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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威斯敏斯特大要理問答 191 問，在闡釋時主禱文的第二個祈求「願祢的國降臨」時，針

對禱告和神的國的推展之間的關係，提出了以下的論點。問答 191 說道： 

 

我們祈求：(1) 罪和惡者的國度被摧毀，福音傳遍全世界，猶太人蒙召得救，外邦

人的數目添滿了；(2) 教會裡有足夠的福音聖職人員與聖道事工，一切腐敗被煉淨，

有政府官員的鼓勵與支持；  

 

請注意大要理問答把宣教成果的完整範圍和禱告連在一塊兒，包括： 

 撒但的國度被摧毀 

 福音廣傳到全世界 

 呼召猶太人在基督裏得救恩 

 外邦人的歸信 

 教會裏有足夠的福音聖職人員 

 教會被煉淨脫離腐敗 

 政府官員會在經濟上會資助教會 

 

當你停下來思考時，就會看到這是個巨大的宣教成果清單。當你理解到這個禱告的屬靈

果效全部的範圍，你就會明白熱切的禱告是教會所擁有的、用來推展神的國，最有效和

最不可或缺的工具。禱告是有實際果效的，可以確保福音廣傳到全世界，使猶太人歸信，

在基督裡得到救恩，也使外邦人的歸信。 

 

因此，當我們翻開帖後三章 1 節，保羅呼召教會要為宣教工作禱告。保羅吩咐教會，要

他們為主的道快快傳開，並靠著聖靈的能力被人接受而禱告，我們就不會感到驚訝了。 

 

我們今天要查考的經文重點是：上帝已經指定「熱切禱告」這個途徑，好叫宣教士可以

成功地宣講神的道，使基督的國度增長。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要看到基督國度的增長，

我們就必須宣講福音，並且熱切禱告。 

  



我們會用兩部分來闡釋這個重點：為宣教工作禱告的命令，以及為宣教工作禱告的內容。 

 

I. 為宣教工作禱告的命令 

A. 為宣教工作禱告的呼召 

 

1. 禱告的命令 

 

a. 保羅在這裡說：「最後，弟兄們，請為我們禱告」（第 1 節；新譯本） 

「最後」（和合本翻譯為：我還有話說）這個詞，表明保羅正在切換主題。 

 

在第二章中，保羅已經談到了已經在帖撒羅尼迦散播開來的假教訓。二章 2 節似乎是表

明，有些假教師已經假借保羅的名義、卻沒有經過他的授權，寫了一封信，是關於基督

第二次再來的事。這封信嚴重地撼動了帖撒羅尼迦人的信心。因此保羅花了第二章一整

章，來糾正他們錯誤的觀念（關於基督再來的一些記錄）。 

 

而當我們翻開第三章，保羅離開關於糾正基督再來的記載的主題，提出了一系列的道德

勸勉。 

 

保羅對教會提出的第一個勸勉是教會有為福音使命禱告的職責和呼召。 

 

b.  這個命令是：要禱告！ 

1)「禱告」這個詞的意思是：祈求，懇求，哀求；祈禱，請願，祈願 

 

2) 這是個命令：要禱告！ 

保羅不是請求帖撒羅尼迦人的禱告，或鼓勵他們禱告，或只是告訴他們，如果他們禱告，

很好。保羅是說：「弟兄們，要禱告！」 

因此，這意味著，當我們聽到這節經文時，我們聽到的是對我們的命令。 

 

保羅要求他們為他、也為他的同工禱告...... 

2. 「為我們」禱告的事項 

a.  保羅說要「為我們」禱告 

 

絕大多數學者相信，保羅是在他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早期，從哥林多城寫了這封書信。意

思是說，保羅大概是在主後 50 年的春末或夏初寫了這封信。 

 

b. 我們從使徒行傳十八章 5 節以下，可以更深入了解保羅在哥林多城的處境。 

 

1) 在哥林多城事奉的早期，保羅委身在猶太會堂裏講道。 



使徒行傳十八章 4 節告訴我們，保羅典型的宣教做法：他會到猶太會堂和猶太人「辯論」，

「企圖說服（和合本：「勸化」）他們」 

 

換句話說，保羅打開舊約，闡釋舊約經文。在講道中，他用論證的形式說明這個真理，

即舊約宣講的是基督。保羅證明了基督如何應驗了舊約的應許和預言。然後他以一種極

具說服力的方式提出這項真理。 

 

2) 使徒行傳十八 6 說明了保羅講道的初步結果。 

 

a) 我們在這裏學到，當他們聽到保羅在宣講福音，許多猶太人就「抗拒、毀謗」。 

 

結果是保羅離開猶太會堂，轉到會堂隔壁的人家去講道。這家的主人名叫提多猶士都。 

 

b) 這事後不久，許多人開始轉向福音。 

1] 我們學到基利司布，哥林多會堂的領袖信了主 

 

2] 我們知道「許多哥林多人」聽了，就相信受洗 

 

3) 在這當中，保羅開始感到害怕，因為很顯然當猶太人看到福音在哥林多城大大進展

時，就開始嫉妒保羅。 

 

因此主在異象中臨到保羅，對他說：「不要怕，只管講，不要閉口，有我與你同在，必

沒有人下手害你，因為在這城裡我有許多的百姓。」 （9-10 節） 

 

結果是保羅就定居在哥林多城，一住就是一年六個月，並且宣講神的道。 

 

4) 但是問題在於猶太人沒完沒了，繼續想要保羅閉嘴，想要羞辱保羅。 

 

我們在第 13 節讀到，他們也試著要羅馬當局叫保羅閉嘴，要關閉宣講福音的門（13 節）。 

 

5) 很有可能，這些強烈反對神的道的處境，以及保羅自己的害怕，構成了呼召人禱告

的處境。 

 

帖撒羅尼迦三章 2 節似乎說到這個危險的局勢，以及哥林多城對保羅職事的反對。 

在第 2 節，保羅說要禱告，好「叫我們脫離無理之惡人的手」。 

 

因此這個禱告的呼召，是要他們為這個話語的職事可以有效來禱告，因為這個職事正在

遭受撒但和惡人的反對。 



 

不過你也看到，這種對立的局勢，對哥林多城、對保羅，或是對第一世紀來說，並不是

獨特的。實際的情況是，無論何時，只要福音傳到一個新的地方，撒但就一定會攻擊福

音，企圖阻止福音說話。原因是因為魔鬼痛恨真理。無論何時，只要福音正確而準確得

到宣講，教會也順服並真誠地獻上敬拜，撒但就會企圖阻止和阻撓，讓福音工作難以進

行。 

 

神的百姓啊，既然撒但強烈地、並集中全力反對福音的宣講，你們就必須禱告。當福音

在這裏被宣講，你們就必須殷勤而熱切地為你們的牧師禱告，也為神的道禱告。你們必

須為那些坐在這裏聽道，也為那些在網路上聽道的人禱告，為他們的心思意念禱告。 

 

為了加強我們在這方面的思考，讓我引用一些經文來說明。 

B. 聖經多次呼召人要為宣教禱告 

 

保羅認為禱告是教會可以參與他的職事的一種途徑，他經常要人這樣禱告，求神讓他的

職事可以完成，並勝過那些阻擋他的人（參：羅十五 30；林後一 11；腓一 19）。這裏，

在第 1、2 節，保羅的要求有兩方面。 

 

對保羅來說，為自己、他的牧職同工、他們的職事尋求禱告支持，並非罕見。事實上，

保羅似乎把禱告視為教會作為一個整體，可以參與福音廣傳的一個關鍵手段。 

 

請聽以下一系列的引文，都是從保羅自己的作品摘錄出來的： 

 

弟兄們，我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又藉著聖靈的愛，勸你們與我一同竭力，為我祈求神， 

叫我脫離在猶太不順從的人，也叫我為耶路撒冷所辦的捐項可蒙聖徒悅納  (Rom 

15:30-31) 

 

我們指望他將來還要救我們。 你們以祈禱幫助我們，好叫許多人為我們謝恩，就是為

我們因許多人所得的恩。 (2Co 1:10-11) 

 

也為我祈求，使我得著口才，能以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秘， （我為這福音的奧秘作

了帶鎖鍊的使者，）並使我照著當盡的本分放膽講論。 (Eph 6:19-20) 

 

也要為我們禱告，求神給我們開傳道的門，能以講基督的奧秘（我為此被捆鎖）， 叫

我按著所該說的話將這奧秘發明出來。 (Col 4:3-4) 

 

毋庸置疑，聖經明確地呼召聖徒要為所宣講的道可以大能有力地前進而禱告，而這意味

者，我們有責任要留意這個勸勉，並且在我們的生活中加以實踐。 



 

因此，讓我們暫停一下，來思考其應用。 

C.  應用 

1. 這個責任的必要性 

 

請思考，是保羅自己親自要人為他的職事禱告。  

 

我們從使徒行傳六4已經認識到，使徒要「專心」禱告，而且毋庸置疑地，在他們的禱

告中，他們會求主賜福給福音的宣講。 

 

但是你們明白，保羅雖然為這道禱告，而且雖然保羅的講道技巧特別高超，且保羅身為

聖徒，特別有講道的屬靈恩賜，然而保羅仍然吩咐教會要為真道的宣講來禱告。 

 

十七世紀清教徒解經家馬太普珥（Poole）說：「使徒知道他手中的工作很偉大，還有，

若離開神，他的能力就是不足的，因此他渴望人為他禱告。」 

 

即使像使徒保羅這樣特別有恩賜的人也呼召聖徒為他禱告，我們就更應當明白，禱告在

我們自己的處境當中的必要性。 

 

倘若這個教會植堂要成功，要成長壯大，能成功地把福音傳給這個社區，你們就必須熱

切而忠心地，並且不停地把自己奉獻在禱告上，為能成功地宣講神的道而禱告。 

 

你們必須禱告，求神賜下祂大有能力的話語。你們必須禱告，求神的道開啟人的心思意

念。你們必須禱告，求神給你們機會邀請人到教會來。你們必須為你們的牧師禱告。你

們必須為宣講神的話而禱告。 

 

讓我再補充一點。 

2. 這個責任的基礎 

我要大家看到禱告的責任的基礎，這個基礎和「弟兄們」這個詞是分不開的。 

 

你看，保羅是把這個命令給了信徒。他把這個命令給了那些已經被神的大能所拯救的

人。他命令聖徒為福音的大能禱告，而這些聖徒自己是已經在他們的生命中經歷到福音

大能的人。 

 

若你在耶穌基督裏已經藉著福音的宣講認識到神的憐憫，那麼你就有義務禱告，求神的

道能在其他人身上也有同樣的果效。 

 



神的百姓啊，保羅說神已經發出使人成為嗣子的靈，進入你們的心中（羅八 15），並靠

著同一位聖靈的運行，使你在禱告中向神呼求。 

 

既然你已經靠著恩典，領受了這個屬靈的裝備，你就要向主呼求，求祂賜福給宣講的道。 

 

接下來，我們要從為宣講福音禱告這個命令，進行到這個禱告的要素。 

II.  為宣教工作禱告的內容 

 

A. 「主的道」可以「快快傳開」 

 

1. 「主的道」 

 

保羅並不常常使用「主的道」這個詞，但是至少在帖撒羅尼迦書信裡，卻是經常用到的

詞。事實上，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前書一章 8 節第一次使用這個詞的方式，給我們看到保

羅在這裡是如何使用這個詞的： 

 

因為主的道從你們那裡已經傳揚出來。你們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馬其頓和亞該亞，就是在

各處也都傳開了；所以不用我們說什麼話。 (1Th 1:8) 

 

看到了嗎？保羅說「主的道從你們那裏已經傳揚出來」。很明顯，保羅是在指福音的宣

講。當這些帖撒羅尼迦人奇蹟似地被福音的宣講所歸正，他們就沒有浪費一丁點時間，

把這個大能的福音信息，傳給他們的朋友和鄰居。 

 

因此，這裡提到的「主的道」，就是那同一個福音信息，保羅吩咐教會要為這相同的信

息禱告。 

 

好，讓我們留意禱告的第一個關鍵要素...... 

2. 求神的道可以「快快傳開」 

a. 「快快傳開」是在翻譯一個希臘字，意思是「徒步快走」。 

 

這個詞是用來形容希臘人的比賽裡常會看到的徒步賽跑。 

 

但是這個詞可以有象徵性的用法，這裡是在說一件移動得很快、很迅速的事情。 

 

因此這裡是形容當福音被宣講時，它移動的速度很快。 

 

保羅是說福音快速的推展速度很快，不受阻攔。 

 



b. 聖經給了我們一些例子，說明神的道快速傳開是什麼樣子。 

 

神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許多祭司信從了這道。 (Act 6:7) 

 

神的道日見興旺，越發廣傳。 (Act 12:24) 

 

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就是這樣。 (Act 19:20) 

 

這些例子的共通點是它們都見證了，當使徒宣講福音時，一大群罪人就歸信了基督。 

 

因此，如果你看到門徒的數目在增加，主的道興旺並且得勝，你就必須禱告，求神的道

可以「快快傳開」。 

 

讓我們接著看禱告的另外一個要素。 

B. 主的道可以「得著榮耀」（正如在你們中間一樣） 

 

1. 我們必須明白，這兩個要素在文法上是被綁在一起的，形成一個完整的思想。 

保羅是說，要祈求主的道可以快快傳開，並且得著榮耀。 

 

雖然我們必須區分主的道快快傳開，和主的道得著榮耀，我們也必須明白，保羅要這兩

件事可以一起發生。 

 

因此保羅不只是要主的道可以廣傳，向近處和遠處的人作見證，他也要神的道「得著榮

耀」，即使當它正在快快傳開時。 

 

讓我們思考這是什麼意思...... 

2. 祈求主的道可以「得著榮耀」 

a. 「得著榮耀」這個詞的意思是得到讚美，被尊崇，給賦予一個崇高的層級 

 

b. 但是不能光靠字典的定義來明白保羅的意思 

 

有一個用法類似於保羅在這裡用這個詞的意思，會讓我們明白保羅的意思。 

 

在使徒行傳十三章48節我們讀到：外邦人聽見這話，就歡喜了，讚美神的道；凡預定得

永生的人都信了。   

 



這節經文記載了在彼西底的安提阿的外邦人對宣講福音的回應。他們藉著頌讚主的道的

能力和恩典，來「讚美」主的道。他們藉著對福音有轉變人的能力感到歡喜，來「讚美」

神的道。 

 

因此「得著榮耀」這個詞的觀念，是說到宣講神的道所具有的屬靈的、轉化人的，和道

德上的果效。 

 

但是神的道的宣講，可以快速廣傳，並不保證它會被人接納。因此保羅也督促聖徒禱告，

除了讓福音可以廣傳外，也要被那些聽見的人接納（「被讚美」，或「得著榮耀」）。 

 

換句話說，「得著榮耀」這個詞是說到主的道彰顯出其屬神的性質和屬天的來源，它有

能力改變並轉化罪人的生命。 

 

這全部的意思是保羅不止要我們禱告，求神的道帶著它對基督和真理的見證，可以快快

傳開，傳遍全地，他也要我們禱告，求主的道可以憑著它從神而來的拯救和使人成聖的

能力向外發出，而世人可以看見它所反映出來的耶和華的榮耀。 

 

為了更進一步澄清這裏的意思，請留意...... 

2. 成功的標準是「正如在你們中間一樣」 

 

保羅加上「正如在你們中間一樣」這句修飾語，來澄清他所說的「得著榮耀」的意思。 

 

換句話說，保羅是在說明當他頭一次向帖撒羅尼迦人宣講神的道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保羅要他們禱告，求福音可以得著榮耀，就像它一開始被傳給他們時得著榮耀一樣。 

 

我們在這裡沒有時間從頭開始說當神的道臨到帖撒羅尼迦人的時候，神的道如何得著榮

耀，但是讓我只給你們舉幾個例子： 

 

因為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裡，不獨在乎言語，也在乎權能和聖靈，並充足的信心 (1Th 

1:5) 

 

並且你們在大難之中，蒙了聖靈所賜的喜樂，領受真道就效法我們，也效法了主； (1Th 

1:6) 

 

因為他們自己已經報明我們是怎樣進到你們那裡，你們是怎樣離棄偶像，歸向神，要服

事那又真又活的神， (1Th 1:9) 

 



為此，我們也不住的感謝神，因你們聽見我們所傳神的道就領受了；不以為是人的道，

乃以為是神的道。這道實在是神的，並且運行在你們信主的人心中。 (1Th 2:13) 

 

看到了嗎？當福音傳到了帖撒羅尼迦，主的道就「得著榮耀」。主的道藉著聖靈的能力

臨到他們，使他們得到充足的信心；主的道使他們能效法使徒，跟隨他們受苦；主的道

把他們從拜偶像的魔爪裏搶奪出來，把他們轉變成永生神的僕人；主的道也在他們心中

產生強而有力的改變，使他們能將保羅所傳的道，當作是神的道，而不是人的道。 

 

當主的道「得著榮耀」時，就在它拯救和使人成聖的能力上彰顯出來，伴隨著它轉變人

的果效。 

 

這是我們想要看到的神的道所帶來的轉變，而保羅說，當我們為主的道「得著榮耀」禱

告時，我們就會看到神的道要帶來這種影響。 

 

神的百姓啊，如果你要看到神的道在爾灣地區快快傳開，也得著榮耀，你們必須熱切地

為主的道禱告。 

 

讓我以幾個應用來總結...... 

III. 應用：你們必須承諾要規律地、熱切地禱告，求神的道在可以你們當中廣傳 

 

我無法給你們具體的數字，告訴你們一天必須禱告多少次，但是我可以說，禱告必須是

有規律的，恆切的，經常的，和熱切的。 

 

要建立一個教會不是靠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的能力，而是唯獨靠神的能力。 

 

你無法靠設計一套方案，發展出一套策略，或複製隔壁的大教會看似成功的模式，來建

立這個教會。 

 

如果你要在這裏建立一個忠心的、充滿活力的、可長可久的改革宗長老教會，就只能藉

著忠心地傳講神的道，並為神的道能快快傳開且得著榮耀，熱切不斷地來禱告。 

 

神的百姓啊，讓禱告成為你的委身、成為你的承諾吧！ 

 

當你們藉著向祂獻上全心的敬拜來榮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並藉著為神的道可以在爾灣

快快傳開而禱告時，願上帝賜福給你們眾人。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