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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13_用我们的膝盖事奉 - 我们的父 

2019年 10 月 13日 

 

用我们的膝盖事奉 - “我们的父” 

 
欢迎！我叫马太。 

欢迎和我们一起聚会的孩子们！！ 

 

今天：我们的系列信息“用我们的膝盖事奉”的第二部分 – 一群祷告的人。 

 

上周：我们听从耶稣教导我们这样祷告： 

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保持简单、保持诚实、保持继续！ 
我们结束的时候鼓励大家花五天时间，每天花 15分钟祷告··· 

大家做的怎么样？ 

（盼望那是鼓励大家与耶稣在一起有一些坦诚的时刻！） 

 

《路加福音》十一章 1节 

1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
的门徒。 
 

祷告 

 

让我们以聆听耶稣的教导为开始···正如祂教导我们如何祷告： 

 

读经 - 《马太福音》六章 9-13节 

9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10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1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12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13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或作：脱离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有古卷没有因为…阿们等字）！ 
 

接下来六周时间，我们要学习这段祷告···一句一句···学习如何像耶稣那样祷告。 

今天：我们以这段祷告中再向前推进一下的头两个字作为开始：“我们的父” 

如果我们想要学习像耶稣那样祷告···那么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这两个字。 

“我们的父” 
 

电影片段： 《天才也疯狂》 

Bill Murray 在 1991年的喜剧《天才也疯狂》中 

Bob在生活中有很多麻烦，并且正在寻求心理帮助 - 他真想时刻呆在他的心理医生旁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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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心理医生叫：Leo Marvin 医生（由 Richard Dryfuss 扮演） 

你们中的很多人都知道，整个影片从头到尾，无论到哪里，Bob都紧跟 Marvin 医生。 

他发现他在度假。 

开始住在他自己家里···他把他撞到墙上。 

而 Marvin医生的家人开始爱上了 Bob！这让 Marvin 医生太生气了。 

所有的病人和医生的礼节都抛到九霄云外。Bob和他的医生住在一起了··· 

在一次愤怒中，Marvin医生向 Bob尖叫道： 

Marvin 医生：不要叫我 Leo。 
Bob：但是在你的办公室里，你说过我应该叫你 Leo。 
Marvin 医生：那是在我办公室里。在我家里，我希望你叫我 Marvin医生。 
 

“在我办公室里叫我 Leo。在我家里叫我 Marvin。” 
这很困惑···Bob需要一个他可以信任的医生。 

Bob有很大的需要，但是在他知道他可以和他的医生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之前，他没办法开

始寻求帮助。 

他在和谁说话？ 
是谁在试图帮助他？ 
我可以和试图帮助我的那一位有多亲近？ 
而这就像是祷告的样子？ 

我在和谁说话？ 
他/她/它想要被称作什么？ 
我可以和神之间有多亲近？ 
 

我向谁祷告很重要吗？ 

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问题。也许是你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 

 

Anne Lamott 在她的一部关于祷告的著作中一开始就宣称你对神的看法对于祷告并不是真

的重要 -  

“比方说，（祷告）是从心底对生命或爱的呼喊，这个生命与爱是大写的生命与爱。没有
什么比我们所呼求的这力量更重要了···我们不要为我们向谁祷告或为什么祷告而困
惑。我们就说祷告是从我们的心对着那伟大的神秘力量或善良的交流···或者为了方便
起见，我们可以称其为‘神’。” 

 

真的吗？我们真的需要知道我们在向谁祷告吗？也许那无所谓？ 

 

我的一个邻居曾经说： 

“我祷告，但是不确定我在向谁祷告···也许是在向这课树祷告。我不知道！” 
 

故事：Avery先生和德国交换学生（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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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教过我的中学老师 Avery 先生完全不知道我是谁。他知道我的名字，好像和我很熟的

样子，当他把我介绍给另一个人的时候，说我是个德国交换生，而那根本不是我的身份。 

你有没有过这种不被人认识的感觉？那感觉很可怕！！ 

神想要我们认识祂。 

神很高兴我们认识祂。 

我们向谁祷告很重要··· 

因为信任：我们怎么能信任我不认识的什么人呢？ 

因为关系：我们怎么能在我不认识的什么人身边成长呢？ 

 

正如 Eugene Peterson在《听祷告的神》一书中所说： 

“留给我们自己去决定，我们会向一些说我们爱听的话的神祷告。” 
 

而那可以变得很怪异··· 

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我想要让神认可···但是那不意味着对我和我身边的人有好处。 

 

神有个名字 - 90%的学生认为神就像他们一样。 

正如 John Mark Comer所说： 

“我的朋友 Scot McKnight 在芝加哥是个教授新约圣经的教授。很多年，他都教一门关于
耶稣的课程，而他每个学期一开始都要做两个调研。第一个调研就是一组关于学生的问
题：他们喜欢什么，不新欢什么，相信什么，等等。第二个调研包含了同一组问题，但是
这组问题是关乎耶稣的。他告诉我 90%的时间，那些答案是完全一样的。” 
 

他的观点是：我们喜欢向一位跟我们自己一样的神祷告。而那可以很危险。 

就好像我们在向自己祷告 - 判断事物、拍打爱抚我们自己的后背··· 

但是我们不再认为我们实际上是在向别神祷告。要向着祂祷告。向着那一位不像我的祷

告？向我们的天父祷告？ 

 

AW Tozer（陶恕）说： 

“当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我们头脑中出现的是什么，这是对我们最重要的事。” 

 

我们的生命要被那个当我们想到神的时候脑海中就出现的那一位来雕塑。 

当我说到神的时候，你是不是想到了一个刻薄吝啬、不公正、暴力、仇视同性恋的怪人？ 

当我说到神的时候，你的脑海中是不是浮现出一个迎风招展的白胡须和竖琴？ 

当我说到神的时候，你是不是想到了 – Morgan Freeman（一个自称是神的电影演员）？ 

或者 – 当你想到神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拿撒勒人耶稣的父亲？ 

 

AW Tozer（陶恕）说： 

“当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我们头脑中出现的是什么，这是对我们最重要的事。” 

 

耶稣为我们澄清了一切··· 

祂教导我们如何祷告，祂说，这就是你对其祷告的那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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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六章 9节 

9···我们···的父··· 
 

我们的父 

这些简单的字“我们的父”是如此容易说、容易理解···而且它带来用一生时间去成长

进入的一个关系。 

• 这俩字（“我们的父”的英文是两个单词）就像新生婴儿在医院中被裹上的第一条

毛毯，但是它也适合一个成年人在一生中去穿戴。 

• 它们就像小孩子可以玩水花飞溅的水，但是它也是一个潜水者可以探索的深深的海

洋。 

说“我们的父”既是非常简单···却完全令人震撼··· 

 

可怕的父亲们 

对于一些人来讲 – 父亲这个词充满了不满、痛苦、遗憾和愤怒。 

我们中的许多人有一个带给我们生命虐待、忽视、痛苦的父亲。 

Harry Chapin 在 1974年作词的歌曲《摇篮中的猫》中说：我们想要父亲回家···可以

亲近 - 但是爸爸一直把你推后。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不是我们想要成为的父亲的样子。 

我们中的一些人有过很棒、很有爱心的父亲。 

当我们听到神被称为“父”的时候，我们都听说过、经历过一些不同的父亲的样子。 

耶稣的跟随者中有一个叫腓力的曾经求耶稣将父指给他们看···耶稣说： 

《约翰福音》十四章 9节后半节-10节前半节 

9···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 
10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么？··· 
 
“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如果你想要知道天父像什么样，如果你想要知道你在对着谁祷告：就看看耶稣。（重

复） 

 

这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中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不必在心中费尽思量来弄清楚我们在向谁祷告···我们只需要看看耶稣··· 

《歌罗西书》一章 – 祂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我们看看耶稣，然后我们就去思想···那就是神，我们的父的样子。 

愿意为你去死的那一位，愿意与罪人一同坐席的那一位，愿意医治病人的那一位，愿意面

对不公的那一位，以及爱穷人的那一位。 

看看耶稣···那就是我们的父的样子。 

 

电影《寻找 Nemo》！！！ 

孩子们 - 马林鱼跑了多远去寻找他儿子？一直到了澳大利亚的悉尼！ 

这就是福音！像耶稣一样的父亲 – 一位拯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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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会说：我听到了···我希望可以感受到。 

我希望我可以感受到与天父亲近。 

我希望我可以相信当我向神、向父祷告的时候，祂看起来就像耶稣。 

读经：《罗马书》八章 14-17节 

14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
爸！父！ 
16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17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
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神的灵让我们呼叫“父亲！”“阿爸！父！” 

 

在亚兰文中：阿爸 - 父亲（艾妈 - 母亲） 

亚兰文对父亲和母亲的爱称和昵称。 

圣灵是将我们引到父的那一位。 

圣灵是带我们亲近天父的那一位。 

《罗马书》八章 16节 

16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约翰·肯尼迪总统 – 椭圆形办公室照片 

  
（小 John和 Caroline）- 孩子们，那有多酷呀！如果你的妈妈或爸爸是总理、或总统、

或国王？ 

即使他们有权力 - 对于他们的孩子，他们还是心存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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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温柔 

权力与亲近 

 

天父想要我们靠得更近。 

天父想要和我们交流！ 

但是···对于聆听天父的声音，有几个拦阻。 

 

一号拦阻：总是述说，从不倾听。 

爸爸，可以给我车钥匙吗？ 

爸爸，可以给我点钱吗？ 

爸爸，我感觉不舒服，可以帮帮我吗？ 

但是，有没有什么机会是坐下来聆听的呢？ 

 

我们祷告就好像对着自动售货机 

我们把祷告放进自动售货机 – 我们按 B2 – 啥也没出来。 

如果神爱我···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 

我们想要天父的钱、喜爱，和祝福···但是我们想要祂吗？ 

 

U2乐队和 Johnny Cash的歌曲《流浪者》： 

“他们说他们想要天国，但是他们却不想要神在其中。” 

Mark Sayers 说 – 我们想要天国（英文为“王国”），却不想要王。 

我们想要生命的良善 – 却不想要良善的那一位。 
祷告完全是关乎认识和享受神 – 良善的那一位。 

是的 - 祷告一部分是为一些事祈求 - 我们会在这个系列信息的第五周和第六周交通这一

部分。 

但是祷告应该被看做 - 不是一个自动售货机 - 却是与这一位爱我们的父之间的交流。 

 

天父知道我们的需要 

上周：“用许多重复的话···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
道了” 
和天父在一起 - 我坐下，并且聆听什么是我所需要的 

神，我们的天父：“马太 – 这其实是你真正的需要。” 

我需要聆听什么是我所需要的。 
常常我所真正需要的就是天父祂自己。 

 

二号拦阻：祷告可能过于主观！ 

祷告中的聆听可能过于主观！ 

我怎么知道我在祷告中听到的是来自于天父呢？ 

 

我的故事：我总是看到别人脚上有个褐色的土豆形状的的纹身。而我一直很纠结为什

么！为什么脚上要有个褐色的纹身？那看起来像个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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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哪，我这么做不对。”令人沮丧！ 

我知道天父的声音吗？ 

 

操练：聆听天父的声音。 

如果我听错了怎么办？ 

查考圣经和在基督徒群体中交通印证 

我们的 - 讲到的是群体 

父 - 讲到的是在祂的话语（《圣经》）中的神的本性 

 

我们是祂的孩子···让我们不要被这些拦阻阻碍了我们就近天父···我们可以来亲

近神！！ 

《希伯来书》四章 16节 

16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
助。 
 

我的三个孩子 Lucy、Ella 和 Micah（牧师的孩子 – 总是有机会被父亲跟别人提起）- 

揪着我的脸靠近他们。（每次我都微笑） 

祂喜悦倾听。 

祂喜悦我们讲话！ 

 

ACTS 式向天父祷告！（这周五次，每天 15分钟） 

赞美（A）- 天父你是··· 

认罪（C）- 天父，对不起··· 

感恩（T）- 天父，感谢你··· 

祈求（S）- 天父，请··· 

 

祷告和祷告室 

 

记住 – 当你向天父祷告的时候 – 想想耶稣。 

《希伯来书》一章 3节 

3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
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祂是狮子 - 天父很强大 – 《新的出埃及记》！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十字架！ 

祂是羔羊 - 天父是舍己的爱 – 十字架！！ 

 

祷告 

《以弗所书》一章 17节 

17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
道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