是你的教會迫切需要，也是信友堂今天早晨在座

每位弟兄姊妹，我們迫切需要的。 

求主你垂聽保羅的禱告，當我們把這個禱告化為我們的禱告，但願主

你也垂聽，我們仰望你。 

天父，我們思想到耶穌基督那長闊高深的愛，我們也在這邊特別為著

在我們當中，甚至可能是在網路上聆聽聚會的福音朋友禱告。父神，但願

他們能夠被你長闊高深的愛所得著，主啊，你的愛是不改變的，你的愛是

廣闊的。 

主啊，沒有人是好到不需得救，但是我更加感謝你，沒有人是壞到不

能得救。無論我們做過什麼，你說只要我們承認自己的罪，你是信實、是

公義的，你會赦免我們。但願耶穌基督被高舉，使得這長闊高深的愛能夠

進入到慕道朋友的生命中。求主你吸引、帶領他們信靠耶穌基督。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靠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林玉茵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