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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 序

從祈求到靜觀

從「祈求」到「靜觀」是一個心靈的轉化過程。從

一個內心動態（將所需要的告訴神）發展到內心靜態（知

道父神早已知道我們所需用的），是需要恩典去覺醒「你

們沒有祈求以先，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

這個事實。有了這個覺醒，我們自然就會定下來靜心觀

看，清晰地看見自己真正的需要或終極的需要，並知道滿

足這些需要的源頭是甚麼。

譚博士以一貫簡潔清晰而有力的風格，先在一至六

章對古今基督徒祈禱生活作出反省，當中包括了論述保羅

在腓立比書、以弗所書及羅馬書中所談及的祈禱；以及福

音書如何教導我們禱告；還有引述了古今中外聖徒的祈禱

典範等。繼而在七至十三章，以馬太福音六章五至八節，

細心描述耶穌如何教導我們祈禱。

從一個內心動態到內心靜態的過程，其實是一個不

斷放下的過程，放下「假我」（自以為是我的那個我）的

一切偏執、假象、幻象等，而這個「放下」就是耶穌在世

時為我們所立下的榜樣，耶穌降服於全愛的父神，正如腓

立比書二章六至九節（Kenosis「虛己」）所形容的倒空

自己（「假我」），讓神充滿這有形有體的身軀「聖靈的

殿」（林前六19）。耶穌從祈求「叫這杯離開我」（太廿

六39）到「願祢的意旨成全」（太廿六42）就是我們祈

禱的典範。從祈求到靜觀，從心靈的動態到心靈的靜態，

從掙扎到降服，這個非筆墨所能形容的心路歷程，只有那

些「回歸心靈家園」的人才能體會得到。相信譚博士是自

身經歷過從祈求到靜觀的心靈掙扎，才能道出此深刻的反

省與教導。

但願透過譚博士《從祈求到靜觀》這書，照亮我們

實踐靜觀祈禱之路，學習放下「假我」，降服慈愛父神，

回歸心靈家園，得享永恆的喜樂與平安！

邱瑞珍
基督教靜觀靈修學會顧問

邱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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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是把所要的告訴神？

導師很高興地鼓勵我：「你接受了耶穌做個人救主，那麼

你以後就可以把你的一切需要告訴耶穌，耶穌會垂聽你的

祈禱。」後來我從神學院畢業以後，在教會牧會。在牧養

關懷工作裡，必定要為會友的需要祈禱，我亦引經據典地

鼓勵他們凡事都要祈禱，把所需要的告訴神。我也在教會

每周一次或兩次的集體祈禱會裡，列出十項、八項的需

要，讓信徒一起祈禱。不少信徒亦相信牧者的祈禱比他們

自己的祈禱更有效，「大牧」、「名牧」的祈禱就更特別

蒙神垂聽（至於怎樣界定「大牧」、「名牧」，是另一個

有趣的問題），所以，我當時這個「小傳道」亦被邀請

（或說「要求」更貼切）為信徒的各種需要代禱。

把需要告訴神

「把需要告訴神」的栽培教導的確是從新舊約聖經

找到經文支持的。在文字上最直接教導「把需要告訴神」

的經文似乎是腓立比書四章六至七節：「應當一無掛慮，

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

意念。」如果教會有一個叫「祈禱部」，推動會友注重祈

禱的話，所用的推廣經文，幾乎必定包括這段經文。

讓我們仔細看看保羅在此所說的話。從上文下理來

1  祈禱是把所要的告訴神？

人總是想願望達成的。如果所抱的願望是極為迫切

或急需，但自己又無能為力成就，人就可能會求助於「外

力」。民間信仰者會求神拜佛，甚至祭鬼請靈；基督信徒

就會祈禱求神幫助。

把願望告訴神，請求神成就所求，是所有有信仰的

人都會做的，這也是人信仰神的其中一個原因。某程度

上，人的無助促使人仰賴神；宗教心理學的研究報告指

出，人需要有能力、又肯幫助人的神。

在信仰生活裡，「把需要告訴神」幾乎是必然的部

分。當我們計劃一些事，例如要創業、移民、置業、婚

嫁、轉行，或者有其他願望：想與國內的妻兒團聚、家人

病患得康復、夫妻關係可以修補、考試順利過關、佈道會

有成果、教會增長、神學院擴建等，我們都將所需要的求

告神。

我仍然記得幾十年前剛信主的時候，負責初信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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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是把所要的告訴神？

看，保羅是安慰和勉勵當時面對宗教迫害的信徒。但這段

經文會被解讀成神對我們祈禱的「應許」。「應許」的

意思是，神保證會按照經文所說的答應我們，不管任何年

代，不管是誰，只要我們做到了經文要求我們的部分，

神就會做祂的部分。既然是一個祈禱「應許」，我們就

要充分把握！於是我們要做好我們的部分，「將你們所

要的告訴神」，然後，神就會做神的部分，即是「必在

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但我們是匆匆的

「對號入座」，把神會做的部分演繹為：「必在基督

耶穌裡滿足我們的心」。

對於耳熟能詳的經文，我們會忽略它的細節。保羅

並沒有說，只要我們將所要的告訴神，神就必應允我們所

求的事。他是說，神「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

念」。我個人的理解是：所要求的事，我們可以告訴神，

這是近乎人情的做法，試問哪一個父親或母親看見兒女病

危而不求神醫治呢？但是，我們不要以為神就會按我們所

求的事回應我們（這是會令我們傷心，甚至灰心的現實）。

根據保羅所說的，神的回應不必是給予我們所求的事，而

是對應我們。英文新國際譯本是這樣表達：「超越人所能

理解的基督平安必保守你們的心思和意念」。中文聖經新

譯本的翻譯是：「神所賜超過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

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思意念」。

心懷意念

一個人的「心懷意念」，是決定他對事情的觀點和

態度，又會左右他判斷甚麼是「需要」，亦會直接影響他

對所「需要」的事的迫切、緊張情緒。例如，有兩個年齡

相約的年青人，在同一間公司工作，不幸地兩人同時被公

司解僱了。甲十分緊張、擔心，廣發消息請求代禱，希望

神帶領他找到合適的新工作；乙就趁機遠遊一下，稍後才

寫信求職。因為我們的「心懷意念」是決定我們對所求的

事的觀點和態度，所以真正需要解決或真正需要幫助的，

是我們的心。

甲緊張、擔心地廣發消息，請求代禱。他求告神，

希望找到一份稱心合意，又有理想薪酬的工作，然後就期

待神的回應。但是，根據保羅所說的，神的回應並不是直

接關於甲所求的職位，而是對應甲的心思意念。其實，

「平安」才是甲內心最需要的，至於求職成功與否，並不

是關鍵。得了那一份所期望的工作，也不一定獲得心靈的

平安和滿足；而內心真實地感到平安、滿足，亦不一定從

工作的環境及待遇而來的。甲所關注的，是要找到合適的

工作，神所關懷的是甲的心是否安頓。

我們的心不安頓，就會「掛慮」。「掛慮」這個詞

提供一個意象：我們的心好像一個房間，裡面有一件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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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神所關懷的是甲的心是否安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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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個意象：我們的心好像一個房間，裡面有一件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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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是把所要的告訴神？

件既濕透又沉重的衣物掛起來，水一點一點地滴下，除非

有清風吹進這個房間，否則整個房間是潮濕、翳悶、侷促

的。

當我們的心「掛住」某些事，便覺得不舒服、不自

然。於是，我們想要解決那件事，使自己的心可以自由自

在，再次釋然、輕鬆。我們除了自己努力想辦法之外，又

求神幫忙解決那些事。我們以為不斷想辦法，不斷為那件

事情祈禱，就有出路，但其實是適得其反。我們每一次祈

禱重述那件想要解決的事，我們的思想就再次、再度加深

對那件事情的掛慮，於是，我們在心靈的房間裡又再多

「掛慮」一件濕透又沉重的衣物。本來「掛慮」何時找

工作、怎樣找到工作，但現在又再多「掛慮」為甚麼神還

未答允所求。再針對這件事祈禱下去的話，還可能多加幾

個「掛慮」：「祈禱這麼久了，神還未有供應，是我妄求

嗎？」、「神要鍛鍊我的信心嗎？」、「為甚麼阿乙已經

找到合適的工作？」、「是神不喜悅我過去沒有納十分之

一奉獻嗎？」等等。

我們的思想是非常活躍的，會自動地構想不同的

情景，又聯想到過去如何如何，將來又怎樣怎樣，更加

會跟身邊的人比較。這種思維能力，是一般智力正常的

人的祝福，也是煩惱的來源。我們的思想是可以從一個

「掛慮」，繼而製造出更多的「掛慮」。難怪保羅提醒

我們：「應當一無掛慮」。其實，根據聖經希臘文的文

法，此段經文的「主句」是「應當一無掛慮」，這是保羅

對信徒的主要勸勉，其他的「子句」是形容或解釋「應當

一無掛慮」。

應當一無掛慮

「應當一無掛慮」是一種超越的心靈狀態，現實中

我們是很不容易到達「一無掛慮」的境界。當時仍然被

囚禁的保羅是很明白的，所以在勸勉信徒「應當一無掛

慮」之餘，亦提出具體的實踐方法，使他們知道該怎麼放

下掛慮：「應當一無掛慮（主句），只要凡事藉著禱告、

祈求和感謝，將所要的告訴神（子句）」。因為「子句」

是形容或演繹主句的意思，所以保羅說的「凡事」(in 

everything)應該是指每一樣使我們「掛慮」的事情。如果

我們聽從保羅的勸勉，那麼，每當我們自覺內心有掛慮的

事情，就「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所要的告訴神」，

這樣就會幫助我們放下掛慮。我們要注意，「藉著禱告、

祈求和感謝，將所要的告訴神」，是一種實踐「一無掛

慮」的途徑。「將所要的告訴神」不是目標，而是幫助我

們「一無掛慮」的方法。所以，如果我們不斷「將所要的

告訴神」，但內心仍然（甚至加增）掛慮的話，我們是忘

記了「將所要的告訴神」的真正目的。保羅的勸勉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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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是把所要的告訴神？

及相信信徒「將所要的告訴神」以後，有基督的平安保守

他們的心懷意念，不再掛慮。

最關鍵的問題是：將所要的告訴神，就可以放下掛

慮嗎？「將所要的告訴神」是甚麼意思？如果真的有一件

叫我們「掛慮」的事，例如孩子遇到車禍，生命垂危，醫

生正在盡力搶救，當事人該怎樣祈禱呢？他不斷告訴神他

想要孩子康復，就可以放下「掛慮」嗎？

按字面的理解，「將所要的告訴神」似乎是指告訴

神我希望事情怎樣成就，而且有越多告訴神越好的含義，

就好像民間宗教信仰者不斷地「稟神」。我們已經指出，

這樣做只會增加掛慮，因為我們越重複思想一件事，就越

加深對事情的掛慮。如果我們的思想時常想著某一件事

情，經過一段時間，它會變得不受控制，而且不容許新的

想法進入那個習慣的思想循環和模式。所以，不斷「稟神

式」的「把所要的告訴神」，會有反效果，它限制了我們

的經驗，亦約束我們的靈性觸覺。說得嚴重一點，不斷

「稟神式」的「把你們所要的告訴神」是會阻擋我們的心

連繫於生命之神。

中文聖經新譯本的翻譯指出了「將所要的告訴神」

的重要態度。新譯本說：「應當毫無憂慮，只要凡事藉著

禱告祈求，帶著感恩的心，把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當我

們把所要的告訴神，要「帶著感恩的心」！「感恩的心」

不是自然而有的，但卻是使我們脫離「稟神」或「死纏」

式祈禱的關鍵。

帶著感恩的心

按照人肉身生命的求生求樂本能，我們會傾力保證

自己沒有缺欠或落入不安境地，而又認為這是自己努力的

成果。「感恩的心」是由我們醒悟過來的靈性本體孕育

而生的（或說是聖靈的感動），使我們超越求生求樂的本

能，領悟到自己的存在是恩典，存在過程所得的一切是恩

典。但苦難、損失這些肉身之痛是最容易使我們忘記內在

的靈性本體是一直與光明、生命、仁愛的神連繫。當我們

面對損失或生命受威脅的時候，如果沒有聖靈感召的

「感恩的心」，我們就會按求生求樂的本能去祈禱，希

望神保障我們本來擁有的「東西」。如果我們平日修持靈

性生活，當要面對損失、苦難、死亡的時候，內在與神連

繫的靈性生命會流露難以言喻的平安。我們不要以為帶著

「感恩的心」祈禱就一定在情感上開心歡樂，雖然這是一

般的「感恩會」給我們的印象。帶著「感恩的心」祈禱是

可以含著淚，也沒有甚麼「見證」要說的。如果我們看見

一個人面對損失、痛苦，而又心存感恩，含著淚地祈禱，

我們也同時看見「靈」與「肉」共存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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