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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祈禱基督徒的祈禱基督徒的祈禱基督徒的祈禱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基督徒生活中的祈禱基督徒生活中的祈禱基督徒生活中的祈禱基督徒生活中的祈禱 

 

2558. 「大哉信德的奧跡！」在宗徒信經中，教會宣認這奧跡 (卷卷卷卷一)； 在聖

事禮儀中，教會慶祝這奧跡 (卷二卷二卷二卷二)，為使信友生活這奧跡，在聖神內

師法基督，以光榮天主聖父 (卷三卷三卷三卷三)。所以這奧跡要求信友在與生活而

真實的天主之活生生而親密的關係中，相信、慶祝、活出這奧跡。這

關係就是祈禱。 

 

祈禱是甚麼祈禱是甚麼祈禱是甚麼祈禱是甚麼？？？？ 聖女小德蘭，《自傳手稿》：對我來說，祈禱祈禱祈禱祈禱是內心的奮發之情，向蒼天的淳樸凝視；是困苦中或歡樂中感恩報愛的頌謝聲。 

祈禱是天主的恩賜祈禱是天主的恩賜祈禱是天主的恩賜祈禱是天主的恩賜 

2559. 「祈禱是舉心嚮往天主，或者向天主求適合的恩惠」。祈禱時，我們

從何處說起呢？是從我們的高傲和我們自己的願望嗎？抑或是從謙虛

和懺悔的心的「深處」呢(詠 130:14)？「誰若謙抑自下，將被高舉」。

謙虛謙虛謙虛謙虛是祈禱的基礎。「我們不知道該怎樣祈禱才好」(羅 8:26)。祈禱是

我們無功而得的恩惠。謙虛才是接受此恩惠的最佳心態。人在天主面

前是個乞丐。  

2560. 「你若認識天主的恩惠！」(若 4:10)。祈禱的妙義就妙在這裡：我們來

到井邊汲水，就在那裡，基督來與每個人相遇。祂先來尋找我們，開

口向我們要水喝。耶穌口渴；祂的要求來自天主的內心深處：天主渴

望我們。不管我們知道或不知道，事實上，祈禱就是天主的渴望與我

們的渴望相遇。天主渴望我們渴望祂。  

2561. 「你要向祂求水喝，祂就會給你活水」(若 4:10)。我們的祈求原是一個

吊詭性的回應。回應生活的天主的抱怨：「他們離開我這活水之泉，



去掘漏水的水池！」(耶 2:13)，以信德回應天主無條件給予的恩許，以

愛回應天主獨生子的口渴。  

祈禱是盟約祈禱是盟約祈禱是盟約祈禱是盟約 

2562. 人從哪裡發出祈禱？無論用甚麼語言(姿勢或言語)，總是整個人在祈

禱。但為了指出祈禱從那裡湧現出來，聖經有時說是靈魂或心神，而

提及心的次數最多(超過千次)。的確，是人的心在祈禱。如果心遠離天

主，外表的祈禱就虛而不實。  

2563. (按照閃族和聖經的說法：我投宿心中)心是居所，我在此，我居此。心

是理性抓不到，別人也摸不著的隱密中樞，只有天主的神才能洞察和

認識它。 心是作決定的地方， 在我們心靈欲望的最深處。心是真理所

在，是我們選擇生或死的地方。心亦是相遇之處，因為按天主的肖

象，我們活於關係中：心是結盟之所在。  

2564. 基督徒的祈禱是天主與人在基督內結盟的關係。它是天主的行動，也

是人的行動；它發自聖神，也出自我們，並與降生成人的天主子的人

性意願相結合，而完全指向天主聖父。  

祈禱是共融祈禱是共融祈禱是共融祈禱是共融 

2565. 在新約時代，祈禱是天主子女，跟無限美善的天父，偕同祂的聖子耶

穌基督及聖神活生生的關係。天國的恩寵是「整個天主聖三與人整個

的心神的結合」。因此，祈禱生活就是經常活在天主聖三的親臨及與

祂的共融中。這一生命的相通隨時可得，因為透過洗禮，我們已經與

基督結成一體。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祈禱的特色正是與基督的共融，並且這共融擴

展到祂的身體、教會內。祈禱的幅度就是基督之愛的幅度。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祈禱的啟示祈禱的啟示祈禱的啟示祈禱的啟示 

眾人奉召作祈禱眾人奉召作祈禱眾人奉召作祈禱眾人奉召作祈禱 

2566. 人一直在尋求天主人一直在尋求天主人一直在尋求天主人一直在尋求天主。天主透過造化妙工使一切存有從虛無中走向存

在。稍遜於天使「以光榮和榮耀作冠冕的人」(詠 8:6) ，有能力確認

「上主的名號何其偉大，遍及大地」(詠 8:2)。雖然人犯了罪，反映不

出天主的模樣，但人仍保存造物主的肖象，心中仍嚮往那使人存在的

造物主。所有宗教都為此作証：尋求天主是人天性的需求。  

22567. 天主先召喚人天主先召喚人天主先召喚人天主先召喚人。人可能遺忘他的造物主，或者逃避天主的聖容而遠離

祂，或者追隨自己的偶像，或者遷怒天主拋棄他；但是真實而生活的



天主仍不倦地召喚每一個人，在祈禱中與祂奧妙地相遇。信實的天主

常首先在祈禱中採取這種愛的行動，而人的行動常是一種回應。當天

主逐漸顯示自己，並把人啟示給人時，祈禱就好似天主與人的彼此呼

喚，互結盟約的劇情。透過言語與舉動，這戲劇席捲人心而在整個救

恩史中展現出來。  

 

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 

舊約時代舊約時代舊約時代舊約時代 

2568. 舊約中祈禱的啟示，發生在人的墮落與人的得救之間，即在天主對其

第一對子女痛苦的召呼：「你在那裡？……你為甚麼做了這事？」(創

3:9,13) 及其獨生子進入世界時的答覆之間，祂答道：「天主，看！我

已來到，為承行祢的旨意」(希 10:5-7)。這樣看來，祈禱與人類歷史是

分不開的；祈禱是在各歷史事件中，人同天主的關係。  

創造創造創造創造────────祈禱的泉源祈禱的泉源祈禱的泉源祈禱的泉源 

2569. 祈禱生活首先以創造創造創造創造的眾多事跡開始。創世紀前九章把人類與天主的

關係描述為亞伯爾向天主祭獻首胎羊隻，厄諾士出生後，呼求天主的

名，「與天主同行」(創 5:24)。諾厄的奉獻悅樂天主，並得到天主的降

福。通過諾厄，天主也降福了整個的受造界，因為諾厄為人正義，天

性正直，也「與天主同行」(創 6:9)。祈禱的這種素質在所有宗教中，

由眾多的正直人士生活出來。  

天主與芸芸眾生訂立永恆不渝的盟約時，常請人們向祂祈禱。然而，

特別由我們的祖先亞巴郎起，祈禱才在舊約中啟示出來。 

應許和信德的祈禱應許和信德的祈禱應許和信德的祈禱應許和信德的祈禱 

2570. 亞巴郎一聽到天主的召喚，便「遵照天主的吩咐」(創 12:4)，立刻動

身。他的心完全降服於「天主的聖言」，聽從祂的命令。由內心聆聽

而作出服從天主的決定是祈禱的本質，語言在其次。但亞巴郎的祈禱

先表達在行動中：他緘默寡言，他在旅途中的每一階段，都給上主建

造一座祭壇。稍後，才出現他第一次用言語的祈禱：隱約的抱怨聲，

提醒天主，許諾之言似乎未見實現。如此，由一開始就出現了祈禱的

戲劇性的一面：面對天主的信實，信仰受到考驗。  

2571. 亞巴郎信仰天主，在祂面前行走，與祂結盟，而準備妥當在他的帳棚

裡款待神秘的客人，這就是令人驚歎的瑪默勒橡樹下的好客表現，是

日後天使報喜，許諾真天主子誕生的前奏。從此以後，天主將其計劃

託付給亞巴郎，亞巴郎感受到上主對罪人的惻隱之心，而敢滿懷信心



地，大膽為罪人代禱。  

2572. 亞巴郎的信德受到了最後的淨化，就是天主要求這位「許諾的保管

人」(希 11:17)，祭獻天主賜給他的獨生子。他的信德堅定不移：「天

主自會照料，提供作全燔祭的羔羊」(創 22:8)，因他「相信天主具有使

死者復活的能力」(希 11:19)。這樣，信德之父竟肖似天父；天父不吝

惜自己的獨生子，反而為了我們眾人的得救，把祂交出。祈禱使人肖

似天主，並分享天主那拯救眾人之愛的德能。  

2573. 由於雅各伯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先，天主向他重申自己的許諾。他

對抗大哥厄撒烏之前，與一位神秘人物整夜搏鬥，那人不願透露自己

的姓名，但離開前在黎明時分祝福了他。教會靈修傳統視此一敘述為

祈禱的象徵；祈禱是信德的戰鬥和堅持到底的勝利。  

梅瑟和中保的祈禱梅瑟和中保的祈禱梅瑟和中保的祈禱梅瑟和中保的祈禱 

2574. 當天主的恩許開始實現時 (逾越， 出谷，法律的頒賜以及盟約的締

結)，梅瑟的祈禱就成為代禱的顯著預象。此預象在「天人之間唯一中

保──基督耶穌」身上圓滿地實現 (弟前 2:5)。  

2575. 在此再度顯示出天主先行第一步來接觸人。祂從焚而不毀的荊棘叢中

召叫梅瑟。這事件在猶太和基督徒的靈修傳統中，將成為祈禱的最原

始的預象之一。事實上，如果亞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的天主召叫自

己的忠僕──梅瑟，這正因為天主是生活的天主，祂願意人生活。祂

自我啟示，目的在於救人，但不是單獨的去作，也不會違反他們的意

願：天主召叫梅瑟，旨在派遣他，要他也懷有祂憐憫之心，參與祂救

世的工程。天主派遣梅瑟時，似乎在懇求他。經過冗長的爭辯，梅瑟

終於將自己的意願翕合於救主天主的旨意。但是在此對話中，天主信

任梅瑟，梅瑟也學會祈禱：他迴避、反對，但他主要還是詢問。在答

覆詢問時，天主終於向他說出自己不可言喻的名字，這名字將透過天

主的奇妙化工，逐漸啟工，逐漸啟示出來。  

2576. 「天主與梅瑟面對面的談話，就如人同朋友交談」(出 33:11)。梅瑟的

祈禱是默觀祈禱的典型，藉此默觀，天主的僕人才能忠於他的使命。

梅瑟經常和長久地與上主「談心」。他上山，聆聽上主之言並向祂懇

求；他下山，給子民傳達天主之言並領導他們。天主說：「他在我全

家中是最忠信可靠的，我面對面與他明明說話」(戶 12:7-8)；事實上，

「梅瑟為人十分謙和，世界上無人可以與之相比」(戶 12:3)。  

2577. 在與這位緩於發怒、富於慈愛和信實的天主親密的交往中，梅瑟汲取

了力量和堅韌不拔的毅力，來為子民代禱。他不為自己祈禱，而為天

主所掙得的子民祈禱；在同阿瑪肋克人作戰中，或者為米黎盎求病癒

時，梅瑟為他們代禱。特別當子民背叛天主，「反抗」天主之後，梅

瑟為了拯救他們，「站在裂口的地方」，在天主面前 (詠 106:23)，為民

眾代禱。代禱也是一場奧妙的搏鬥，梅瑟祈禱的論証啟發了猶太民族



和教會的偉大祈禱者敢於祈求：天主是愛，因此祂也是正義的和信實

的；祂絕不會自相矛盾，祂應憶及自己的奇妙化工，這關係到祂的光

榮，祂不能放棄這擁有祂名字的子民。  

達味與君王的祈禱達味與君王的祈禱達味與君王的祈禱達味與君王的祈禱 

2578. 天主子民的祈禱，是在天主的居所，即結約之櫃以及稍後的聖殿的蔭

庇之下發展。教導民眾祈禱的，首推民眾的領導者──牧者和先知。

撒慕爾從他母親亞納那裡學到如何「站立在天主面前」；從司祭厄里

處學會如何聆聽天主的話：「上主，求祢發言，祢的僕人在此聆聽」

(撒上 3:9-10)。稍後，撒慕爾自己也認識到代禱的重要和價值：「至於

我，我決不願得罪上主，停止為你們祈禱或停止教導你們行善，走正

路」(撒上 12:23)。  

2579. 達味是「合乎天主心意」的傑出君王，是為人民並以人民之名作祈禱

的牧者。他服從天主的旨意，歌頌上主並懺悔認罪，都是人民祈禱的

典範。他受天主的傅油，他的祈禱在於忠實依恃天主的恩許，滿懷愛

慕和愉快之情而信賴天主、唯一的君王和上主。在聖詠中，達味受聖

神默感，是猶太人和基督徒祈禱的第一位先知。基督──真正的默西

亞及達味之子──的祈禱，將啟示並完成這種祈禱的意義。  

2580. 達味本擬建築耶路撒冷大殿作為祈禱之所，此計劃日後由他的兒子撒

落滿予以實現。聖殿的奉獻禱詞，是根據天主的恩許和祂的盟約、祂

在自己子民中顯威能的聖名，以及對出埃及之種種奇妙作為的回憶而

編寫的。君王舉手向天，為他自己，為全體人民，為後代子孫的罪

赦，和每日所需向上主祈求，好使天下萬國知道上主是唯一的真天

主，也使人民全心全意臣服於上主。  

厄里亞厄里亞厄里亞厄里亞、、、、先知與心靈的皈依先知與心靈的皈依先知與心靈的皈依先知與心靈的皈依 

2581. 聖殿應是天主子民祈禱的教育場所：朝聖、慶節、祭祀、晚祭、香、

「供」餅，這一切是至高和近在咫尺的天主神聖和光榮的標記，曾是

召喚子民祈禱和學習祈禱的途徑。然而，拘泥於儀式的形式主義往往

使人過分著重外在的敬禮。當時天主子民所需要的是信德的培育和內

心的皈依，這是流徙前後先知們的使命。  

2582. 厄里亞是眾先知之父，是「追尋上主，和追求天主儀容之子息」的父

親(詠 24:6)。他的名字「厄里亞」意謂「上主是我的天主」，預告人們

為回應他在加爾默羅山上的祈禱所發出的呼聲雅各伯為了激勵我們祈

禱，提到厄里亞先知說：「義人懇切的祈求大有功效」(雅 5:16b-18)。  

2583. 隱居在革黎特溪畔的厄里亞，學會了慈悲之後，就教導匝爾法特寡婦

對天主的話的信仰，並以懇切的祈禱堅強這信仰：天主使寡婦的兒子

復活。  



在加爾默羅山上舉行祭獻的一刻，正是天主子民的信仰受到決定性考

驗的時刻。藉著厄里亞懇切的祈求，上主之火燒毀了全燔祭品，那

時，「正是奉獻晚祭的時分」，「上主，應允我，應允我！」東方禮

儀在感恩祭呼求聖神禱詞中，採用了厄里亞的這些話。 

最後，當厄里亞在曠野中，再次踏上旅途，前往那真實而生活的天主

顯現於自己子民的地方時，他好像梅瑟一樣，「躲在山洞裡」，直至

天主奇妙的臨在「經過」時為止。他們二人所尋求的天主聖容，日後

僅在顯聖容的山上，才顯露出來。天主的光榮是在被釘死而又復活的

基督的面貌上認出。 

2584. 在同天主「單獨面對面」的會晤中，先知們汲取了執行他們使命所需

要的光和力。他們的祈禱並不是逃避無信仰的世界，而是聆聽天主的

聖言，有時是同天主的爭執，或對天主的抱怨，但始終是一種代禱，

此代禱是為等待和準備天主、救世主、歷史的主宰的干預。  

聖詠聖詠聖詠聖詠────────聚會的祈禱聚會的祈禱聚會的祈禱聚會的祈禱 

2585. 從達味直到默西亞的來臨，聖經上保存了不少的祈禱經文，這些經文

顯示祈禱者為己為人的祈禱一直在深化。這些聖詠逐漸蒐集成書，共

有五集。聖詠集又稱「讚歌」，是舊約祈禱的傑作。  

2586. 在耶路撒冷的大慶節及各地會堂的每個安息日中，聖詠就滋潤和表達

天主子民聚會的祈禱。這樣的祈禱既是個人的，又是團體的，二者不

可分割，它涉及祈禱者本身和眾人。它發自聖地以及散居的子民團

體，也包括整個受造界；它回憶過去的救恩性事件，同時延伸到歷史

的終結；它紀念已經實現的天主恩許，它又等待那決定性地圓滿實現

恩許的默西亞。用以在基督內祈禱，並在基督內實現的聖詠，至今仍

是基督教會祈禱必要的成分。  

2587. 在聖詠集一書中，天主的聖言成為人的祈禱。在舊約的其他書中，

「言語宣布(天主為人所完成的)工程，並闡明其中含有的奧跡」。在聖

詠集中，聖詠作者則以自己的言語歌頌天主的救世工程。同一聖神啟

發天主的作為和人的回應。工程與回應，基督統之於己身。在基督

內，聖詠不斷教導我們祈禱。  

2588. 聖詠祈禱多采多姿的表達方式經常在聖殿內的禮儀中，和在人心裡形

成。無論是讚美詩或哀怨禱詞、感恩頌、個人或團體禱告、王室頌歌

或朝聖歌(仰慕聖殿)、智者的默想，聖詠總是一面鏡子，反映著天主在

人類歷史中的奇妙化工，以及作者生活的實在處境。某篇聖詠可能反

映出某一過去的事件，但它是如此樸實，致使任何處境和時代中的

人，都可以真誠地用來祈禱。  

2589. 有幾個不變的特點貫徹所有聖詠：禱文的純樸、自然；透過並偕同受

造界的一切美好事物渴望天主本身；信者由於對上主特殊的愛而身處



困境，成為眾多仇敵與誘惑的目標；在等待著信實的天主有所行動

時，確信天主的愛，而任由祂的旨意決定。聖詠祈禱常以讚頌為主；

因此將舊約傳給我們的聖詠集稱為「讚歌」是非常合適的。聖詠成集

是為聚會崇拜之用，它使人聽到請人祈禱的召喚，並對之唱出回應：

Hallelou-Ya (阿肋路亞)，「讚美上主！」。  聖安博，《聖詠漫談》：有甚麼比一首聖詠更美的呢？達味說得好：「請讚美上主，因為聖詠美好：讓我們以柔和優美的歌聲讚美上主！」說得對，因為聖詠是子民唱出的祝頌，是會眾一起讚美天主的歌聲，眾人的鼓掌聲，宇宙之言，教會之聲，悅耳的信德宣誓。 

撮要撮要撮要撮要 

2590. 「祈禱是提昇自己的靈魂到天主台前，或是向天主懇求一些合宜的恩

惠」。  

2591. 天主不倦地召叫每一個人與祂奧妙地相遇。祈禱伴隨著整個救恩史，

猶如天人之間彼此的呼喚。  

2592. 亞巴郎和雅各伯的祈禱看來是一個信德的戰鬥，這信仰表現在對天主

忠誠的信賴上，和對天主的恩許終必獲勝的信念上。  

2593. 梅瑟的祈禱是對主動拯救其子民的生活的天主作回應。他的祈禱預示

了唯一的中保、基督耶穌的轉禱。  

2594. 天主子民的祈禱在天主居所──約櫃及聖殿──的蔭庇下逐漸發展。

此發展由牧者們，尤其由達味王和先知們所領導。  

2595. 先知們呼喚人心皈依，在像厄里亞那樣熱切地尋求天主聖容時，他們

也為人民代禱。  

2596. 聖詠是舊約中祈禱的傑作，其中包括兩個分不開的因素：個人的和團

體的。聖詠伸展到歷史的所有幅度，紀念天主已實現的恩許，並期盼

著默西亞的來臨。  

2597. 用以在基督內祈禱，並在祂內實現的聖詠，是基督教會祈禱的一個歷

久不變的必要成分。適於任何處境和時代之人的祈禱。  

  

<續 2598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