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基石課程 -第十一課（下）



課程第一部分：認可課程並成長

生命是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接受耶穌，只是一個變成上主想
要你成為的樣子的開始。

這個學習的過程是一個美妙的事！沒有人是完美的，這就是整
個的生命！------它不會完美，它是不斷的學習和成長。

可能要明白這個道理的最好方法，是去看耶穌在約翰福音15章
所給以的例證。它是關於對結果子的枝子的修剪。

約翰福音15：1-2, 
4-5 --- 我是葡萄樹,
我父是栽培的人。凡
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
祂就剪去;凡結果子
的,祂就修理乾淨,使
枝子結果子更多。你
們要常在我裏面,我
也常在你們裏面.枝
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
自己就不能結果子;
你們若不常在我裏面,
也是這樣。我是葡萄
樹,你們是枝子.常在
我裏面的,我也常在

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什麼。



體驗你的靈性發展就像鍛煉你的身體!

鍛煉對你的身體有什麼好處呢?-----強壯你。所以你經歷的每
一個體驗,每一個考驗,每一個試驗,每一個新的事物,每一件事
你都可以是學習,促使你可以得到經驗,並且經驗對你的思想和
你的靈,就像鍛煉對你的身體一樣。你經歷的每一個經驗,上主
都試圖讓你更強壯!

重擔可能會成為一座橋

一個生物學家講述了,他是怎樣觀察一隻螞蟻扛著一根稻草,那
看起來似乎是一個對它來說過大的負擔。那只螞蟻來到一個地
縫處,這個地縫太寬了以至於它不能穿過去。它站在那似乎是
在沉思這個狀況,然後把那根草放在裂縫上並從草上走了過去.
這裏有一個功課給所有的!一個人的重擔可以成為他前進的一
座橋。

完成比賽

在格林斯潘（Bud Greenspan）的《奧林匹克史上100個最偉大
瞬間》一書中，我們可以從約翰·斯蒂芬·奧克華里（John 
Stephen Akhwari）的感人故事，獲得極大的啟發。

1968年墨西哥市奧運馬拉松比賽，當獲勝者衝過終點線時，與
會官員和觀眾都認為那是比賽的高潮。然後，一個小時後，來
自坦尚尼亞的選手約翰·斯蒂芬·奧克華里進入體育場。他因
為摔傷了，傷口仍在流血，纏著繃帶，拖著脫臼的膝蓋，他一
瘸一拐地痛苦前行。

當奧克華里在夕陽照耀下，沿著跑道往前走時，剩餘的人群開
始高聲喝采。當他越過終點線時，人群的歡呼聲會讓你以為奧
克華里才是冠軍。



後來，有人問他為什麼不放棄跑完全程時，奧克華里回答說：
「我想你可能不理解。我的國家派我飛了5000英里來此，並非
僅開始比賽。他們派我飛了5000英里來此，是要我完成比賽
的。」

當生命使你傷痕累累、渾身是血時，不要放棄；你的造物主並
非派你到這世上來開始比賽，而是要完成它的！「讓我們存心
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
耶穌。」

繼續努力下去，不論代價如何。繼續戰鬥下去，不論臉腫鼻青。
繼續奔跑下去，不論多少次跌撞、摔倒在地。在上帝的眼中，
你的傷口、淤青、擦痕、傷疤都是榮譽勳章，它們是即使道路
坎坷艱難，你仍然充滿信心、勇氣、決心和一心奉獻、繼續前
行的標幟！你或許會跌倒，但你拒絕放棄。

在比賽終了時，你將能夠像使徒保羅那樣說：「我唯一的目標
就是完成比賽，並完成主耶穌給了我的任務。」（提摩太后書
4：7—8）

注目看耶穌，而不是看你自己。

羅馬書7:18a----我也知道在我裏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
善。
加拉太書2:20----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
著。
以賽亞書26:3----堅心依賴您的,您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為他
依靠您。

把你的眼睛盯在耶穌身上。思念上主!耶穌是你最好的朋友,祂
是可以幫助你獲得勝利的那一位,無論你面對的是你個人的問
題或是阻礙都可以克服。



彼得行走在水上-----當他把眼睛從上主身上移開時幾乎下沉了！

馬太福音 14: 28 - 32 - 彼得說：「主啊！如果真的是你，就
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裡。」 耶穌說：「好，你來吧！」於是，
彼得就從船上下去，走在湖面上，要去耶穌那裡。 他看到風浪
很大，就害怕起來，身體開始往下沉，便大喊：「主啊，救
我！」耶穌馬上伸手拉住他，說：「你信心太小了！為什麼懷
疑呢？」他們上了船，風浪就平靜了。

暴風雨之上

一個故事講的是, 一艘蒸汽船上的乘客非常生氣,因為不管濃厚
的霧圍繞著,船卻還在全速前進.最後他們找到大副並抱怨著，
「哦，不必害怕！」大副帶著微笑回答道。「霧在下面，船長
在它的上面，並且能看到我要去的地方。」

你在抱怨你的偉大船長正在帶領你走的路嗎？相信祂可以看到
路的盡頭。然後，斷言 「只有你耶和華使我安然居住，我必高
枕無憂。」 (詩篇 4:8)



相信上主祂知道最好的

羅馬書8：28---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祂旨意被招的人。

有些事可以幫助你學會練習你的靈性肌肉的生長，知道每件發
生在我們生命中的事都是有一個理由的！上主有一個理由給它，
而我們總是應該去尋找那個理由。如果你能停下來，看和聆聽，
並請問祂想要顯示什麼給你，你就會非常清楚地知道祂的存在，
並且你能看到所有祂在帶領你的具體的道路。

當你識別出上主利用你生命中發生的所有小事來對我們說話，
以便給你更肯定的觀點這是多麼的美妙。例如，如果你病了，
試著去尋找所有的積極的為什麼會發生的理由，而不是把它看
成是一個妨礙來抱怨，把它想成你只是必須要經歷的事。

如果你能學會從那些發生在你身上的事中去發現好處，你的生
命將會更富有，你的功課更好，你的思想更平靜，你將會更容
易地識別出上主的手在你生活的事件上運作。你是否看著大量
的問題，試練，爭戰和苦難，而只是等待著看著發生到更糟，
或者是帶著激動和挑戰的心去發現，那些你知道上主將會從中
帶給你的好的方面，這將會是完全的不同。

停停車罰款

多少年來，我都是把車停放在靠近我在芝加哥的家的一個小巷
裏，我和別人都沒有被罰過款，沒有規定說不可以停車在那兒。
一天早晨我出來發現一張罰款單在車上。我付了罰款，然後不
得不重新尋找另一個停車的地方。一小段時間，我很遲疑地把
這次不愉快的經歷列入「萬事」中，就是萬事相互效力，叫上
帝的孩子們得益處。直到幾天後，我親眼看到了上主的手在工
作。在一場狂風暴雨中，一棵巨大的橡樹橫倒下來，就在我多



年停車的地方。如
果我的車像往常一
樣停在那的話，它
將會從中間被砸碎！
我謙卑地感謝上主
這個事實，就是沒
有一個自然的意外
會降臨在祂的那些
「按祂的旨意被召
的」 孩子們的身
上。

痛苦考驗的結束

這大約發生在１６４０年．一隊西班牙人正在旅行穿過南美的一
些叢林，團體中的一個成員，得了很嚴重的瘧疾，在很短的時間
內，高燒就使他虛弱得無法走路。

他的朋友們都驚慌失措。他們臨時用樹枝做了一個擔架，試著去
抬著他。因為病人的情況，和運送他的困難，最後他們決定把他
放在一個水塘旁，在一棵有著濃密的葉子的樹的陰涼下。他們離
開了他。

他的境況看起來似乎是絕望了。他的同伴們給他留下了一些食物，
但他沒有注意到它。水！那是他唯一想到的。受著燃燒般的口乾
舌燥，他往水裏傾身下去，但是只是失望地跌了回去。這水有股
令人討厭的苦味。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高燒在繼續不斷的燃燒和耗盡著他的身體，
他不斷地喝著那水。然後一個奇怪的事發生了。在每一次喝完水
之後，高燒似乎就有所減退，並且疼痛也變得不是那麼嚴重了。
力氣重新回到了他虛弱的身體。那苦水醫治了他。他的同伴們把



他放在下麵的那棵樹，是金雞納樹，或是奎寧樹。樹葉和樹皮
伸落在了水裏，並且奎寧溶解了。不僅僅是這個筋疲力盡的旅
行者復原了，而且是一種神奇的藥物被發現了，從那以後，無
數的人得到了拯救。

這個情形經常發生在我們那些不得不經歷黑暗和痛苦考驗的人
身上。抵抗那些引起我們痛苦和我們無法改變的情形是多麼容
易啊。無論如何，為了幫助我們，上主有時會使一些困難進入
到我們的道路上來。我們必須相信祂的愛和智慧。

很快我們會發現藥的苦味是醫治我們的必需品。

忘掉你自己去幫助別人

上主讓我們經歷一些困難事為了安慰別人和幫助他們! 最好的
忘記自己的問題的方法是去幫助他人解決他們的問題。

使你的思想都在幫助他人! 把尋求他們的快樂放在你自己的快
樂之前.請求上主幫助你更愛祂，那麼你就會更愛他人，這樣你
就會忘掉你自己，並為耶穌和他人而活。

同時請記住你所學到的功課，你從上主和他人那兒得到的安慰，



裝備你去安慰他人。當我們經歷困難時期時我們會更憐憫其他
人。

哥林多後書1：4——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
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因救別人而救了自己

此故事講的是桑迪 辛（一個來自印度的基督徒，1889—1933）
和一個西藏人在一個非常寒冷的天氣裏一起旅行。雪下得非常
的大， 他們兩個人都幾乎被凍僵到不能前進了;他們覺得在這
個可怕的過程中,是不會倖免於難了.他們來到了一個險峻的絕
壁時，看到一個男人已滑落到了懸崖下，正躺在下面岩石的突
出部分上，幾乎死了。 桑迪建議他們應該去把那個傢伙帶到安
全的地方來。但西藏人拒絕了，並說他們所有能做的就是拯救
他們自己，然後就丟下桑迪繼續走了，桑迪非常困難地去把那
個在斜坡上正在死去的人背在背上，然後帶著這個沉重的負擔
艱難地掙扎著前進。

不久以後，他來到了他的前任夥伴的屍體旁，那個西藏人已經
死了，被凍死了。在桑迪的掙扎過程中，那個正在死去的人從
和他的拯救者的身體摩擦中得到了溫暖，從而漸漸地蘇醒了，
同時桑迪也從自己的努力中得到了溫暖。最後他們到達了一個
村莊並安全了。桑迪想起了他的主人曾說過的話 「因為想救自
己生命的，必失去生命；但為了我而失去生命的，必得到生
命。」（馬太福音16：25）

耐心地等待上主

你已經為尋求幫助禱告過了。你已經遵循了以上所說的步驟。
你信賴，相信，戰鬥，嘗試改變。------但是你始終被同有的
試驗所包圍著！



我們不會總是立刻就會得到我們所禱告祈求的答案。這並不是
指我們正在做著什麼錯事，而是上主期望我們要有忍耐。當上
主延遲回答禱告時，那是在考驗我們的信心。忍耐需要信心，
信賴上主給與的結果。

詩篇40: 1 - 我曾耐性等候耶和華，他垂聽我的呼求。
耶利米哀歌 3：26---人仰望耶和華，靜默等候他的救恩，這原
是好的。
希伯來書10：36- ---你們必須忍耐，是你們行完了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著所允許的。
雅各書1：3-4 ----- 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

學會忍耐似乎是上主的給我們的最頻繁的一個功課，雖然那是
我們最稀有的美德，同樣它也真正地測試著我們的信心，並且
會使我們更靠近上主和祂的話語，我們卻沒能給上主更多的時
間和注意力。當我們等待上主的答案時 ，測試我們的耐心是上
主得到我們注意力的一種方法！

以賽亞書40：31------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 ；他們
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雅各書5：10-11----弟兄們，你們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說話的眾
先知當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樣。那先前忍耐的人，我們稱他們
是有福的。你們聽見過約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給他的結局，明
顯主是滿心憐憫，大有慈悲。

有句既美麗又明智的老話：任何奇妙的事都有可能在最後一刻
發生，只要你不放棄，而是堅持相信，堅持禱告.”

耐心地等待回答

「你有沒有看到一隻鑽石耳環？我肯定在昨天晚上把它丟失在



了你們的劇院裏。」一位不願說明身分的婦女問劇院經理。

「沒有，還沒有，女士。」劇院經理說道∶「但是我們會很認
真地去找。我去問一下，請您別掛電話，稍等片刻。」

幾分鐘後，經理回來了，拿起電話告說∶「我告訴您個好消息！
鑽石耳環已經找到了！」可是沒有聽到回音。「喂，喂，喂！」
經理喊道。但那位尋找鑽石耳環的婦女沒有等下去。劇院經理
雖然打電話竭力尋找那個婦女，卻沒能夠找到。

許多上帝的兒女就像這位婦女那樣，他們中斷等候上主。上主
對我們禱告的回答會出現在他認為合適的時間裏。他所立下的
應許是可靠的。「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耶利米書 33:3）。

很快地復習

• 承認你的功課並成長.基督徒的生命是一個成長的進程。 從
問題中識別出你應該學習的東西.即使那個問題並不是你犯
的錯,但始終是有功課可以學。

• 把你的眼睛注視著耶穌,而不是你自己。 相信耶穌會帶來你
所需要的勝利。

• 相信上主知道什麼是最好的。「萬事相互效力叫信主的人的
益處。」如果你信任上主愛你,並且不會讓任何發生在你生
命中的事不是為了你的好處的話,即使你不能馬上明白,那麼
你將會在你的生命中享受極大的平安。

• 忘掉你自己,去幫助別人。 忙著幫助別人的同時,可能會解
決你自己的問題.同時記住, 上主允許我們去經歷一些事, 
所以我們可以去安慰和幫助他人。

• 耐心地等待上主。上主總是會回答的，只是祂的時間表常常
和我們的不一樣！「任何奇妙的事都有可能在最後一刻發生，
只要你不放棄，而是堅持相信，堅持禱告。」



課程第二部分：安靜時刻-----暴風雨中的庇護
所

和耶穌在一起的安靜時刻

對我們所有人來說，暴風雨是以各樣不同的方式將臨的------
個人的試煉，靈裏的征戰，生理上的困難。美妙的是我們知道
在上主那裏，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庇護所來得到撫慰，休息，舒
適和指導。及至耶穌告訴我們的：

馬太福音11：28—30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
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
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
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在你應用這步驟中的每一個，來解決問題，甚至在發生之前就
阻止問的題產生時，其中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天設定一小段時間
來到上主面前。有常常地花時間來安靜地禱告，讚美和閱讀話
語。你越投入時間這樣做，更多的勝利你就越會獲得，你也將
越會靠近上主。

這種類型的靈裏休息和安靜，會使你得到修復並重新得力去面
對在你道路上所發生的任何事。

以賽亞30:15---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
穩；你們竟自不肯。
希伯來書4:9----這樣看來，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
民存留。

耶穌在輕輕一瞥中就能解決你的問題!祂一個深呼吸就能使你的
精神重新清新起來。祂能用一首甜美的天堂般的音樂使你的思



攀登勝利之峰
來自耶穌的愛

意志堅定的登山者，不
會被崎嶇險峻的攀登所
阻嚇，反而樂於接受挑
戰。沒有什麼可以阻止
他繼續前進，直到他達
到目標為止。任何逆境
都不能使他回頭。當他
看到前方陡峭的懸崖時，

Image Credits: page 5 in public domain. Page 7 by Anna Creech via Flickr. All other art © TFI. Text adapted from the original 12 Foundations Stones classes. Featured on 
www.freekidstories.org

他關注的並非危險，而是集中精神尋找那些可將他帶至山頂的
立足點和狹窄的岩壁。他不會被周圍險惡的環境，或攀爬對他
的身體造成的傷害所阻礙；他被勝利的思維所推動，繼續向前
和向上攀爬。

人生有許多障礙需要被克服，但你克服的每個障礙，都已遺留
在你身後。當情況變得艱難時，就依靠我吧！讓我來引領你，
帶你爬上崎嶇的懸崖。我知道所有的危險地方，以及如何通過
它們。我們將一起克服每個障礙，一起到達頂峰，而且一起插
上勝利的旗幟！

想清晰起來.當你和祂呆在一起且是單獨的在一起時,祂會用一
小段完美的平靜時刻抹去你的恐懼和眼淚,因為你信任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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