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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八課：禱告的真義 

路加福音十八 : 1-8 

 

 

v.1 耶穌設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v.2 說：「某城裏有一個官，不懼怕上帝，也不尊重

世人。 

v.3 那城裏有個寡婦，常到他那裏，說：『我有一個

對頭，求你給我伸冤。』 

v.4 他多日不准， 後來心裏說：『我雖不懼怕上帝，

也不尊重世人， 

v.5 只因這寡婦煩擾我，我就給她伸冤吧，免得她常

來纏磨我！』」 

v.6 主說：「你們聽這不義之官所說的話。 

v.7 上帝的選民晝夜呼籲他，他縱然為他們忍了多

時，豈不終久給他們伸冤嗎？ 



v.8 我告訴你們，要快快地給他們伸冤了。然而，人

子來的時候，遇得見世上有信德嗎？」 

 

引言 

 

1) 有一首流行基督教詩歌，大意是：我們若有信

心禱告，可以搖動神的手，改變祂的心意，成

就我們所祈求的。你以為在神學上而言，這是

否正確呢？ 

 

2)  另一方面，不少信徒發覺禱告並不是常常靈驗

的。就如1989年天安門六四事件 ，不少信徒通

宵達旦為在天安門廣場示威的學生禱告，求神

大大改變中國，以為這是一個難得的契機。誰

料坦克車駛入天安門，鎮壓學生，不少傷亡，

神好像完全沒有聽到禱告，不少信徒也起了疑

心，問道：神真的是聽我們禱告嗎？ 

 

3)  有人解釋說，不是神沒有聽我們禱告，只是我

們信心不足罷了！然而看看使徒保羅，他身上



有一根刺，一般解經家以為這是指保羅所患的

頑疾，他曾三次求告主，叫這根刺離開他身。

可是神並沒有答應，只是說：我的恩典是夠你

用的！難道保羅的信心不足嗎？絕對不是。我

想基本的問題，是我們對禱告不大認識，所以

我們要研讀這段聖經，找出禱告的真義。 

 

(一) 這段聖經的主題 

 

1) 大多數信徒及聖經學者，以為這段聖經是教

導我們禱告的時候，要死纏爛打，好像這個

寡婦 一樣。若我們這樣禱告，神必應允。但

這樣的解釋，大有問題： 

 

● 為什麼神要祂的兒女，要苦苦哀求， 死

纏爛打才答應他們的禱告呢？一個地上

的父親也不會如此，更何況是慈愛的天

父呢？ 

 



● 這說法與不少信徒的經歷不符。很多時

候，就算我們死纏爛打，苦苦哀求，神

似乎仍不應允我們的禱告。 

 

● 當耶穌講完這個比喻，作個總結時，祂

並不是這樣說：「所以你們禱告的時

候，要像這個寡婦死纏爛打，苦苦哀

求，神就必答應你們的禱告了。」非

也！這不是耶穌的結論。相反的，祂

說：「我告訴你們，人子來的時候，遇得

見世上有信德嗎？」祂是說到祂的再來和

信徒是否有信德的問題來。究竟耶穌是

說什麼呢？真是摸不著頭腦！ 

 

2) 所以我們要仔細看看這段經文，尤其是看看

這段經文的上文下理。有趣的地方：耶穌在

這幾段聖經並不是講及禱告的課題，主題是

很鮮明的：路加是講及主再來的問題 ，看看

第十七章20-37，耶穌是論及他的再來和信徒

當如何作準備；同樣的在十九章、20章，耶穌

用比喻教導我們當如何預備祂的再來，第二



十一章講及末世的預兆。所以，從上文下理

來說，主題明顯是提及耶穌的再來，特別是

信徒在主再來之前當如何預備！ 

 

3) 我們再看這段經文，發就是在這一段經文

中，也充滿了末世的詞句、用字和氣氛。 

 

● 伸冤⸻希臘文是ekdikeo是解作申張正

義，鳴冤，很多時這與末世神為我們伸

冤、平反有關的。 

 

● 上帝的選民⸻這是舊約的用語，是指神

所揀選的以色列民，我們更要清楚指

明，這段聖經的重點，並不在乎個人的

禱告生活，而是指神的選民對末世的盼

望；耶穌不是教導門徒日常禱告的方

法。而是提及他們在等候神的再臨時，

要懇切和忠心的禱告 。耶穌稱跟隨他的

人為神的選民，是表明舊約的以色列

民，正好預表了新約的基督徒(教會)，他

們都是神的選民。 



 

● 呼籲⸻希臘文的boao一字是解作 ：喊救

命！這是指上帝的選民在末世時求神的

拯救。這個字也是末世的詞語。 

 

● V.8就更加清楚了！在這一節，耶穌提到

「人子來的時候。」 

 

 

 

 

所以我們可以作這樣的一個結論：無論是上文下理、

甚至這一段聖經，主題都是提及「末世」、「主再來」。

所以我們必須從末世的角度去看禱告。在末世的時候，一

方面施行拯救、另一方面祂又施行審判。我們等候之際，

即在這末世之時，我們當如何看禱告的意義。換言之，我

們必須從一個末世的角度去看禱告的真正意義。正如中國

內地會傳教士 Isabelle Kuhn 所講的一個比喻：在一個狂風

暴雨的晚上，一個人在黑暗的房間中，只有一支微弱的燭

光。 這人千方百計保存著這燭光，給予他一些安全感。

但他知道，當黎明來的時候，太陽的光會照亮整個房間，

這支微弱的燭光微不足道了。然而，在黎明還未出現的時



候，他還是要緊緊地保持著這微弱的燭光。我們就是在這

黎明之前的時候，憑信心等候基督的再來，施行拯救和審

判，這就是從末世角度看我們的處境了！  

 

 

(二) 兩個人物  

 

v.1 耶穌設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v.2 說：「某城裏有一個官，不懼怕上帝，也不尊重

世人。 

v.3 那城裏有個寡婦，常到他那裏，說：『我有一個

對頭，求你給我伸冤。』 

 

 

1) 首先我們看看 v.1 「耶穌設一個比喻，是要人

常常禱告，不可灰心。」從表面看，這比喻的

目的， 是叫我們常常禱告，不可灰心，像這個

寡婦死纏爛打，苦苦哀求，終有所得。但看深

一層，卻非如此簡單，何解？ 

 



● 首先從文法的角度看。「是要人常常禱

告」，這是和合本的譯法，新譯本卻有不

同的翻譯：「論到人必須常常祈禱」。二

者有何分別？希臘文 pros 有兩個意思： 

 

第一，道出其目的，和合本就採用這個意

思。耶穌講這個比喻的目的，是叫我們常

常禱告，不可灰心。 

 

● 然而，pros 卻有第二個意思，英文可譯作w

ith reference to，新譯本就採用這個解法，

所以譯作：「論到人必須常常禱告，不可

灰心。」。換言之，耶穌講這個比喻的目

的，不是叫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而是

說：在末世角度如何看 ”常常禱告，不可

灰心” 這課題。  

 

● 我們再從歷史角度看。耶穌所講這個比

喻，我們發現在猶太人傳統中，也有類似

的描述。比方來說，便西拉智訓 35章15-19 

節，提到上帝是法官，在末世時願意聆聽

寡婦的伸冤。 



 

2) 整個比喻只有兩個人物，一個是有權有勢，另

一個是無權無勢。首先看看這個有權有勢的

官，究竟他是何許人也？ William Barclay 以為

這不是猶太人，是希律委任的一個法官。鮑維

均卻有不同的意見，「官」這個字希臘文是krit

es ，通常是指城鎮中，負責調解糾紛的長老，

他們都是猶太人，而非羅馬的地方官，或猶太

的宗教領袖，因為一個寡婦可以一直纏著他，

就證明他一定不是羅馬法官了，而是調解糾紛

的長老。耶穌怎樣形容這位官呢？他不懼怕

神，也不尊重世人。這樣的一個人絕對沒有所

謂的末世觀了！ 

 

3) 第二個人物是「那城裏有一個寡婦。」「寡

婦」一字，希臘文是 chera，她是一個無權無勢

的人，她沒有丈夫替她出頭，也沒有任何勢力

作她的後盾。她唯一的途徑，就是抓著這個

「不尊重世人」的官，替她伸冤。因為她有一

個對頭欺凌她。對頭一字 antidikos 是指欺負她



的人。 看來，她是沒有多大希望，難若登天。

但若從末世的角度看，這就完全不同了！  

 

 

(三）禱告真義 

 

v.4 他多日不准， 後來心裏說：『我雖不懼怕上

帝，也不尊重世人， 

v.5 只因這寡婦煩擾我，我就給她伸冤吧，免得她常

來纏磨我！』」 

v.6 主說：「你們聽這不義之官所說的話。 

v.7 上帝的選民晝夜呼籲他，他縱然為他們忍了多

時，豈不終久給他們伸冤嗎？ 

v.8 我告訴你們，要快快地給他們伸冤了。然而，人

子來的時候，遇得見世上有信德嗎？」 

 

 



1) 我們要解答幾個問題。第一， 為什麼這個不義

的官會聽從這個寡婦的要求呢？他不懼怕神，

也不尊重人，為什麼他會為這寡婦伸冤呢？ 

 

V.5 給了我們一個答案：「只因這寡婦煩擾我，

我就給她伸冤吧，免得上來纏磨我！」 

 

首先，是因為這寡婦煩擾他，煩擾這一個希臘

文 hypopiazo 亦可譯為擊打。但我們會問：這個

無力的寡婦又怎能傷害和打擊這個有權有勢的

官呢？ 所以我以為是因為這寡婦會對他的名聲

造成極大的傷害，寡婦這樣作，引起整條村/鎮

的關注，眾人都知道寡婦的苦況和這官的的無

情，這豈不是對他的名聲有極大的傷害！所以

這不義的官並不是動了慈心幫助這寡婦，由始

至終他都是一個自私、沒有憐憫和不義的官。 

 

2) 第二個問題。究竟耶穌講這個比喻有何用意

呢？ 

 



我們就要看看v.7「上帝的選民，晝夜呼籲他，

他縱然為他們忍了多時，豈不終久給他們伸冤

嗎？」 

 

奇怪，耶穌在此並沒有提及祈禱的課題，沒有

提到禱告是要死纏爛打、苦苦哀求。非也！而

是要我們學習等候的功課。或許你會問：不是

呀！耶穌豈不是一開始就說：「上帝的選民晝

夜呼求他。」這不是禱告，還是什麼呢？我們

就要看看這句話的意思了！ 

 

● 什麼是上帝的選民？正如先前我所說，這

個詞有兩個重要的意思： 

 其一：這是舊約常用的一個詞語 (詩篇105:

6; 以賽亞書42:1)，是指上帝的子民向上帝

的呼求交祂的救贖，而不是有關個人的禱

告生活。 

 

● 其二，上帝的子民所祈求的，並非有關他

們個人的需要，如子女的健康，工作的需

要等等。他們所祈求的，就是彌賽亞的降



臨，正如彼得前書一:10-12所說：舊約的子

民晝夜呼求神，祈求彌賽亞早日降臨。 

 

● 我們再看看「晝夜呼籲」的意思。「呼

籲」一字希臘文是Boao，是解作「求援」

或是「叫救命」。所以現代中文譯本是這

樣翻譯：「向他求援」，這與生命攸關，

他們晝夜呼求神拯救他們，正如保羅在使

徒行傳26:5-7說：上帝的子民晝夜切切的祈

求神所應許的救恩。所以我們知道，這兒

所講述的，並非有關個人禱告的生活，而

是祈求神的救恩早日降臨。 

 

3) 第三個問題。當上帝的選民晝夜祈求神的拯救

時，祂的反應是怎樣的呢？ 

 

v.7,8「祂縱然為他們忍了多時，豈不終久給他

們伸冤嗎？我告訴你們，要快快的給他們伸冤

了！人子來的時候，遇得見世上有信德嗎?」 

 



和合本在第七節是這樣翻譯：「祂縱然為他們

忍了多時」，「忍」這個字在原文是makrothume

i，這個字有另一個意思，亦可解作「耽延」(del

ay)，所以新譯本就這樣譯：「難道上帝會躭延

他們嗎？」顯然這個譯法是比較正確。神不是

耽延，他有自己的時間和計劃，最重要的，祂

始終都會為他們伸冤，再臨這世間施行拯救和

審判。啟示錄 6:10 也有類似的陳述，那些被殺

的信徒向神提問：「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

給我們流血的冤，要等到幾時呢？」上帝的答

案是：一定會，而且快快的給他們伸冤。 

 

我喜歡用這樣的一個比喻來說明這道理：有一

回，一班志同道合的弟兄遠足旅行，途經一條

河。當他們橫越這條河的時候，一位弟兄不慎

跌入河中，他又不懂游泳，但見他在河中辛苦

的掙扎 。隊中有一位是救生員，眾人都期望他

會立即跳入河中，把他拯救上岸。誰料這位救

生員弟兄沒有一點兒動靜，只是眼巴巴看著弟

兄在河中掙扎。眾人都感到憤怒，催逼他立即

採取行動。然而，他仍是無動於衷。只見那位



弟兄在河中浮浮沉沉，氣力漸漸不繼，正在下

沉。這時候，這位救生員弟兄，立即跳入河

中，輕而易舉的把這弟兄拯救上岸。其後有人

問他，何以不立即跳下河中救人呢？他答道：

當這位弟兄仍有氣力，在河中掙扎，我若在這

時候跳入河中救他，他一定會和我掙扎，屆快

快時，我們二人都會身處在一個非常危險的狀

態中 。但當他已經筋疲力倦，我跳下水中，他

只會全然倚靠我，相信我，如此我的拯救工作

就輕省得多了。同樣的，神自然有他的時間和

計劃，問題只是：我們是否對他有信心！時候

到了，祂一定會快快的替我們伸冤。 

 

 

結論 

 

1) 這段聖經教導我們如何戴上「末世觀的眼鏡」來

看禱告這個課題。其實，不但是這段聖經，在不

少的新約聖經中，我們都看到有類似的教導。就

如耶穌在馬太福音第六章教導我們的主禱文：



「願你的國降臨」，意思是指基督的再臨，施行

拯救和審判。 

 

2) 我們再看看一些聖經人物，他們也是以末世眼光

來看禱告： 

● 約伯記19:25-26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

著，末了必站在地上。我這皮肉滅絕之後，

我必在肉體之外見神。」就是這個盼望和信

心，讓約伯勇往直前。 

 

● 亞伯拉罕在試煉的時候，把自己的兒子以撒

獻上，希伯來書 11:17-19 就這樣說：「亞伯

拉罕因著信，被試驗的時候，就把以撒獻

上。這便是那歡喜領受應許的，將自己獨生

的兒子獻上。論到這兒子，曾有話說：從以

撤生的才是稱為你的後裔，他以為神還能叫

身他從死裏復活，他也彷彿從死中得回他的

兒子來。」這就是禱告的真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