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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出來的傳統——

滕近輝的禱告觀與華人教會屬靈傳統

滕近輝牧師的事奉、思想與人生 : 213-227

滕近輝牧師（1922-2013年）的歷史，可稱為一段禱告的歷史—— 從
他回憶錄中對祈禱事件描述之豐富就可得知。研究滕近輝禱告觀可說是容

易的，也可說是有難度的—— 說是容易的，在於有關禱告的事件、經歷、

教導皆可在他的著作中隨處可見；然而，說是有難度的，乃因為我們都被

他所帶來的傳統影響着。我們都是這屬靈傳統下成長的人。因此，從傳統

中走出來客觀地反思傳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然而，「傳統」與「傳統內的人」，兩者的關係並非純粹單向的。

按着社會學的「反射理論」（Theory of Reflexivity）所說，因與果的關係

並非純粹的單向性。
1 

因此，「傳統」與「傳統內的人」彼此產生着一種

微妙關係。「傳統」一方面影響着「傳統內的人」，「傳統內的人」卻在

依從「傳統」的情況下，不知不覺間改變着傳統。因此，「傳統」與「傳

統內的人」的關係是互動的。甚至，兩者的互動關係是沒有意識的—— 傳

1 Pierre Bourdieu, An Invitation to a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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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內的人按照傳統行事，其實卻逐漸改變傳統。這種「傳統下的互動關

係」，在滕牧師如此重要的人物中更為明顯。滕牧師一方面承繼傳統，一

方面卻不知不覺間為下一代影響傳統的發展。

因此，在這承繼傳統與改變傳統的框架下，本文分析滕近輝牧師的

禱告觀，並嘗試探討他的禱告觀如何反映上一代教會的屬靈傳統，又同

時為香港教會塑造出不同的屬靈文化。本文主要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

「滕近輝的禱告歷史」是對滕牧師的禱告經歷作橫向性、歷時性的剖析

（chronological analysis），藉此為滕牧師背向的傳統和面向的教會作背景

性的剖析；另一部分「滕近輝的禱告觀」是對他的禱告觀一種神學性、共

時性的分析（theological and synchronical analysis），藉此對他的思想和時

代的回應作結論。

一　滕近輝的禱告歷史

以下是一段滕近輝牧師的禱告歷史。內容主要是滕牧師年輕時期受奮

興神學影響的信仰成長期（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1956年《祈禱出來的

能力》一書對滕牧師的影響，以及滕牧師在北角宣道會牧會時的禱告會歷

史。

 （一）奮興神學的信仰背景

滕牧師小學時已知父親每逢星期三晚帶領祈禱會。
2 

滕近輝的信仰成

長深受奮興運動影響—— 無論是年少時目睹宋尚節主領聚會時的禱告醫

治，或是丁立未奮興運動強調的禁食祈禱、「連環代禱運動」、清晨四時

起牀禱告等傳統，都對滕牧師影響尤深。1937年高中時期，滕牧師開始真

正追求信仰，並開始積極參加教會的祈禱會，甚至因為常常參加祈禱會的

緣故，被當時中國內地會的吳牧師邀請在崇拜講道，可見其積極程度。
3  

後來，大學獻身時期，深受美南浸信會的宣教士影響，在西北大學的學生

團契多次舉辦通宵祈禱會，並且在大型聚會中經歷禱告的能力。後來，畢

2 滕近輝：《都是恩典―― 滕近輝回憶錄》（香港：宣道，2009），頁5。
3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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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於愛丁堡大學的孔師母關心大學時滕近輝的靈性，更送機票給滕近輝遠

赴蘇格蘭讀神學。1947至1950年在愛丁堡讀神學期間，滕牧師建立了與一

位美國神學生每周日崇拜後一起禱告的習慣。
4  

五十年代開始，完成裝備的滕牧師打算回到國內事奉。當時，他卻

被邀請轉向香港事奉。面對事奉方向的抉擇，滕牧師在1950年年底的除

夕夜通宵祈禱。
5 1954年滕牧師擔任《恩雨》月刊主編，也認識創辦《恩

雨》月刊的美國宣教士兄妹 Mr. & Miss Morre 。滕牧師對他們有這樣的記

述：「他們兄妹二人每日只吃一餐，過着禁食禱告的事奉生活。」
6 

五十

年代早期，滕牧師在廣州聖經學院事奉，在他的憶述中，卻主要是記載當

時學院兩次外來講員有關禱告的信息：第一次是一位日本牧師講述禱告的

重要，同學經歷禱告的大能；
7 

另一次是Mr. Jarvis和擁有三個博士學位的

美國播道會牧師宣講禱告的信息，滕牧師都詳細記得禱告後彼此認罪的情

景。1956年，滕牧師有分參與葛培理佈道大會，香港眾教會聯合邀請，會

前舉行了通宵祈禱會，數百人聚集在青年會向神懇切呼求，滕牧師也在其

中。

總的來說，以上禱告事件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它們是滕牧師經歷的客

觀歷史，這些事件更是滕牧師回憶裏面的主觀回憶。這一點正正反映出滕

牧師對禱告經歷的重視。通宵祈禱會、禁食祈禱會、奮興祈禱等，正是滕

牧師人生中的重要屬靈路標。如此對禱告的確信和重視，正好在《祈禱出

來的能力》一書中反映出來。以下正是對此書的分析和研究。

 （二）祈禱出來的能力

1956年，三十四歲的滕近輝翻譯《祈禱出來的能力》一書，對他來

說，這書對他整個生命的影響甚大。他譯述：「我在一九五六年翻譯《祈

禱出來的能力》一書時，經歷了聖靈充滿，沒有方言，沒有神跡，卻經歷

了神的同在與祈禱的甜美，成為我一生的祝福。」《祈禱出來的能力》

（Power through Prayer）的原著作者是十九世紀美國衛理工會牧師白邦茲

4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25。
5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28。
6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30。
7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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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 McKendree Bounds）。白邦茲一生寫了共九本有關禱告的書籍，
8 
大

多於他離世後出版，並於1921年由Rev. Homer W. Hodge再整理編輯。
9 

滕

近輝於1956年有機會翻譯其中一本重要著作Power through Prayer，並取名

為《祈禱出來的能力》。對於此書，滕近輝寫道：

我曾經在一連幾個禮拜的時間，一直在極度充滿的狀態之下，心靈裏

充滿了禱告，常常有一連兩個小時的禱告，在鎖住的房間裏，感動的

熱淚不斷地在流着，聖靈裏的高峰與讚美的喜樂，像浪潮一樣一陣一

陣的泛濫，禱告是湧出來的，迸出來的，但是室外的人聽不見甚麼，

最多知道我是在關門安靜禱告。我心裏充滿了主的愛與得勝，講道有

新的能力，似乎心裏充滿了要傳的信息，湧流出來。我毫無懷疑地相

信是被聖靈充滿。這一切的來源只是因為我正在翻譯《祈禱出來的能

力》那一本書，書中句句話語打動着我的心，我就在跪下禱告時，進

入了這種充滿的狀態，一連一兩個月的時間。
10

《祈禱出來的能力》屬於靈修式的書籍，其中加插屬靈偉人的禱告

經歷與名言，以及作者對事奉、講道與禱告的之間關係。全書道理是淺白

的，也是集中的—— 禱告很重要，今日教會的傳道人需要付上更多時間禱

告。為此書作神學性的分析不容易，在此只為全書內容要點作出簡單的歸

納，並加以引句：

甲　以格言式的論述強調禱告的重要性

祈禱是講道者最強有力的武器。
11

 

祈禱造成品格，祈禱造成合用的講道人，祈禱造成好牧人。
12

  

每一個不把祈禱作為工作中的重要因素的傳道人，在神的工作上必成

為一個弱者。
13

  

8 這九本有關禱告的著作分別是Power through Prayer、Prayer and Praying Men、Purpose 
in Prayer、The Essentials of Prayer、The Necessity of Prayer、The Possibilities of Prayer、The 
Reality of Prayer、The Weapon of Prayer、Preacher and Prayer。

9 資料源自網上維基百科全書，<ht tp://en.wik iped ia.org/wik i/Edwa rd_McKendree_
Bounds>。

10 邦茲（E. M. Bounds）著，滕近輝譯：《祈禱出來的能力》（Power Through Prayers）
（香港：宣道，1957），序言。

11 邦茲：《祈禱出來的能力》，第一章。
12 邦茲：《祈禱出來的能力》，第一章。
13 邦茲：《祈禱出來的能力》，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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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死的講道，是沒有祈禱的講道。
14

講道人必須是一個祈禱人。
15

神聖的品格是由真正的祈禱形成的。
16

 

乙　清晨禱告的必要性

傳道人與他的主一同「整夜祈禱」。為了在捨己的祈禱上訓練自己，

他應該看主的榜樣：「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

那裏禱告。」（可一35）
17

 

西緬查理士將早晨四時至八時的時間獻給神。衛斯理約翰每天用兩個

小時禱告，從早上四時開始。
18

 

沒有一個不緊緊跟住神的人能夠得着他，沒有一個不在清早跟住他的

人，能緊緊跟住他。
19

 

早晨用更多的時間禱告，會像魔術一樣使許多衰敗的屬靈生活復興，

重新得力。早晨用更多的時間祈禱，將要在聖潔敬虔的生活上顯出它

的功效。
20

 

丙　禱告時間的長度與果效成正比

一個被稱為祈禱的傳道人的祈禱，並不是少許的祈禱，好像食物中加

入一點味素一樣，祈禱必須構成了他的血與骨。
21

 

但是在我們私人與神相交中，時間的長短與祈禱的價值很有關係。多

用時間與神親近，是使祈禱成功的祕訣。那感覺大有力量與作用的祈

禱，是長時間與神相交的直接產物或間接產物。

耶德遜博士在祈禱上的成功，被認為是因為他多用時間祈禱。
22

 

14 邦茲：《祈禱出來的能力》，第二章。
15 

邦茲：《祈禱出來的能力》，第四章。
16 

邦茲：《祈禱出來的能力》，第十章。
17 

邦茲：《祈禱出來的能力》，第五章。
18 

邦茲：《祈禱出來的能力》，第七章。
19 

邦茲：《祈禱出來的能力》，第九章。
20 

邦茲：《祈禱出來的能力》，第十九章。
21 

邦茲：《祈禱出來的能力》，第四章。
22 

邦茲：《祈禱出來的能力》，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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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個不祈禱的人能為神完成偉大而持久的工作。沒有一個不多用

時間的人能成為一個祈禱人。
23

  

不錯，聖經裏面所記載的祈禱是短的，但是那些祈禱者，在神面前有

很長的甜美和摔跤時間。
24

 

丁　禱告比工作重要

祈禱和內室，不是沉沒於研究之中或浸濡於工作計劃之中的書房，內

室第一，研究、工作第二。
25

 

一個鐘頭真正的祈禱，使我們比在書室中學到更多的功課。
26

 

戊　唯有禱告得着聖靈能力

聖靈的能力不是藉方法流出的，乃是藉着人；他不是降臨於方法中，

乃是降臨於人身上；他不是膏抹計劃，乃是膏抹人—— 祈禱的人。
27

 

祈禱，多多的祈禱，就是獲得這恩膏所付的代價；祈禱，多多的祈

禱，也是繼續保持它的唯一條件。如果沒有不住的祈禱，它（恩膏）

永不會臨到傳道人身上。
28

 

由以上各點可見，《祈禱出來的能力》一書強調禱告的重要性。甚

至，禱告的重要性在於禱告能夠直接影響着上帝的工作—— 沒有禱告，就

沒有上帝的工作；多禱告，多導致上帝的工作。因此，傳道人要透過長時

間、清晨祈禱、停下工作禱告來促使上帝的能力。這思想可說是滕近輝牧

師信仰成長時奮興神學的屬靈傳統的精髓。

（三）〈禱告會仍然是失敗的〉：北宣禱告會的發展

在奮興神學的成長背景以及1956年《祈禱出來的能力》一書的影響

下，1957年滕近輝牧師開始進入北角宣道會（下簡稱「北宣」）事奉。

一個有趣的問題：在信仰成長時期經歷的屬靈傳統的影響下—— 通宵禱告

23 
邦茲：《祈禱出來的能力》，第八章。

24 
邦茲：《祈禱出來的能力》，第十九章。

25 
邦茲：《祈禱出來的能力》，第四章。

26 
邦茲：《祈禱出來的能力》，第十三章。

27 
邦茲：《祈禱出來的能力》，第一章。

28 
邦茲：《祈禱出來的能力》，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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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禁食禱告、長時間禱告，滕牧師如何把這些信念和傳統實踐在自己牧

養的教會呢？更重要的是，當實際的牧養情況與這些屬靈傳統未能完全接

軌的時候，滕牧師如何回應呢？這正是這段要探討的問題。

一切由北宣的禱告會開始說起。北宣開堂的時候，與滕牧師小時候

父親帶領的祈禱會一樣，滕牧師將祈禱會定於星期三舉行。滕牧師在開堂

的程序表強調：「周三八時之查經祈禱會為本堂極重要之聚會，是一切靈

工之動力。」同時，仿效過往大學時候通宵禱告的經驗，滕牧師在教會每

年舉辦除夕通宵祈禱會。
29 

然而，可能星期三的祈禱會人數未如理想，祈

禱會後來改為星期四，更在1959年加設周六祈禱會。到了七十年代，舉辦

了二十年多的通宵祈禱會最後也停止，改為除夕祈禱會。雖然整體來說，

教會的禱告會人數不算差，但禱告會的人數增長與教會的整體發展不成正

比，情況不算理想。
30  

因此，1981年，滕牧師大力嘗試為教會提升禱告氣氛，並推動各樣祈

禱事工。一方面，滕牧師除了自己開始每周禁食禱告的習慣，他亦在教會

鼓勵信徒每月一次禁食禱告，並建議時間定於周六早上禁食早餐。另一方

面，滕牧師於該年多次在教會周刊撰寫有關祈禱的文章。
31 

然而，雖然經

過一輪推動與事工發展，教會的禱告氣氛始終未能達致長期的。滕牧師如

此記述：「（祈禱會）在九月中曾增至一百一十人，但其後又逐漸下降，

最近一次竟只有五、六十人，有又恢復從前情況。」
32 

其後幾年也沒有好

轉跡象。
33 

因此，到了1984年，滕牧師再一次推動教會的祈禱會。其中方

法包括改革祈禱會、邀請執事輪流作主席、設問卷詢問信徒意見、調整

祈禱會中查經與祈禱之比例、舉辦禱文徵文比賽，並於同年6月再次舉辦

「祈禱月」等等。

29 
「曾參加這祈禱會的信徒，譯述禱告會主要有滕牧師帶領，在中段休息，有姊妹已預

備好熱騰騰的水餃、粥與糖水給各人享用。甫踏入早上六時，一羣年青人會出現，承接禱告
的棒，舉行歲首祈禱會。」黃彩蓮、陳以恆：《恩典之路――宣道會北角堂六十年的歷史與
傳統（1952-2012）》（香港：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2013），頁254。

30 
黃彩蓮、陳以恆：《恩典之路》，頁257。

31 
分別是〈禁食祈禱的意義〉（1981年5月24日）、〈詩人體驗中祈禱十喻〉（1981年

8月2日）、〈從羅馬書十二章看事奉上的平衡〉（1981年8月31日）、〈禱告會仍然是失敗
的〉（1981年11月8日）。

32 
滕近輝：《給我羊—— 滕近輝牧師牧感言》（香港：宣道，1995），頁156。

33 
「本堂的祈禱會在過去的兩三年內，曾稍微挑旺過，但是隨即消沈下去。」滕近輝：

《給我羊》，頁188。

©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All Right Reserved

All R
igh

t R
ese

rve
ed



220

總的來說，滕牧師在北宣舉辦的祈禱會始終未能與他成長時的屬靈

傳統可媲美。甚至，與《祈禱出來的能力》中所要求的程度相差甚遠。因

此，對於祈禱會人數的未如理想，滕牧師也感到挫敗。他在1981年曾在教

會周刊中寫撰寫了一篇名為〈禱告會仍然是失敗的〉的文章。文中他提到

自己到祈禱會人數的下降感覺十分沉重，更為到祈禱會的疏落導致失眠。
34 

因此，面對成長背景下奮興神學與《祈禱出來的能力》的祈禱神學，滕牧師

正面對屬靈傳統與實際牧養場景之間的張力。

我們問：在傳統與場景之間的落差下，滕牧師如何一方面承接屬靈傳

統，同時又在實際中定義傳統呢？這問題正正在他的禱告觀中得到答案。

二　滕近輝的禱告觀 

承繼着奮興神學的傳統，卻面臨實際的牧養挑戰，滕近輝牧師的禱

告觀可說是兩者的結合。一方面，滕牧師沒有背棄傳統，甚至可以說，他

讚揚、承繼、推動着這種禱告屬靈傳統之美。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卻並

非完全盲目在實際的牧養上面複製過往的禱告傳統。雖然他以此為美，

也渴慕這種屬靈情景，但他卻為這種禱告傳統帶來新時代的補充和修正。

因此，以下是對滕近輝牧師的禱告觀作神學分析，並以此分為兩大類：

（一）奮興神學影響下的禱告觀；（二）從奮興神學中轉向的禱告觀。

（一）奮興神學影響下的禱告觀

甲　禱告的能力與聖靈

因着奮興神學禱告觀的影響，滕牧師認禱告本身 帶有能力。《祈禱

出來的能力》一書的翻譯名字已經說明了這一點。這書英文原著的名字

Power through Prayer，直譯可以理解為「透過／藉着禱告的能力」，滕牧

師卻加以修飾譯為「祈禱出來的能力」。這反映出禱告本身 具有力量，

而且能力直接由祈禱出來。滕牧師後來也寫道：「祈禱是教會的能源，

我們必須竭力保守它」，
35 也稱「禱告」為神所賜的能力其中一種。

36 

34 
滕近輝：《給我羊》，頁156。

35 
滕近輝：《給我羊》，頁67

36 
滕近輝：〈神所賜的五種能力〉，收氏著《一份禮物給事奉的人》（香港：中國神學

研究院，1989），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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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他認為禱告本身是一種力量、能源，甚至是發出能力的主體

（subject）。因此，當他論到禁食禱告時，也稱「禁食祈禱能發出特別的

屬靈能力」、「禁食祈禱能獲致神特別的指引」。
37  

當然，所謂「禱告帶有能力」其實是指涉聖靈的工作。無論是聖靈

的醫治、
38 

或是講道中聖靈的工作（恩膏），
39 

滕牧師皆認為是出於禱告

的能力。在此，滕牧師沒有為「禱告的能力」與「聖靈的能力」作出嚴格

的區分。
40 

滕牧師多次提及復興運動中禱告與聖靈的關係，
41 

並多次記載

教會更新改變是出於聖靈工作，也是眾人長期禱告的工作。例如，他認為

1974年韓國的福音大爆炸中，四十天禁食祈禱、通宵祈禱、急速增長，是

聖靈的工作，同樣是禱告的果效。

乙　禱告直接帶動上帝的工作

引申以上論點，禱告作為一股力量，同時推動着上帝的工作——要推

動上帝工作，需要禱告的力量。其中要注意的是，禱告與上帝工作之間不

僅帶着正面關係，更是一種比例式的正面關係。何謂按比例直接的關係？

就是上帝工作的多寡、可能性，直接基於基督徒禱告的力度、長度和頻密

程度之上—— 多禱告，多能力；沒有禱告，沒有能力。這種比例式的正面

關係，具體地闡明在以下「敲鐘的比喻」中，滕牧師寫道：

以前曾經拜讀司布真（Spurgeon）的一篇文章，裏面提到一個比

喻，當時我覺得好像不太合乎屬靈的邏輯，當時後來我明白了。他

說：「在神的寶座旁邊有一個鐘，鐘上有一條繩子連在地面。這個鐘

甚麼時候會響呢？就是當地上的人用全力拉動繩子的時候，神寶座旁

邊的鐘才會響。」我讀到這裏時，心裏聯想到進入日本神廟時要敲敲

鐘，先把他們的神敲醒，然後，神才聽到他們的禱告。難道我們的神

37 
這句話來自宣道會錦繡堂的網頁，題為〈禁食祈禱的聖經教導〉。真正出處不詳。

<http://churchfairview.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777&Itemid=36>。
38 

例如，滕牧師記載道：「一次，我在馬尼拉靈惠堂領會時，忽然全身出紅疹，而且腹
瀉，我立刻懇切祈禱。數小時候，紅疹全消，腹瀉亦停止，我又可以照常講道。」滕近輝︰
《都是恩典》，71。

39 
有關「恩膏」的討論，德國來華宣教士普愛民曾對此作出回應，指出華人教會對「恩

膏」理解的謬誤。普愛民︰〈何謂恩膏？〉，《神學與生活》（2003年12月）。
40 

甚至，滕牧師把聖靈的能力歸納 「神所賜的五種能力」中的其中一種。滕近輝：
《一份禮物》，頁13。

41 
滕近輝︰〈教會歷史中扭轉局勢的祈禱〉，《宣道文礪》第25期（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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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把祂喚醒麼？要有一個鐘在那裏特地用力敲就響一點，不用力

敲就不響，好像是不合神學；但是後來我明白，其實是頂合乎神學和

聖經的。
42

 

這種所謂「敲鐘的力度」，正好反映在人花在禱告的時間長度與力

度。「當地上的人用全力拉動繩子的時候，神寶座旁邊的鐘才會響。」拉

動繩子的力度正正與鐘響的聲音成正比，並且「用力敲就響一點，不用力

敲就不響」。由此可見，滕牧師認為這正反映出禱告與上帝工作之間是一

種比例式的正面關係。

這正是他鼓勵信徒多祈禱的原因。
43 

建基於以上的神學：禱告本身的

能力、禱告推動上帝工作、上帝必然回應禱告，一種所謂「禱告會神學」

就隨之產生——禱告會不僅是教會屬靈的指標，更是教會屬靈的成因。在

奮興神學禱告觀的影響下，追求禱告會人數成為教會復興的方法——更多

人祈禱、更長時間的祈禱、更早時間的祈禱
44 

成為了教會復興的途徑。人

的禱告影響着上帝的工作，從而影響教會的復興。這樣的禱告觀，正反映

出奮興神學和《祈禱出來的能力》一書的思想。
45 

丙　上帝垂聽的必然性

禱告與上帝工作的關係是直接比例的關係，禱告的力量帶動上帝的工

作，甚至上帝不能不回應。「祈禱洪流升向神的寶座，怎能不獲得神的大

能回應！」
46 

那麼，滕牧師是如何理解禱告不蒙應允的問題？有關這個垂

聽禱告的問題（petitionary problem），滕牧師在1984年中國神學研究院的

早會講道︰〈神聽禱告的方式〉中有詳細說明。
47 

42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159～160。

43 
滕牧師這樣寫：「有人的名字在教會名冊上，而在教會的崇拜中見不到他的影子，這

是第一種失蹤的基督徒；有的基督徒在祈禱會中從不露面，這是第二種失蹤的人；有的基督
徒從未進入內室，這是第三種失蹤的人。第一種人失去了救恩；第二種人使教會失去了許多
福份；第三種人使自己失去了許多福份。你是一個失蹤的人麼？ 」〈生命的內室〉，《生命
季刊》第2卷第2期。

44 
滕牧師鼓勵信徒清晨禱告，他寫道：「當我晚起床，或與他人早見面的時候，就常常

要在十一、十二時才能開始內室的祈禱。這是要不得的，是不合聖經教訓的。」
45 

本文不打算討論這思想神學是否正確。不過，同樣地，研究滕近輝牧師的高明發也
意識到，這種論述可以導致「人以禱告操控上帝工作」的神學問題。參高明發︰〈牧師和教
師——論滕近輝對香港華人教會神學思想和教牧領導模式的影響〉（建道神學院教牧學博士
論文，2010），頁163。

46 
滕近輝︰〈教會歷史中扭轉局勢的祈禱〉，《宣道文礪》第25期（1996年1月），頁3～4。

47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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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滕牧師是肯定禱告必蒙垂聽的真理，肯定聖經中「凡你們願

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約十五7）問題不是禱告沒有蒙垂聽，而

是人怎樣理解如何得到垂聽。因此，在〈神聽禱告的方式〉一文中，滕牧

師提供了七種神垂聽禱告的方式，要點大致如下：（1）因着神的榮耀，

神聽禱告有祂的時間（拉撒路復活的例子）。（2）神實踐禱告的方式不

同（大衛建聖殿的例子）。（3）神好像沒有禱告，其實恩典夠用（保羅

一根刺的例子）。（4）為別人禱告卻是自己得福（大衛為別人禱告的例

子）。（5）神對人的恩典和力量超過人的所求所想（雅各與天使摔跤的

例子）。（6）上帝加力量給禱告的人捱過苦難（客西馬尼園禱告的例

子）。（7）「神藉着不聽我們的禱告，來聽我們的禱告」（葛培理夫人

婚姻的例子）。

總的來說，滕牧師認為上帝必然垂聽禱告，並非直接回應禱告者的事

項，而是上帝必然整體地以恩典對待回應禱告的人—— 縱然不一定會以指

定的時間、方式來回應禱告，上帝卻會加力量、恩典、美好結果來回應禱

告的人。因此，禱告是上帝工作的必然動力。

 （二）從奮興神學中轉向的禱告觀

如前文所述，滕牧師一方面秉承着上一代的屬靈傳統，一方面卻不知

不覺間為這屬靈傳統提供新一代的轉向。所謂「不知不覺」，就此，兩者

之間的不是很明顯的。原因是，滕牧師沒有反對，只是在這傳統上加上一

點輕微的突破和修改。

甲　禱告與行動

在奮興神學的禱告傳統下，滕牧師卻非常強調禱告與工作、禱告與行

動之間的不可或缺性。這正是與「禱告優先」的奮興神學不盡相同。滕牧

師強調工作與行動的重要，禱告與工作正是「動與靜的配合。一面禱告，

一面工作」。甚至，他更認為「禱告不能代替工作，每一個真正禱告的人

故是一個積極工作的人」。
48 

特別留意的是—— 雖然這觀察未必有充足證

據，但這對行動與工作的肯定偏向出自他較晚期的文章之中。可見，他在

可見教會牧養後為現實的牧養狀況作出傳統的調整。

48 
滕近輝：《生命的事奉》（香港：宣道，1984），頁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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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2002年出版的《偏差與平衡》一書當中，滕牧師更特別強調

「以祈禱代替工作」的偏差看法，他寫道：

祈禱可以推動全能者的膀臂，以施展祂的大能，成全人所不能成全的

事工。這是千真萬確的。但是每一個事奉主的人，必須是一個積極

工作和進取的人。當慕迪先生所乘的船遭遇危險時，有人說：「讓我

們祈禱吧！」但是慕迪先生說：「讓我們一面作救急工作，一面禱

告。」祈禱不能代替工作；每一個真正祈禱的人，都是一個積極工作

的人。一位主所大用的人說：「我祈禱時是一位預定論者；我工作時

是一位亞米紐斯論者（Arminianism）—— 認為我要因工作不力而負

自己失敗的一切責任。」
49

 

同樣地，在1999年出版的《活出和諧與美好》中，滕牧師更重新為禱

告下定義：「禱告的真義就是化禱告為行動。不然祈禱只是宗教的儀式而

已，沒有實際的價值。」
50 

由此可見，滕牧師晚年雖然仍然敬佩和認同奮

興神學的禱告觀，但他卻在這傳統下加入更完備的理解。
51 

乙　超越禱告的生命追求

除了對工作與行動的肯定外，滕牧師從奮興神學中轉向的跡象表彰在

一篇1985年中國神學研究院早會的信息之中。這早會的講章名為〈祈求、

尋找、叩門〉。〈祈求、尋找、叩門〉一文其實是滕牧師對登山寶訓「我

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太七7）

的釋經。有趣的是，對段這段經文，滕牧師罕有地以非傳統、非主流的神

學釋經方法來詮釋。

首先，滕牧師認為「祈求」、「尋找」、「叩門」是一種具遞增

性、層次性的基督徒行動——「尋找」高於「祈求」；「叩門」高於「尋

49 
滕近輝：《偏差與平衡——完美靈性的追尋》（香港：宣道，2002），頁113

50 
滕近輝：《活出和諧與美好——基督徒生活及事奉20律則》（香港：宣道，1999），

頁149。
51 

胡欽牧師在滕牧師八秩壽宴追述：「若我早上六點起來，已見不到滕牧師了，他六點
前便要離家去神學院教書。晚上十一點，他還亮燈寫文章。我清晨三時許醒來，燈仍亮着，
原來他已起床祈禱讀經，預備一天的事奉。天天如是。他的身體瘦弱，常常發燒，然而大清
早便拿起公事包教書去了。那時生活艱苦，每月頭教會支薪三百元給他，月底他拿五百元回
來奉獻，補教會的不足，月月如是。滕牧師把生命擺在祭壇上和弟兄姊妹身上，是完全的生
命的事奉。」不過，滕牧師也不是每次都能堅持六時前起床的習慣，他曾提到：「有一日，
我正在睡覺，忽聞有人說：『已經六時了，起來祈禱吧！』我立即坐起來看手錶，正是六
時。我相信這是主提醒我學習祈禱的功課。」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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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何謂「祈求」？就是一般的禱告，上帝樂意回應人的祈禱。然而，

滕牧師卻補充說：「尋找的意義我相信超過了禱告的求，乃是屬靈的尋

找、追求」。
52 

在此，滕牧師把中文「求」這個字分為兩種屬靈意思——

分別是祈求的「求」和追求的「求」。有趣的是，在希臘文原文中，這

兩種「求」其實分別來自兩個不同希臘文αἰτέω和ζητέω。神學釋經上，滕

牧師把這兩種「求」看為同一個意思，「那個求是禱告的求，也是追求的

求。」
53 

上帝的恩典和供應不僅是給祈禱的人，而是給以整個生命追求上

帝的人。滕牧師認為，這種生命的追求，有比禱告更深的層次。滕牧師繼

續寫道： 

從實際生活畫分的時候，禱告是我們屬靈追求的一部分，所以我們整

個的尋求，是更大的範圍。我們整個生命投入那樣的祈求，神會垂

聽，神會回應，神會賜下，神會動工。
54

  

在此，滕牧師繼續保留原有「禱告帶動上帝工作」的思想。然而，他

卻認為真正與上帝恩典互動的，不僅是表面的祈禱，而是整個基督徒生命

對上帝的追求和渴慕。因此，可以說，滕牧師嘗試重新定義禱告——禱告

不再局限於具體的禁食禱告、祈禱會、或是通宵祈禱，而是整個人生命對

上帝的追求。滕牧師道：

禱告的求很重要，那是不錯的，而我們整體的尋求、追求，是超越了

禱告，但另一方面說是不超越禱告，因為禱告不論是有聲的、無聲

的、只要整個的人在神面前仰望、依靠、等候、都是屬於禱告，是禱

告的基本性質範圍之內的事物。

「生命的追求」一方面超越了禱告，因為它比禱告處於更深、更廣的

層次；一方面它沒有超越禱告，因為「禱告」不再被定義為奮興神學式的

敬虔行為，而是整個基督徒對上帝的仰望、依靠和等候。

52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159

53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159

54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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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語

從滕近輝牧師的一生經歷和思想中我們可見，他對禱告的渴慕、對

禱告的推動、對禱告的思考從來沒有停止。背負着上一代的屬靈傳統，面

對着下一代的屬靈餵養，滕牧師為我們作了美好的榜樣：尊重傳統、繼承

傳統、推動傳統，卻在屬靈傳統下以生命回應上帝活潑的道和教會的實際

需要；不盲目複製過去傳統的屬靈觀念，卻在上帝的話語中不停默想、更

新；以生命的榜樣、行動、禱告為下一代教會帶來深遠的影響。

滕近輝牧師的離開，為宣道會、香港眾教會留下一個問題——我們如

何在自己的屬靈傳統下走下去？我們如何在屬靈傳統下繼續更新自己？這

正是每一位在歷史與傳統下存活的基督徒都有責任思考的問題。更重要的

是，這都是我們禱告尋求上帝的事情。我們只能再次學效滕近輝牧師，以

禱告、生命尋求我們的上帝：

父神啊，求你憐憫我，使我成為一個合用的器皿，

不致攔阻你用血所買贖的教會。 

求你幫助我時時記得我的地位與責任，

不致白佔地土。 

求你賜給我禱告的靈，常在你面前呼求。

將我的沉睡除去，使我每日心中只有一個思想︰

你與你的託付。 

願聖靈充滿我，奮興我，

然後我才能帶領別人。

阿門！
55

 

55 
這是滕近輝牧師在回憶錄《都是恩典》中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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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  要
滕近輝牧師的歷史，可稱之 一段禱告的歷史——從他回憶錄對祈禱事件描述

之豐富可以得知。在中國奮興佈道運動的背景下成長，禱告醫治、通宵禁食、興

旺祈禱會等屬靈傳統，塑造出滕牧師對禱告能力堅定不移的確信。正與他所說，

「禱告，就是推動上帝的手工作。」1956年，滕牧師翻譯 E. M Bounds 一書《祈

禱出來的能力》（Power through Prayer），更讓他深信禱告對信仰不可取締的角

色。在香港牧會時期，滕牧師繼續以此想念作牧會方針。本文嘗試從歷史與神學

的角度，分析滕牧師對禱告的理解，探討在禱告中上帝的工作與人的工作之間的

關係，從而反省華人教會在這屬靈傳統的影響下如何走下去。

ABSTRACT
The biography of Rev Philip Teng can be regarded as a history of Prayer. Grown 

up in the traditional background of evangelistic revival moment in China（eg. prayer 
healing, overnight prayer meeting, intensive prayer meeting）, Philip Teng had a strong 
faith on the power of prayer. As he once said, "Prayer is like a hand leading to God's 
work." 1956 Philip Teng translated E. M Bounds' work Power through Prayer , which 
had an influential meaning to his later life as well as his pastoral ministry in Hong 
Kong. This essay analyses Teng's understanding on prayer in a historical and theological 
perspectives, and tries to depict his 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s work und 
human work in prayer— Teng's understanding of prayer would have a implication to the 
theological reflection of spiritual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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