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門徒同心合意的

禱告 
如何回應主呼召我們 

作祂的門徒 (四) 



合理與否及不能不說 
•彼得和約翰對官長恐嚇的回應: 

4: 16   我們當怎樣辦這兩個人呢, 因為他們誠然行了一件明顯的
神蹟, 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 我們也不能說沒有.    17   惟
恐這事越傳楊在民間, 我們必須恐嚇他們, 叫他們不再奉這名對人
講論.    18   於是叫了他們, 禁止他們, 總不可奉耶穌的名講論
教訓人.    19   彼得約翰說, 聽從你們, 不聽從  神, 這在  神
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們自己酌量罷.    20   我們所看見所聽見
的, 不能不說.    21   官長為百姓的緣故, 想不出法子刑罰他
們, 又恐嚇一番, 把他們釋放了. 這是因眾人為所行的奇事, 都歸
榮耀與  神.    22   原來藉著神蹟醫好的那人, 有四十多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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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應該只是被動的自衛反應, 乃是為主作見證的基本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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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應該只是被動的自衛反應,乃是為主作見證的基本理由, 
•我們應當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眾人(彼得前書
4:15下) 



使徒行傳 第四章  
23   二人既被釋放, 就到會友那裡去, 把祭司長和長老所說的話, 
都告訴他們.   24   他們聽見了, 就同心合意的, 高聲向  神說, 
主阿, 你是造天, 地, 海, 和其中萬物的.   25   你曾藉著聖靈, 
託你僕人我們祖宗大衛的口, 說, 外邦為甚麼爭鬧, 萬民為甚麼謀
算虛妄的事.   26   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 臣宰也聚集, 要敵擋
主, 並主的受膏者. (或作基督)   27   希律和本丟彼拉多, 外邦
人和以色列民, 果然在這城裡聚集, 要攻打你所膏的聖僕耶穌(僕
或作子).   28   成就你手和你意旨所豫定必有的事.   29   他
們恐嚇我們, 現在求主鑒察.   30   一面叫你僕人大放膽量, 講
你的道, 一面伸出你的手來, 醫治疾病, 並且使神蹟奇事, 因著你
聖僕耶穌的名行出來. (僕或作子)   31   禱告完了, 聚會的地方
震動,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 放膽講論  神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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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和真理要並重 
•在困難與危機四伏的日子, 因信心而來的感恩和讚美不
可以建立在沒有根據的幻想或想當然也的自我安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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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明白天父在舊約中賜給我們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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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試探主時也引經據典, 所以我們要認真學習及真
正明白天父在舊約中賜給我們的啟示 

•我們從新約的教導及歷史的有利角度, 更應該比早期的
門徒對主的心意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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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掌權者的倒行逆施所帶來的迫害, 但祂也必興起自
己的僕人幫助我們明白祂在聖經中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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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認識主的話語及信靠祂的大能, 可以讓我們像早期的
同徒, 同心地以禱告勝過一切困難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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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及同心地祈求 
•求主鑑察仇敵的恐嚇 

•一個奇怪的祈求? 
•我們教會現今面對的考驗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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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講壇要有大家禱告的支持才不會流於討好聽眾
而缺乏敢言 



勇敢及同心地祈求 
•求主鑑察仇敵的恐嚇 

•求主賜講道的膽量 

•求主展大能治病及行神蹟奇事 

 

 



勇敢及同心地祈求 
•求主鑑察仇敵的恐嚇 

•求主賜講道的膽量 

•求主展大能治病及行神蹟奇事 
•在不同時代及地方, 特別是聖經的真理未被廣傳或沒有
當地語言的聖經譯本, 治病及神蹟奇事會發生, 但不是
被用來高舉某一個牧師或傳道人的工具 

 

 



勇敢及同心地祈求 
•求主鑑察仇敵的恐嚇 

•求主賜講道的膽量 

•求主展大能治病及行神蹟奇事 
•在不同時代及地方, 特別是聖經的真理未被廣傳或沒有
當地語言的聖經譯本, 治病及神蹟奇事會發生, 但不是
被用來高舉某一個牧帥或傳道人的工具 

•使徒行傳的一些神蹟在後世並不經常發生 

 



勇敢及同心地祈求 
•求主鑑察仇敵的恐嚇 

•求主賜講道的膽量 

•求主展大能治病及行神蹟奇事 
•在不同時代及地方, 特別是聖經的真理未被廣傳或沒有
當地語言的聖經譯本, 治病及神蹟奇事會發生, 但不是
被用來高舉某一個牧師或傳道入的工具 

•使徒行傳的一些神蹟在後世並不經常發生 
•我們應重視同心合意的禱告及感恩與讚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