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加福音研讀 

第63課： 唔好意思！  

(路加福音十一 : 5-13) 

 

 

5 耶穌又說：「你們中間誰有一個朋友半夜到他

那裏去，說：『朋友！請借給我三個餅； 

 

6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行路，來到我這裏，我沒有

甚麼給他擺上。 

 

7 那人在裏面回答說：『不要攪擾我，門已經關

閉，孩子們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來給

你。』 

 

8 我告訴你們，雖不因他是朋友起來給他，但因

他情詞迫切地直求，就必起來照他所需用的給

他。 

 



9 我又告訴你們，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

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10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

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11 你們中間作父親的，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

頭呢？求魚，反拿蛇當魚給他呢？ 

 

12 求雞蛋，反給他蠍子呢？ 

 

13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

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嗎？」 

 

 

 

 

引言： 

 

 



1. 聖經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這絕對正確。 但

另一方面， 我總覺得受比施更是困難， 一句「唔

好意思 」就叫我們有難時也不肯求救。 我們惟恐

欠了人的情債， 周身感到不舒服， 所以我們常說: 

 

「無功不受祿」 

「君子求諸己， 小人求諸人」 

「自己能做的自己做」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諸如此類的觀念， 往往影響著我們， 迷了路也不

問人， 有難時也不想求人幫忙， 甚至這觀念也影

響我們對禱告的看法， 以為只有那些輭弱和意志

薄弱的人才向神祈求。 

 

2. 正如我們在上一課說： 聖經常有一矛盾的地方， 



一方面禱告是降服， 是接受耶穌為我們的主， 祂

擁有絕對主權； 祂是全知的， 我們沒有向祂祈求

之先， 祂已經知曉一切。 從人的邏輯來看， 我們

應該不用祈禱了！ 但另一方面， 聖經又吩咐我們

要不住的禱告， 求上帝的憐憫與幫助。 一方面我

們求祂的國降臨， 願祂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

在天上。 但另一方面， 我們又要為我們日用的需

要， 無論是飲食的需要， 或是屬靈的需要， 不住

的禱求， 這正是聖經對禱告一個吊詭之真理！ 

 

 

（一）唔好意思： （v.5-8) 

 

 

5 耶穌又說：「你們中間誰有一個朋友半夜到

他那裏去，說：『朋友！請借給我三個餅； 

6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行路，來到我這裏，我沒

有甚麼給他擺上。 



7 那人在裏面回答說：『不要攪擾我，門已經

關閉，孩子們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來

給你。』 

8 我告訴你們，雖不因他是朋友起來給他，但

因他情詞迫切地直求，就必起來照他所需用

的給他。 

 

 

 

1) 這是耶穌所講的一個比喻， 但這個比喻却似

乎引申不少問題 

● 從上文下理來看， 這個比喻一定是與禱

告有關， 因為v.1-4是以禱告為主題， v.9

-11也是說及禱告， 穿插在中間的這一個

比喻， 明顯是論及禱告的。 

 



● 如果這比喻的主題是禱告， 那麼這比喻

如何闡釋禱告的意義呢？ 從表面看來， 

耶穌似乎是鼓勵我們禱告時， 要「情詞

迫切」， 神就一定聽我們禱告了。 

 

● 如果「情詞迫切」是禱告的態度， 那麼

比喻中的那位「朋友」一定是指神了！ 

而向他求麵包的鄰居應該是那禱告者。 

但我們心中不禁問道：「難道神會像這個

朋友一樣， 睡了覺就不願起身， 後來因

怕「嚕囌」「怕煩」， 就勉強借了麵包

給他。」 

 

2） 其實， 這段聖經的關鍵， 就是在「情詞迫

切」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希臘文是 anaideia, 



這個字本來的意思是「丟臉」， 是有負面的

意思， 英文可譯作 shameless, 用我們廣東話

是「唔好意思」「唔怕醜」「唔怕尷尬」, 而

不是情詞迫切。 但我們會問： 為什麼耶穌這

麼古怪， 要說這個人是不怕羞， 不怕「唔好

意思」， 半夜都去拍門求借麵包？ 

 

在古時近東文化， 接待旅客是主人家的責任

和榮耀。 創世記十八：1-5提及亞伯拉罕接待

客人， 創十九：2-8提及羅得接待客人。  這

位仁兄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 一定要好

好的欵待， 再加上旅客是半夜才到達， 又沒

有吃過東西， 作為主人家， 一定要好好的欵

待， 但可惜家中沒有糧， 所以才想出這個方

法， 向隔鄰的一位朋友求借， 我們要留意路

加的用字： 

● 這鄰居是他的朋友， 原文 philos 是指相



識的友人。 

 

● 這是借， 不是問取 (Chreson) ，是有借

有還的， 但那時已經是半夜， 這樣作當

然是極不好意思， 更何況一問之下就碰

壁了：「不要打擾我， 門已經關閉， 孩

子也同我在床上了， 我不能起來給

你。」 

 

昔日房子小， 一家數口一張床， 一個起

來，全家也要起來， 極不方便， 所以他

便一口拒絕了！ 

 

我們會問： 為什麼後來這「朋友」又答

應他鄰居的請求呢？ v.8告訴我們， 不是

因為他是朋友， 就起來給他， 而是「因

他情詞迫的直求， 就必起來照他所需用



的給他。」據鮑維均的解釋， 這個 anaid

eia （情詞迫切）是形容這位鄰居， 而不

是形容這位仁兄。意思是： 這鄰居是怕

人駡他沒有人情味， 而作出如此的回

應。 

 

3） 我們會問： 這個比喻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至

少看到二個非常重要的真理： 

 

● 禱告第一個條件是察覺到自己的無助， 

自己是解不決這問題， 我們一定要尋求

幫助。 禱告是「放下自己的高傲 (Pride) 

在主面前降服， 謙卑， 求問」。 

● 禱告第二個條件， 就是相信神， 信得過

神是一個慈愛和滿有恩典的神。 

 



何以見得？ 細看這經文， 我們可以看到

許多對比： 

 

❖ 第一個對比， 是那「朋友」與神的

對比，那「朋友」之所以最後借餅給

鄰居， 是因為他怕別人說他沒有人

情味， 他伯別人指摘他， 這是 sha

me, 所以就去幫他， 但比較這「朋

友」， 神是滿有慈愛的。 正如 v.11-

13說： 

              「你們中間作父親的，誰有兒子餅， 

                反給他石頭呢？ 求魚，反拿蛇當給 

                他呢？ 求雞蛋， 反給他蠍子呢？你 

                們雖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東西兒 

                女， 何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祂 

                 的人嗎？」 



 

                 第二個對比, v.11-13更比較石頭餅 

             ， 魚與蛇，蛋與蠍子, 又比較地上父 

             親與天上的父親，所有這些對比都明 

             一件事： 天父是慈愛和滿有憐憫的。 

 

 

（二）認識自已： （v.9-10) 

 

 

1） 禱告第一條件是： 「認識自已的無助」看看v.

9-10 

 

「我又告訴你們，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

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

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

的，就給他開門。」 

 



耶穌用了三個動詞， 全是命令式的 (imperati

ve mood), 祈求， 尋找， 及叩門。 

 

● 祈求者， 乃指明他有需要的， 所以祈求 

● 尋找者， 乃指明他是迷失了， 或失了東

西，所以尋找。 

 

● 叩門者， 乃指明他是在門外， 吃閉門

羹，所以叩門。 

 

這都是說明一個人的處境， 他是有缺的， 迷

失的及在門外。 

 

換言之， 他既沒有安全感， 也失去人生的目

的， 也沒有歸屬感， 是處在門外， 我們更要

留意， 這全部都是 present continuous tens

e， 即是說， 我們是常常處在這樣的境況中， 

這表明禱告不是「臨急抱佛腳」「有事才求， 

無事拜拜。」 



 

2） 我們再看看三個回應： 

 

● 就得著 

 

● 就尋見 

 

● 就開門 

 

v.10再重覆v.9所說的， 但却加上一個「凡」

字， 把範圍擴闊了，並不只是「你們」（即

門徒）， 而是所有祈求者， 尋見者和叩門

者。 



我們特別留意「叩門」這一句， 希臘文 kroue

te, 這是猶太經典上一個常見的字， 這個字是

描述末世時神的國的情景。 路加十二：36， 

十三：25都有同一的情景。 所以耶穌指明禱

告與末世是有著極密切的關係， 在末世時我

們得享神國的筵席， 與神同在。 事實上， 整

個禱告都是與末世及救贖計劃有關的， 如 

 

● 願你的國降臨 

 

● 叩門的觀念 

 

● v.13指末世時， 將聖靈給你們。 

 

正因如此， 我們可以肯定的說， 禱告的核

心， 並非祈求個人物質需要的滿足， 而是神

的救贖計劃， 神國之降臨。 

 



2） 所以， 禱告並不等如求黃大仙， 有求必應， 

因為耶穌並不是在此開了一個 blank check, 

任我們去索取， 而是與天國及救贖有關的， 

我們可以說： 

 

● 祈求 - 乃祈求神的恩惠 

● 尋找 - 乃祈求天國和義 

● 叩門- 乃叩天國之門 

 

如此禱告， 必不落空。 

 

(三）認識天父： (v.11-13) 

 

1） 最後， 我們要看看我們要看看 v.11-13 

 



「你們中間作父親的，誰有兒子求餅，反給

他石頭呢？求魚，反拿蛇當魚給他呢？求雞

蛋，反給他蠍子呢？求雞蛋，反給他蠍子

呢？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

女；何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

嗎？」 

 

禱告的第二個條件要對天父有信心。 

 

我們是神的兒女。 在此耶穌用了另一個比

喻， 這不再是朋友， 而是父子的關係。有一

個兒子向父親求餅， 一個正常的父親， 不會

給他石頭， 求魚， 不會給他蛇， 求蛋， 不會

給他蠍子。 在巴勒斯坦， 石灰岩很似麵包， 

蛇是指無鱗的魚， 猶太人是不吃無鱗的魚

的， 蠍子是縮起來有點像雞蛋。 父親沒有可

能會拿這些東西來欺騙他的兒女， 所以耶穌



說：「你們雖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

兒女， 何況天父」。 所以， 禱告一定要信得

過神。 

2） 最好， 我們要看看最後一句：「何況天父， 

豈不更將聖靈給求祂的人嗎？」這是什麼意

思： 聖靈是路加／使徒行傳一個突出的主

題， 路加有一個特點， 每逢提到聖靈的時

候， 總是與末世的降臨有關的： 

 

● 一：15 - 約翰作為救主的引路者， 從母

胎 

                中就被聖靈充滿。 

 

● 一：35 - 馬利亞的懷孕與聖靈也大有關

係。 

 



猶大人把歷史分為二個世代， 一是現今邪惡

的世代， 一是將來的世代， 也是聖靈的世

代， 一個信主的人， 有聖靈在他心中， 這便

是標記了， 指明我們就是祂的兒女。 

 

 結論： 

 

1. 禱告是降服。  

 

2. 禱告者， 必須體驗自己的無助及相信神

的慈愛。 

 

3. 禱告與末世及神的救贖有著密切的關係， 

換言之， 在這 already-but-not-yet 時

代， 信徒的一個特色就是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