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11.04 今日耶穌 141          凡動刀的, 必死在刀下 

                       - 太 26:47-56, 可 14:43-52, 路 22:47-53 -    

** 開始的話 
 
** 讀經: 太 26:47-56 
 
1. 帶著得勝的生命, 面對「苦難」的耶穌基督   
 1) 基督在地上的日子, 是繼續在爭戰裏 

  - 被殺的危機· 被誤解· 受試探· 受逼迫· 被背叛· 被賣· 受苦難· 背十字架 

  - <詩 2:2> 「世上的君王一齊起來, 臣宰一同商議, 要敵擋耶和華並祂的受膏者」 

  - 門徒猶大的背叛· 祭司長和長老· 以色列民中· 彼拉多和羅馬軍兵 

  - 軟弱的門徒所帶來的問題  

 

 2) 基督的一生, 都靠禱告的能力, 得勝了 

  - 基督在客西馬尼的集中禱告, 蒙大應允了, 回復完全得勝有餘的生命後, 等候苦難來臨 

   * 禱告之前, 則基督說「我心裏甚是憂傷, 幾乎要死, 你們在這裏等候, 和我一同儆醒」  

  ① 看見神永遠的美意-- 看見了自己要擔當的苦難(十字架)將要帶來永遠的榮耀 

  ② 願父神的美意成全-- 「不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③ 聖靈充滿, 天使伺候-- 「有一位天使從天上顯現, 加添祂的力量」<路 22:43> 

                          「你想我不能救我父, 現在為我差遣十二營多天使來麼」<太 26:53>   

  ④ 不怕面對苦難-- 「起來, 我們走罷, 看哪, 賣我的人近了... 朋友,你來要作的事, 就作罷」    

 

 3) 將「危機」改為「機會」-- 在被捉拿的場合裏, 享受從天而來的智慧· 能力  

  ① 成全父神的美意-- 順從父神所安排· 帶領的過程, 坦然無懼的面對苦難   

  ② 指責人的愚蠢和矛盾-- 「你們帶著刀棒, 出來拿我, 如同拿強盜麼?」  

  ③ 當作教導門徒的機會-- 「凡動刀的, 必死在刀下... 」 

  ④ 愛人到底, 憐憫人的軟弱-- 「就摸那人的耳朵, 把他治好了」  

  ⑤ 留下美好的榜樣-- 四本福音書, 都詳細記錄著... 

 

 4) 「基督的身體」= 聖徒, 在地上的日子裏, 不可免「爭戰· 試煉· 試探」之事 

  - 若沒有回復基督, 無法能勝過../ 若沒有靠著禱告的能力, 無法能得勝    

  

2. 在夢中遭遇苦難的門徒 
 1) 許願說: 與主同死→ 不禱告而睡覺→ 突發勇氣(血氣)動刀→ 懼怕而逃走→ 甚至不認主  

  = 不懂禱告奧秘的聖徒, 時常反反覆覆的失敗 

  - 體貼肉體, 應變作事, 自卑和驕傲, 興奮和灰心, 蠻勇和逃避, 突發行動, 驚惶懼怕 

  - 個人生命的無能· 家庭裏時常發生衝突· 人際關係上的矛盾· 事工上遭遇困難··   

 



 2) 不可以用血氣來得勝的爭戰-- 血氣不但不能解決問題, 反而帶進更嚴重的困境裏 

  - 「決斷· 勇氣· 認真··· 」, 無法使聖徒得勝  

  - <弗 6:10-12>「你們要靠著主, 依賴祂的大能大力, 作剛強的人.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就 

     能地方魔鬼的詭計. 因我們並不是與屬血氣的爭戰, 乃是與那些執政的· 掌權的· 管轄幽暗 

     世界的· 以及天空屬靈氣的惡魔爭戰」 

  = 非禱告不可的打仗: 所以, 主說「不要離開耶路撒冷, 要等候父所應許的, 就是你們聽見 

    我說過的(聖靈的洗)... 但聖靈降臨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力... 」<徒 1:4, 8> 

  - <弗 6:18> 「靠著聖靈, 隨時多方禱告祈求, 並要在此儆醒不倦, 為眾聖徒祈求, 也為我祈求...」  

 

 3) 聖徒的一切失敗, 就是從「不禱告」而來= 沒有禱告, 就必在「血氣」中 

  - 雅各的失敗(不回去伯特利, 停留在示劍)/ 以色列在曠野的失敗/ 士師時代以色列人的失敗 

  - <雅 4:2> 「你們得不著, 是因為你們不求」 

 

 4) 聖徒不禱告, 是因為「不知道如何禱告」= 得不著功效的禱告 

  - <雅 4:3> 「你們求也得不著, 是因為你們妄求」 

  - 以色列的拜牛犢/ 拜偶像/ 得不著功效的獻祭 

  * 凡不懂「如何按主禱文的禱告原理, 與主交通, 察驗美意, 祈求應該祈求的, 得洗淨· 得自由,  

    代禱祝福人, 勝過試探和凶惡黑暗」的聖徒, 則無法「長時間」享受禱告..   

 

3. 要明白禱告的奧秘, 才能凡事上「得勝有餘」 
 1) 主耶穌基督, 已經全部「顯現· 成就· 掌權」, 也將「禱告的奧秘」都啟示給我們, 並也為每 

    一個聖徒, 正在「24 小時」代禱中 

  - 若按著主的教導和模範禱告, 聖靈必在禱告的人身上動工, 天使幫助, 能看見禱告的功效 

 

 2) 後來, 使徒們掌握了禱告的秘訣, 所以能看見「神蹟異能」跟隨他們..  

     → 使徒行傳= 禱告行傳= 聖靈行傳= 傳道行傳 

     - <徒 1:13-14, 1:25, 2:42, 3:1, 4:31, 6:4, 6:6, 9:11, 10:9, 12:12, 13:2-3... > 

 

 3) 就像嬰兒漸漸長大, 逐漸多認識父母· 自己· 世界· 凡事一樣; 重生的聖徒也必要努力學 

    習「禱告的奧秘」, 才能他的「靈命」逐漸長大, 剛強壯膽, 凡事上蒙應允 

  - 以「主禱文」當作「禱告原理」而學習 

  - 要建立生命思想系統=> 程序→ 連結→ 確認→ 凡事上, 繼續(起碼三年)→ 習慣(體質化) 

  - 在整本聖經裏, 有許多有關「學習禱告」方面的啟示(亞伯拉罕祭壇· 摩西的會幕· 大衛的帳幕·  

     基督裏建造聖殿), 用來建立「禱告的系統」 

  - 明白聖經裏「許多人物· 事件· 歷史」的屬靈含意, 都應用在我生命· 生活的條件...  

 

 4) 必要以「心靈上得著功效」為中心, 來學習 

  - 學習禱告, 必要以「保守心懷意念為中心」<腓 4:4-7> 

  - 心靈裏: 更愛主(發展關係為中心)· 得美意(現實生活中實際的事情上)· 得洗淨(得自由· 平 



     安· 盼望為中心)· 祝福人(深信自己所代禱的必將蒙恩)· 勝過試探· 凶惡(趕出污鬼為中心)  

 

** 結束的話 
 
** 本週祭壇禱告題目 **   
1) 帶著得勝的生命, 面對「苦難」的耶穌基督: 今日, 主仍然住在我裏面, 與我一同面對「目前我所面對的矛

盾和問題」; 我應該如何才能像主一樣, 帶著完全得勝的生命, 而能安然面對目前的問題呢? 在主耶穌的禱告

裏, 我能發現那些「必能得勝」的秘訣?  

   

2) 在夢中遭遇苦難的門徒: 在我生活裏, 是否時常出現「在客西馬尼園裏主的門徒所遇見過的那些矛盾」麼 ?

何我不太喜愛禱告呢? 我能尋找其原因麼? 思想如何才能解決?  

 

3) 從門徒回復禱告之後, 基督得勝的能力大大地彰顯出來: 我有否看清「非禱告不可」的理由? 當我禱告時, 

能得那些果效呢? 是否我能列出來其內容, 並能用實際經驗來作見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