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合一禱告 4-主禱文 
講道-蔡維恩牧師 

前言:「孤兒的靈與天父的愛」 
天橋長老教會林憲平主任牧師的女兒林心乙姊妹曾見證上帝

在她生命中的奇妙作為。10歲那年母親過世，讓她從小很沒有安

全感，也因為害怕別人的眼光，讓自己始終戴著「面具」生活；

她曾是美國陸軍 101空降師成員，兩次親臨中東戰場，大難不

死，卻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與憂鬱症，現在卻可以在

台上娓娓道出自己的生命故事。 

   離開部隊回到正常生活後，林心乙發現常常沒辦法控制情緒，

覺得自己像個炸彈，快要瘋了，每個晚上還夢到自己被追殺。那

時，她看到直升機會怕，聽到鞭炮聲以為是炸彈，沒辦法看任何

跟戰爭有關的影片。「但是我認為自己還可以繼續生活，一直不斷

安慰自己，只因為我有『面具』，而且我已經習慣帶著它了。」 

  直到有天她走進教會小組，明明都是非常熟悉的朋友，但她卻

開始心跳加速、無法呼吸、身體顫抖，感到非常害怕，轉身立刻

就走。回家後的 30天，林心乙沒辦法離開房間，更不用說走出家

門了。之後好幾個月，她覺得自己像個廢人。「我不行再這樣下

去，決定去看精神科，結果被判定為重度憂鬱症及重度 PTSD。」

醫生當時要她做好心理準備，這樣的情況有可能一輩子都走不出

來，沒辦法工作，讓她感到晴天霹靂！ 

   有天林心乙跟家人去澎湖（她出生後有幾年時間是在澎湖度

過），當她踏上澎湖島嶼時，心裡突然震了一下，好像可以感覺到

什麼東西了。她回到了小時候常常去的馬公長老教會，情緒開始

非常激動。之後一個人坐在咖啡廳等家人時，眼淚就一直流，是

從來沒有的經歷。「我為了什麼哭泣？突然想到我的親生母親，我

跟上帝禱告說如果這是你要醫治我，請聖靈來啟示我過去到底發

生什麼事，我想要找到根源。」上帝讓她看到小時候成長歷程，



2 
 

呈現出來的是緊張、孤單、強烈的不安全感。 

林心乙想起，國小回家時永遠只有自己跟哥哥，記憶中沒有

跟親生母親、父親、哥哥一起坐下來吃飯的畫面，常常三不五時

半夜電話一響，爸媽就衝出去了，可能是去處理教會的事。對她

而言兒時最美好的回憶就是早上起床，媽媽幫她綁頭髮、送她去

學校。10歲那年，母親因癌症過世，參加喪禮的那天，她覺得自

己像個孤兒，躲在哥哥後面，完全無法接受媽媽離開的事實。聖

靈讓她看到，從那刻起，她將自己的「心」封印起來。 

沒有媽媽的日子，林心乙非常自卑，她開始將自信建立在別

人給予的分數裡。「那段時間，我出門時都要戴上讓別人覺得我很

好的面具，其實是我在保護自己，別人能看到的地方，我拚了命

也要表現的很好；別人看不到的地方，我就完全放棄自己。」後

來才發現這是「孤兒的靈」會有的狀況。她說明，孤兒的靈會有

的特質，是不相信自己能白白的得到愛，好像都要很努力才能得

到別人的認可。表面上很厲害，實際上都是內心的自卑跟恐懼。

事實上，「孤兒的靈」跟福音的本質是相衝突的，神的愛是白白的

給我們，但是孤兒的靈不相信自己可以白白的得到愛。有孤兒的

靈很難在教會裡扎根，往往服事能力很強，但內心脆弱，只要一

受傷，就會想離開教會。 

 

一、思考的焦點.  
1. 岡山教會如何在上帝的保守下，領受「天父的愛」繼續成長與

宣揚與上帝合一的福音？  

2. 我們是否能從「主禱文」看到主耶穌的祝福與聽到主的聲音？ 

 

   參考經文：路加福音十一 1-13 

1耶穌在一個地方禱告；禱告完了，有個門徒對他說：「求主教導

我們禱告，像約翰教導他的門徒。」  



3 
 

2 耶穌說：「你們禱告的時候，要說：我們在天上的父（有古卷：

父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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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古卷沒有願你的旨意....）。  

3 我們日用的飲食，天天賜給我們。  

4 赦免我們的罪，因為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遇

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有古卷沒有末句）。」  

5 耶穌又說：「你們中間誰有一個朋友半夜到他那裡去，說：『朋

友！請借給我三個餅；  

6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行路，來到我這裡，我沒有甚麼給他擺

上。』  

7 那人在裡面回答說：『不要攪擾我，門已經關閉，孩子們也同我

在床上了，我不能起來給你。』  

8 我告訴你們，雖不因他是朋友起來給他，但因他情詞迫切地直

求，就必起來照他所需用的給他。  

9 我又告訴你們，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

就給你們開門。  

10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

開門。  

11 你們中間作父親的，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求魚，反

拿蛇當魚給他呢？  

12 求雞蛋，反給他蠍子呢？  

13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天父，豈不更

將聖靈給求他的人嗎？」。 

 

二、經文背景 
 我們若把路加福音這段耶穌的祈禱（也就是我們熟悉的「主

禱文」）一起來看，會發現祈禱是「舉心向上，全心歸向上帝」。

耶穌直呼上帝為「父親」（廿二章 22節），同時也要我們直稱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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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父親」（十一章 2節）。或許我們不會覺得稱上帝為「父親」

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因為在教會的傳統中，我們已習慣稱上帝為

父。但是我們必須知道，這對當時的猶太人來說是一件何等大的

事。他們的先祖，不論是祭司、先知，即使與上帝再怎麼親密，

也只敢稱上帝為「主」而已。不論是「主」，都讓人感到一種威嚴

與距離感。如今，耶穌教導門徒直接稱上帝為「父親」，讓上帝與

門徒有更加親近與親密的關係。這種親密的關係，讓耶穌的門

徒、也讓我們可以如同孩子和父親說話般，自由地、隨時隨地向

上帝祈禱。因此，祈禱不再令人害怕，而是要和父親談話。 

耶穌則先給門徒一個「禱告的架構」，也就是路加福音 11:2-4主

禱文內容；然後用一個「向朋友迫切求餅」的圖像比喻，闡述

「不要放棄」、恆久禱告的道理。楊牧師進一步說明這點，上帝聽

見了我們的禱告，也知道祂自己要做什麼；而人不是神，不知道

神要做什麼很正常；人在這段等候的過程中，神有功課要教導我

們。有時禱告內容很快實現，有時候必須等比較久，所以不要放

棄。接著路加福音 11:9-12談到「禱告的應許」，最後路加福音

11:13則給出門徒問題的答案：「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

西給兒女；何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嗎？」亦即「聖

靈」就是答案，是成就禱告的能力。 

 

三、啟示: 
（一）一個親密的稱呼-『我們在天上的父』 

     一切的祝福都是從這個關係流露出來；天父想要祝福我們，

也想要我們愛祂，所以先宣告「我們在天上的父」來表達這份關

係。 

 「我們別總是求天父給我這個或那個，因為祂早就有豐盛的預

備；要重視祂渴望與我們建立關係、期待孩子們能對祂表達愛，

一切所有都是從這份『關係』流露出來。所以禱告第一步，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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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我愛祢』，祂就準備將厚厚的祝福傾倒澆灌下來。」親密關

係有進一步的認識，加深我們對天父上帝的信靠、敬愛、順從的

心。  路 11:10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

叩門的，就給他開門。（不是急事、重大事才找神） 。 

    上帝的愛，不是取決我們行為，而是取決於「身份」，我們不

是孤兒。天父是充滿-自由，接納，豐富，醫治，尊重，尊榮，祝

福，救恩的確據。而孤兒的靈是充滿-恐懼，拒絕，貪窮，傷害

（創傷，痛苦），虐待，羞辱，咒詛，不安全感（害怕死亡）。孤

兒的靈多活躍，生命就多軟弱。這個世界最大的問題就是充滿

「孤兒的靈」無法認識「在天上的父」。十個孤兒靈徴狀，必須經

歷「天父的愛」使我們先被醫治再去服事世界人。（1）被拋棄、

被離棄（2）被拒絕、掌控、自卑（3）孤單（4）無望（5）沒價

值（6）感覺憂傷（7）沒安全感（8）極度敏感（9）好深懼怕

（10）貧窮心態 

地上的父母雖然疼愛我們，但能力有限，地上的父母雖然疼

愛我們，但智慧有限，地上的父母雖然疼愛我們，但卻不可能一

直在我們身邊。 但天父的愛卻一直同在。『你們要住在我裏面，

我也住在你們裏面。』（約 15:4原文）。『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

世界的末了。』（太 28:20）。 

當要和父親說話的時候，我們總不能只要父親聽我們一直說

個不停。因此，耶穌在這裡告訴我們先祈求「願人都尊崇祢的聖

名；願祢在世上掌權」（２節）。這個「願人都尊崇祢的聖名」，並

不是去要求別人，而是從我們祈禱的人開始的。換句話說，耶穌

要求我們要先聽上帝說話，先聆聽上帝要告訴我們什麼。上帝是

無形無狀的，要聆聽上帝的聲音，並不是那麼容易。因此，許多

信仰前輩都以他們與上帝說話的經驗告訴我們，要用心、以「感

官」來感覺上帝的臨在。這種感覺不是被動的感覺，而是主動的

「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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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禱文的架構 

   主耶穌基督親自教導的禱告基礎架構，記載於路加福音 11:2-

4，較常為人引用的內容在馬太福音 6:9-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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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

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

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國際禱告學院」先驅總監楊道諾牧師（Rev. Donald Young）分享

主禱文的七個架構。 

主禱文第一個重點是「關係」：「我們在天上的父」 

一切的祝福都是從這個關係流露出來；天父的愛是無條件的愛。 

   

第二步是「敬拜」：「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禱告是回應上帝之名的榮耀，去高舉宣告祂的名，宣告所面對的

事，都要在神的名遮蓋之下，來榮耀、尊榮和宣告耶穌基督的名

是大有能力的。 

  

第三步是「主權」：「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

行在天上」 

一旦宣告上帝之名的榮耀，便是呼求上帝的國度更多掌權。讓國

度前進，求救恩、醫治、釋放和保護臨到，並為政府和列國禱

告，神的國就降臨運行和顯現。 

  

第四步「兒子的名份」：「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

們的債」 

值得注意的是，前三步先重視關係、敬拜和主權，然後第四步才

到我們自己身上。所以禱告的重點是上帝要做什麼，而不是單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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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因為上帝已經供應我們一切，祂在我們背後、應許並照顧

一切所需，所以不要把禱告重點放在「我」，重點應該在上帝。 

  

第五步「團契」：「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這部分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當人領受從基督而得的赦免，就能

進一步饒恕他人。 

  

第六步「帶領」：「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人的兩大仇敵是「罪」和撒但，這句禱告是對付這兩大仇敵的。 

  

第七步總結為「所有權」：「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

永遠」 

所有「真正的禱告」都會讓基督在萬事上更多掌權。 

 

（三）最後的頌讚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太 6:33）。  

最後一句話是頌讚：『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

遠，阿們。』這一句頌讚的話是上帝垂聽我們禱告，為我們最終

實現三個願望的必要保證。 「毫無保留的信任」、「主必為我們負

責」、「家、工作、服事、金錢所有權都屬於主，我們只是管理

者」。 

   耶穌會神父威廉．貝瑞（William A. Barry, S. J.）曾說：「祈禱

的時刻做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渴望和上帝在一起。」耶穌

教導我們，要求告「願人都尊崇祢的聖名；願祢在世上掌權」；耶

穌自己的祈禱也是「要成全祢的旨意」，這都是要我們先渴望和上

帝在一起，並且願意將我們的主權交給上帝。對我們活在這忙碌

社會的現代人來說，是常被我們忽略、卻很重要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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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教導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們禱告是祈求「需要」

（needs）而不是「想要」（wants）。耶穌所用的比喻，也是指「所

需要」而不是「想要」。我們的人生時常將「需要」與「想要」混

淆；將「想要」視為「需要」，將「需要」視為「想要」。當我們

只祈求我們的「需要」時，耶穌應許要「將聖靈賜給向祢祈求的

人」（13節）。因為相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主權

交出，就能經歷「聖靈」奇妙的帶領與安慰。 

 

四、自己的感受 
與人有正常的關係，要先與神有正常的關係-藉著「祈求、尋

找、叩門」過著依靠神、與神密切的生活。很多人認為自己有能

力凡事靠自己，何必每件事都要倚靠主呢？有些人是大事倚靠

主，小事靠自己，我們清楚，上帝對人的愛是沒有差別的，但是

我們對人的愛是有差別的，我們一定要常常服事主討主歡喜，才

能讓主疼愛我們，但這只是人的想法。主耶穌告訴我們，愛是律

法與先知的總根源，人與上帝最重要的關係是依賴感與親密感，

就像孩子與父母之間的親密，雖然我們盡力服事的確會討上帝的

歡喜，但這並不是上帝愛我們的先決件，而是尋求與親近主的心

才是與上帝有美好關係最重要的前提，如此我們的服事就是回應

上帝對我們的愛，若只是憑靠自己力量服事，這樣的服事是沒有

力量的。主耶穌教導我們，要不斷藉著「祈求、尋找、叩門」，與

上帝有親密的關係，若不是如此，我們會陷入一個景況，雖然我

們認識上帝，但卻與祂距離遙遠，無法建立親近的關係，我們的

信仰需要與上帝有美好的關係。 

    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家曾經失竊（尚未上任時），財物損失嚴

重。朋友聞此消息，就寫信來安慰他，勸他不必把這件事放在心

上。羅斯福總統很快回信說：“親愛的朋友，謝謝你來信安慰我，

我一切都很好。我想我應該感謝上帝，因為：第一，我損失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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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財物，而人卻毫髮未損；第二，我只損失了部分財物，而非所

有財產；第三，最幸運的是，做小偷的是那個人，而不是我。在

別人看來，認為羅斯福總統的修養很好，但真正內行人看到的是

他的信仰，凡事感恩，凡事交託主、尋求主、願意向主叩門，對

主有依賴，自然就能感恩，這也是我們所要追求的真正信仰。 

    上帝透由特會讓林心乙看到一個畫面，是她走在森林裡，森

林裡有小屋，小屋裡，天父坐在中間，旁邊都是她最愛的家人

們，還有過世的母親。這個家人團聚的時間是她多年渴望已久

的，「然後天父跟我說『回家了』！一股好強烈的愛打到我的心

裡。」她發現孤兒的面具讓自己潛意識拒絕愛，也等於拒絕神，

因為神就是愛，但是上帝從來不放棄她，「祂醫治我，讓我能重新

跟祂連結，找回安全感。」 

約翰一書四章 18節：「愛裡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

去。因為懼怕裡含著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裡未得完全。」當林心

乙重新跟上帝連結時，這經文就像在她生命裡活了過來。「我常想

上帝為何要我走那麼多的路？因為上帝愛我，祂希望我可以完全

的恢復，透過不同階段一次一次的醫治我。從外圈到內圈，先恢

復我對音樂的感覺，再到與人的情感，最後則是與祂的重新連

結！」 

 

五、結論 
神會垂聽並答應我們的每一個禱告嗎？答案是肯定的。神樂意

地供應祂兒女的需求，神是我們的天父，我們尊崇、頌讚天父的

權能，渴望神國度及主權的來臨，並且信靠神的供應。我們祈求

神的旨意行在地上，也為我們的需要，向神情詞迫切的直求，慈

愛的天父必會聆聽我們的禱告。雖有時祂的回應不一定是照我們

所期盼的，但神已經為我們預備了更好的恩典。 

讓我們再次檢視我們在祈求什麼、尋找什麼、叩什麼樣的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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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耶穌要我們學習的，唯有單純的「經驗上帝同在」與「知道

我們的需要」而已。期待透由「主禱文」重新恢復我們與上帝的

關係，經歷「天父的愛」，不再活在「孤兒的靈」中。 

 

討論題綱： 

1. 你認為「主禱文」教導我們什麼？請分享。 

2. 如果祈禱是渴望上帝的同在，我們要如何在祈禱時知道上帝與

我們在一起呢？ 

 

代禱事項： 

1. 為我們自己祈禱，求上帝幫助我們學習祈禱，使我們願意接受

祈禱的操練。 

2. 為我們的教會祈禱，求上帝幫助教會可以清楚知道在這個時代

中，我們的「需要」是什麼，不會被我們的「想要」迷惑，而

忘了教會的時代使命。 

 

祈禱文： 

天父上帝，每當我祈禱時，我總是只顧著自己述說，忘記得先靜

下來聽祢說，經驗祢的同在。求祢赦免我這種的自私。求祢的

神，就是聖靈扶持我。使我先將自己放在祢的掌權下，順服祢。

也讓我知道，在我的生命中所需要的是什麼，而不是向祢隨便

求。使我可以行走在祢所喜悅的道路上。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用 5分鐘安靜自己的心，再一次讀今天的經文，然後問自己現

在需要什麼、想要什麼。 

2. 求上帝讓我們分辨我們的需要與想要，將我們的需要在祈禱中

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