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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同门徒来 个地方 名叫客西马尼36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

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

37 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

读经
太廿六
36 41 37 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

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

38 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36-41

们 我 是 乎要 ；

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

39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40 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

「「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

41 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42 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

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
读经
太廿六 意 。」

43 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

44 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

太廿六
42-46

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

45 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

「「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

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46 起来！我们走吧 看哪 卖我的人近了 」46 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近了。」

与主儆醒片时
太廿六36 46太廿六36-46

诸长乐牧师 2017.04.02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我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思想在客西马尼园发生的事情。

三十多年前有一位年轻的美国牧师李拉瑞，刚从神学院毕业，
渴慕建造一个能够荣耀神的教会，他去拜访韩国纯福音教会的赵镛基牧师，

问赵牧师一个问题：「上帝让你牧会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赵镛基牧师说：「我祷告，我顺服。」李拉瑞牧师回到美国德州，

在 个小镇建立 间教会 这间教会七年内从12个人变成1万1千多人在一个小镇建立一间教会，这间教会七年内从12个人变成1万1千多人。

他所在的是一个德州的小镇；但是他抓住了服事上帝的秘诀：
每天都为他的信徒祷告 个小时 神也感动他 用他的经历写了 本书每天都为他的信徒祷告一个小时；神也感动他，用他的经历写了一本书：

《与主儆醒片时》，这本书是用主祷文为主干，教导信徒如何来祷告。



今天从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与主儆醒片时。
一、祷告的邀请、祷告的邀请
主耶稣邀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客西马尼园，主耶稣忧愁起来极其难过，

他对门徒们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邀请门徒们一起跟他儆醒祷告。
当你忧伤难过、有重担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事情？
当你有重要的决定要做的时候，你会做什样事情？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好意思 不要去麻烦别人 有时候觉得我躲起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好意思、不要去麻烦别人，有时候觉得我躲起来、
自己祷告就可以了；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心里忧伤极其难过的时候，
他邀请人跟他一起祷告。虽然他邀请的人很软弱，甚至成了睡觉三人组，他邀请人跟他 起祷告。虽然他邀请的人很软弱，甚至成了睡觉三人组，

要他们祷告，他们三个睡觉！但是耶稣从来没有后悔邀请他们一起来祷告，
他也借机教导门徒们─要儆醒祷告，不要入了迷惑。

当生命中遇到了困难和各样苦难的时候，正是神对我们的一个邀请；
当我们有很困难的决定要做的时候，也是神对我们祷告的一个邀请─

祷不要抱怨我们的环境困难，要抓住机会来祷告，因为这些都是
经历神的大好机会，都是让信仰能够有根有基的机会。

三个门徒睡着了，一个人为什么在该儆醒的时候却睡觉呢？主要的原因：
1 过度的忧伤和担心 是不荣耀神且得罪神的1.过度的忧伤和担心。是不荣耀神且得罪神的，

过度担心也会使我们沈睡；圣经教导我们：
腓四6应当一无挂虑，可以借着祷告、

祈求、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上帝。

2.身体疲乏困倦了。这世界常常把我们的体力榨干到最后，我们为很多事情
忙碌、担心，没有体力再来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聚会中受激励，

说要回去好好读经祷告，可是当我们回去一忙碌累瘫了，第一个省略的
就是读经祷告 我们会跟神说 神啊 你知道我真的好累 我也是这样的就是读经祷告；我们会跟神说：神啊，你知道我真的好累—我也是这样的。

3.事不关己、自私冷漠。事情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所以没有迫切祷告的心；
若这件事情或这个人跟我息息相关 我的祷告会儆醒不倦的若这件事情或这个人跟我息息相关，我的祷告会儆醒不倦的。

就好像老练的运动选手跟战士一样，
田径选手不会在要比赛的时候打瞌睡；
老练的士兵不会在战争即将发生的时候打瞌睡。

知道什么时候要儆醒祷告，是一种属灵老练成长的记号。
当神把一些需要摆在你的面前 不管是你个人的或是别人的需要；当神把 些需要摆在你的面前，不管是你个人的或是别人的需要；
当你晚上睡不着觉，神把一些人、事摆在你脑海里面；
甚至你半夜突然醒来，神把一些人摆在你心里面的时候，甚至你半夜突然醒来，神把 些人摆在你心里面的时候，

是神对你的一种呼召，叫你起来祷告！
不要问什么原因，你就是 始祷告─

你越祷告，神越会把那个人的需要告诉你，
你也可以跟那个人一起来经历上帝的拯救和能力。

很多宣教士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他们在最危险的时候，
神呼召一群人来为他们祷告，这些人根本就是离他们十万八千里之远，

但是神用他们的祷告帮助那些宣教士度过了危机但是神用他们的祷告帮助那些宣教士度过了危机。
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儆醒祷告，不管你有多软弱，

你都可以回应主耶稣的呼召跟邀请─你都可以回应主耶稣的呼召跟邀请
主耶稣说：与我一同儆醒祷告。

二、祷告的心态
1 祷告要存着盼望1.祷告要存着盼望

主耶稣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主耶稣也希望有些事情、苦难可以从他身上挪去，耶稣也希望有 事情、苦难可以从他身 挪去，
我们去为生病的人、有困难的人祷告的时候，也要存着这样的心态。

你不要看到感冒的人为他祷告就很大声，
很勇敢说：「主啊，让他好起来！」
看到癌症的人、医生说没救的人，

你就祷告说：「唉呀！主啊，我也不晓得怎么办。」

感冒跟癌症对你我有不同，但对神没有不一样的！
弟兄姐妹：阿们吗？神要医治就医治，

感冒可以医治，癌症可以医治。
所以 当我们去为人祷告的时候 要存着盼望 信心来祷告所以，当我们去为人祷告的时候，要存着盼望、信心来祷告，

带给这个人信心和激励。



2.祷告要顺服
主耶稣说：「这杯若不能离 我 必要我喝主耶稣说：「这杯若不能离 我，必要我喝，

愿你的旨意成全。」祷告不是要神听我们的；
祷告的精髓是在我们听神的，在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祷告的精髓是在我们听神的，在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

撒下十二因为大卫犯罪，他的儿子生病了，他为儿子得医治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

但是神还是取去他儿子的性命；大卫并没有赖在地上不起来。

其实，大卫经历到神垂听了多少祷告？在这事上神没有垂听他的祷告，

大卫没有因此而埋怨神，反而起来到圣殿里去敬拜，洗澡吃饭；顺服神的带领。

我们要学习顺服的功课，当有些事情不是照我们意愿的时候，我们要相信：
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高不是高一点点，

神比我们的高明是 天离地有何等的高 他比我们高明就高明那么多神比我们的高明是：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比我们高明就高明那么多。
有谁告诉我，天离地有多高？高到我们无法测度的地步。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神带领米利暗一起敬拜神：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带领米利暗 起敬拜神：
耶和华神是至大、至能、至可畏的神！

3.祷告要热切
路廿二形容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 衪是「跪下 恳切」的祷告路廿二形容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衪是「跪下、恳切」的祷告，

祷告到一个地步：「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
甚至必须天使从天上来加添他力量。甚至必须天使从天上来加添他力量。

来五也讲到，耶稣祷告的时候是「大声哀哭，流泪祷告」，
恳求那个能救他免死的主。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虔诚而应允他的祷告，

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苦难而学会顺服的功课。
罗十二12「祷告要恒切」，弟兄姐妹，你有祷告恒切吗？

很多人说 「我不太会祷告」 但是你看过当 个小孩子生病的时候很多人说：「我不太会祷告」，但是你看过当一个小孩子生病的时候，
爸爸妈妈希望医生能救他的那个迫切的态度吗？
你看过为着所爱的人能够得医治 那个迫切的态度吗？你看过为着所爱的人能够得医治，那个迫切的态度吗？

我们曾经祷告到一个地步：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吗？
有的时候 祷告不仅仅是一些话语有的时候，祷告不仅仅是 些话语，

而是一种感动，是一种在主面前的迫切。

当我们去听音乐会的时候，很在乎这个人技巧如何，
但是大音乐家贝多芬说过一句话：但是大音乐家贝多芬说过 句话：
「演奏错误的音符是微不足道的；没有热情的演奏是不可原谅的。」

你喜欢看篮球比赛吗？蓝球比赛那些球员非常投入你喜欢看篮球比赛吗？蓝球比赛那些球员非常投入。
我最不喜欢看的比赛就是：胜负很早就决定了，

让板凳球员最后上场，大家练习，， ，
在比赛当中那叫做「垃圾时间」；

球员没有热情，观众也没有热情。

弟兄姐妹，祷告要有盼望，祷告要顺服，祷告要热切，阿们吗？
跟你旁边的人说：「祷告要盼望！顺服！热切！」

很多时候，我们随便祷告几句就希望上帝一定垂听，
躺在床上敷衍两句就要上帝垂听，上帝不听我们还生气。
个人如果这样敷衍你的讲几句 跟你要东西你也不会给一个人如果这样敷衍你的讲几句，跟你要东西你也不会给。
要记住：耶稣是这样热切的祷告。

三、祷告的操练
主耶稣说与我儆醒片时 「片时」是一个小时 60分钟主耶稣说与我儆醒片时，「片时」是 个小时、60分钟。

祷告有两个目的，
1.是「外在的」，可以使世界归正，1.是「外在的」，可以使世界归正，

所以我们祷告说：「太六10主啊，愿你的国度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如果下雨的话，你要不要祷告说：

「主啊，今天我要去崇拜，不要下雨」呢？
上个礼拜下大雨，外面的伞摆得满满的，长执们很伤脑筋，

不晓得这些伞要怎么处置，我就跟长执说：
「好不好我们祷告 明天出太阳 」我为什么可以祷告「好不好我们祷告，明天出太阳。」我为什么可以祷告：
「上帝，求你明天出太阳」？因为我相信上帝掌管天气。

2 祷告也是「内在的」2.祷告也是「内在的」，
使我们能够降服神，成为神顺命的儿女。



我们可以从主祷文的启示来学习祷告。
我今天邀请弟兄姊妹：我今天邀请弟兄姊妹：

从现在 始到复活节，你每天祷告10分钟好不好？
礼拜一到礼拜六，每天10分钟就是60分钟；礼拜 到礼拜六，每天 分钟就是 分钟；

花5分钟为教会祷告—为教会的牧师、长执、
还有聚会：夏令会、布道会、60周年的特别聚会来祷告，

一天祷告一件事情，花5分钟，难不难？
另外再花5分钟为你自己祷告，为你个人各方面的需要来祷告。

你会发现，主祷文就是这样教导我们：
上半部为神的国度祷告，下半部为我们个人的需要祷告，
不要属灵到 个地步 只为别人祷告而忘记为自己来祷告不要属灵到一个地步，只为别人祷告而忘记为自己来祷告。

过于安逸的人生、缺乏异象挑战的教会是没有祷告的；
任何一个复兴的教会 一定是充满了祷告的热火任何 个复兴的教会， 定是充满了祷告的热火、

祷告的意愿，和愿意花代价祷告的信徒。

时间过得很快，我已经来到日本整整一年了，我对自己的期望
就是在未来的日子里 求主恩待我 再忙 每天也要为教会祷告一小时就是在未来的日子里，求主恩待我，再忙，每天也要为教会祷告一小时。
弟兄姊妹，以后看到我不要问「你吃饱没有？」我邀请你们督促我，

每次看到我就说：「你今天祷告一小时没有？」但是你挑战我的时候，每次看到我就说：「你今天祷告 小时没有？」但是你挑战我的时候，
我也要挑战你：「这个礼拜你祷告一小时没有？」让我们互相的激励。

纽约布鲁克林教会是一个非常热切祷告的教会，他们牧师说：布鲁克 教会 热切祷告 ，
教会主日崇拜有很多人参加，表示这个教会的牧师、教会的节目很受欢迎；

唯有一个教会的祷告会非常多人参加的时候，是耶稣受欢迎─
教会是耶稣受欢迎的地方！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耶稣，

不要让耶稣在礼拜三来的时候是冷冷淡淡的。

教会的第一个聚会是祷告会，徒一教会是在众人恒切祷告当中诞生的。

好不好邀请你，最少一季来一次祷告会，或者最少一年来一次祷告会。
你们的牧师很热切 但是很有怜悯的心 不希望在我们教会你们的牧师很热切，但是很有怜悯的心，不希望在我们教会

听到这样的一句话：「我从来没有参加过祷告会。」

四、祷告的挑战
每个人都要学习一个功课每个人都要学习 个功课，

如何面对「没有被神答应的祷告」？
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了半天，所爱的人还是过世了；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了半天，所爱的人还是过世了；
有的人迫切的祷告，还是没有孩子；
有的人祷告了半天，还是没有等到期待的婚姻…。
每一个人迟早都会遇到祷告没有被垂听的心碎经验，

在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样还能够继续祷告呢？

答案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也是在福音里面。
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

神没有回应他 没有照他的意思来成全神没有回应他，没有照他的意思来成全，
神像对我们「没有得救之前」那样的来对待耶稣；

可是 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可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
衪可以对待我们像对待那个「没有罪的耶稣」一样。

耶稣的祷告，为着我们这些罪人被神拒绝了，
却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的祷告 可以被神垂听却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的祷告，可以被神垂听，

当我们呼求「我的神」、「我们在天上的父」，
神垂听我们的祷告─神垂听我们的祷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和客西马尼园的时候，
他向神发出这样的祷告，神没有回应他。

为此，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热切具体的来祷告，
因为在福音的里面，神为我们 了祷告的门，

每一个人可以像耶稣一样说：起来！我们走吧。
当祷告之后，我们可以面对各样的挑战。

你愿意与主儆醒片时吗？
你今天有听见神对你的呼召吗？
14日晚上7点 有受难节的祷告会特别聚会14日晚上7点，有受难节的祷告会特别聚会，

欢迎你预备时间来参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像我们这么软弱的人，这么愚钝的人，

你没有轻看我们，你邀请我们跟你儆醒片时。
主，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看见你面对艰难的时候，你是怎样热切的祷告；让我们看见你面对艰难的时候，你是怎样热切的祷告；
我求你也帮助我们，能够与你儆醒片时；

因为没有祷告 主啊 我们自己都会入了迷惑因为没有祷告，主啊，我们自己都会入了迷惑。
感谢你，主啊，你的祷告好像被拒绝了，

却让我们的祷告可以被接纳 我们罪的刑罚你为我们担当却让我们的祷告可以被接纳；我们罪的刑罚你为我们担当，
好让我们在福音里面享受你的丰盛。

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