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基石 – 第三課（上）

原則和實踐



課程第一部分：禱告的原則

我們將從我們和上主之間的關係入手，來學習有關禱告的課程。

禱告並不是一種宗教儀式，你身在何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

的心在何處。當我們談到禱告時，我們談的是你與上主之間的

關係和溝通，及上主與你之間的關係和溝通。

上帝派耶穌來到世上，使我們藉著祂，能與上帝建立關係。上

帝太偉大、太無限了，我們無法理解祂。我們不知道祂長的是

什麼樣子，無法在腦海中描繪出祂的樣子，因為祂超出了我們

的想像能力。

但是我們可以想像耶穌。我們能夠理解和描繪出耶穌的樣子，

因為祂曾擁有過人的形體，並在世上生活過。

耶穌來，是要

使我們獲得永

生，並終生陪

伴我們。你可

以將耶穌想像

成一位忠實的

夥伴，時常在

你左右，給你

忠告和安慰。

我們的忠實夥伴



「金恩，是我，耶穌！」

有個故事告訴我們，有位牧師注意到一個衣衫襤褸的老人，每
天中午都會到教堂去只待個幾分鐘又出來，這使牧師感到有點
不安。他在裡面做什麼呢？於是牧師把這件事告知管理員，並
要管理員去詢問這位老人。畢竟教堂裡有些貴重的裝置和設備
啊！

「我去禱告。」老人回答管理員的詢問時這樣說。

「算了吧，」管理員說：「你在裡面的時間那麼短，才不夠用
來禱告呢。」

老人回答說：「唔，我不知道怎麼作長的禱告，但每天中午12
點時我會進來，說：『耶穌，是我！金恩！』，然後我會等一
下才離開。雖然那只是個小禱告，可是我相信祂會聽到的。」

後來金恩受了傷被人帶到醫院去治療，他對病房裡的病人有很
不可思議的影響。愛發牢騷的病人變得歡欣愉快起來，病房裡
也常常充滿了笑聲。

一天，有位護士對他說：「嗯，金恩，大家都說在病房裡的改
變是你造成的，他們說你總是那麼的快樂。」

「是啊，我就是這麼開心，你瞧，那是因為我的訪客的緣故，
祂每天都使我感到快樂。」

「你的訪客？」護士感到有點迷惑，在訪客時間，金恩病房裡
的椅子總是空的，因為他沒有什麼親人。「你的訪客？但他是
什麼時候來看你呢？」

「每天都來，」金恩眼中閃著亮光回答說。「是的，每天中午
12點的時候祂就會來，並站在我的病床前。我看見祂，祂微笑
著對我說：『金恩，是我，耶穌。』」



禱告是讚美、請求和聆聽

我們已經認識到，禱告是我們與上主之間的溝通。理解了禱告

的三個原則，將會進一步加強你和上主的關係。這三個原則是：

1）讚美，2）請求，3）聆聽。接下來，我們會更具體地談一

談這三個原則，但大致如下：

1. 讚美

上主在祂的話語中給了我們很多指示，告訴我們要懷著感激之

心來到上主面前，帶著讚美進入祂的聖殿。感謝和讚美上主吧！

將那本來就屬於祂的讚美和榮耀獻給祂。

詩篇100:4—要以感謝進入祂的聖殿，要以讚美進入祂的聖所：
要感謝祂，稱頌祂。

2. 請求

在感謝上主為你所做的和賜予你的一切之後，你便可以向祂請

求你仍需要的東西了。祂鼓勵我們去求：

約翰福音16:24b—你們求，就得到，好讓你們的喜樂滿溢。



3. 聆聽

禱告並不只是一條單行道，只是你向上主提出請求，禱告是與
上主的溝通和交談。許多人與上主的交談，只是一種單向談話。
他們對上主說話，告訴祂自己想要的一切，卻從來都不給上主
時間，讓上主說！——他們只希望上主說：行，好。他們交給
上主一個很長的列單後，只希望祂一一照辦！

事情不應該是這樣子！你和上主之間的關係還應包含你聆聽祂
的聲音。禱告並不只是說出你要說的話，最重要的，是要讓上
帝說祂想說的，並且平靜安穩地等待祂，直到祂答覆為止。花
時間去聆聽上帝的聲音吧，這樣，祂才會花時間去解決你的問
題。

專心致志和想像耶穌的形象

約翰福音4:24—上帝是靈，敬拜祂的人必須以心靈和真誠拜祂。

禱告時，可能的話，去想著耶穌，想像祂的形象。

你要儘量排除其他雜念。禱告時，如果努力將注意力集中在祂
身上，你就不大會去想其他的事情或受到干擾。因為你在想著
上主！以賽亞寫道：

以賽亞書26:3—堅心依賴您的，您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為他
依靠你。

馬可福音4:2-3 —耶穌……在教導中對他們說：「你們留心聽
啊！」

馬可福音7:14b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大家都要聽我的話，
也要明白。」



課程第二部分：使禱告產生效用的十二個步驟

1.持有感恩與讚美的態度

在你列出要請上帝為你做的事之前，先花時間感謝祂已為你做了
的一切。

腓立比書4:6—帶著感恩的心，把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



2.以潔淨的心靈來開始

在你有信心相信上主會回答你的禱告之前，你需要確保沒有任何
罪把你與上主隔離。

約翰一書3:20-22—即使我們的心若責備我們，在上帝面前我們
也可以心安理得，因為祂比我們的心大，祂知道一切。親愛的，
我們的心若不責備我們，在上帝面前就可以坦然無懼了。凡我們
所求的，就必從祂得著，因為我們遵守祂的命令，作祂所喜悅的
事。

你若做了錯事，並想彌補自己的過錯，你所要做的，就是認錯，
求主寬恕，且保證盡力改正，或與相關之人和解。你一旦那樣做，
主就會很快寬恕你，聆聽並回答你的其他禱告。

約翰一書1:9—如果我們向上帝認罪，祂是信實公義的，祂要赦
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所犯的各種過錯。

上帝並不要求我們完
美。祂只要求我們順
從祂的旨意，並全心
盡力而為。



3.祈求上帝的旨意被實踐

你若盡力取悅主，主就會很樂意滿足你的願望。

詩篇37:4—又要以耶和華為樂，祂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約翰一書5:14-15—我們在上帝面前坦然無懼；因為我們確實知
道，如果我們照著祂的旨意求，祂都會垂聽。既然我們知道祂垂
聽我們一切的祈求，也就知道我們向祂所求的，祂一定賜給我們。

4.先人后己

上帝期望我們不只為自己禱告，也為別人禱告。

約伯記42:10—約伯為三個朋友禱告後，上主恢復了他的景況，
使他比從前加倍興盛。

帖撒羅尼迦前
書1:2—我們
常常為你們大
家感謝上帝，
在禱告中不斷
地提起你們。
詩篇41:1—關
心窮苦的人多
麼有福啊！在
患難的時候，
上主要看顧他
們。



5.要詳細而明確

詳細而明確的禱告會得到詳細而明確的回答。耶穌希望我們向
祂請求時具體明確。祂問道：

馬可福音10:36—「你們要我為你們做什麼？」

模糊、無目標的禱告通常表明三種情況：你不太關心，或不知
道要祂做什麼，或對祂沒信心。因此，禱告一定要像填寫可在
天堂銀行兌現的支票那樣清楚明確。寫出你想要的準確數目，
兌現人是你或其他有需要的人，再簽上日期和名字——錢就是
你的了！

6.要全心全意

你禱告多久或多少並不重要，重要的在於你有多相信。

甚至在你請求之前，上帝就已知道了你的需要，但祂仍期望你
禱告。因為那表示你在依賴祂和你需要祂。這清楚顯示出你相
信祂會回答禱告，這也令祂很高興。

上帝希望你表現出關心，並為事情禱告。在重大事情上，祂期
望你會認真地請求他幫助。你若積極起來，上帝也會積極起來！

耶利米書29:13—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



7.鍛煉自己的信心

信心是什麼？它是相信上帝所說的話。就是相信凡祂所應許
的，祂一定會做到。有了信心，你不會去理會合不合情理或
邏輯；你知道，既然上帝這樣應許，事情就一定會成，不管
我們理解不理解。

你對上主回答禱告的能力越有信心，你的禱告就越能得到回
答。下面這兩個例子，就說得很清楚：

馬太福音9:27-30—耶穌離開那地方，再往前走。有兩個盲人
跟著祂，喊說：「大衛的子孫哪，可憐我們吧！」耶穌進了
屋子，兩個盲人來到祂面前，祂就問他們：「你們信我能做
這件事嗎？」他們回答：「主啊，我們信。」於是，耶穌摸
他們的眼睛，說：「照你們的信心，給你們成全吧！」他們
的視覺便恢復了。

但我們讀到，在另一個鎮上，因人們不信，祂就沒有為他們
行多少奇蹟。

馬太福音13:58—耶穌因為他們不信，就沒有在那裏行什麼神
蹟。

因此上帝回答之多寡，很明顯地取決我們信心的大小。

如何增強我們的信心肌肉呢？以上帝的話語來滋養它，並藉
著每天的禱告來鍛煉它。



8.奉耶穌之名禱告

當耶穌來到世上，為我們的罪而死時，祂便成了我們與天父上
帝之間的調停人。聖經告訴我們：

提摩太前書2:5—上帝……和人類之間，只有一位中間人，就是
那位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我們藉著耶穌來接近上帝。

約翰福音14:6—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不是
藉著我，就沒有人能到父親那裡去。」

我們知道在救恩方面來說是這樣，但在禱告方面也是這樣呢！
因為耶穌不斷告訴門徒，要奉祂的名禱告：

約翰福音14:13-14—
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
什麼，我必成就，叫
父因兒子得榮耀。你
們若奉我的名求什麼，
我必成就。
約翰福音16:23b-
24—我實實在在告訴
你們，你們若向父求
什麼，祂必因我的名
賜給你們。



9.引用上帝的話，求祂實現

禱告時，要引用經文，請求上帝實現這些應許。

上帝的倉庫裡藏著無與倫比的寶藏和無限的財富，包括任何你所
能求、需要或想像的，祂在話語裡曾應許要把這一切都賜給你。

彼得後書1:4－祂將既寶貴又偉大的應許賞給我們，讓我們得以
分享上帝的神性。

你只需要要求上帝實現祂的應許！

上帝的話語是上帝必須履行的合約。你要做的第一步，就是熟悉
合約的內容。你可以通過閱讀話語來做到這一點。當你禱告時，
祂希望你要求祂照著合約去做。當你以祂的應許來提醒祂時，那
顯示出你對祂所說的話有信心，你相信祂有能力做到事情，並將
做到你所要求的。



當然了，合約裡也有需要你去實現的條款。上帝的許多應許都
是附有條件的。

約翰一書3:22—我們無論向祂求什麼，祂都會賜給我們；因為
我們遵從祂的命令，做祂所喜歡的事。

為了引用並要求祂實現「無論你向祂求什麼」這個應許，你必
須盡你所能，遵從祂的吩咐和取悅祂。當你遵守合約中你需要
秉行的部分時，你便可以根據祂的話語所應許的，去要求那屬
於你的一切。

背誦一些主要應許，好讓你在禱告時要求上帝去實現。在你需
要的時候，這些應許會大大激勵你的信心。除了你要背誦的經
文外，你還可以閱讀應許，請求祂去實現。

• 約翰福音15:7—你們若常在我
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
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
們成就。

• 馬可福音9:23—耶穌對他說：
「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
都能。」

• 耶利米書33:3—你呼求我，我
就回答；我要把你所不知道那
偉大奧秘的事告訴你。

下面是些我們許多人多年來一直
最喜歡的應許：



10.拒絕懷疑

雅各書1:6-7—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因為那疑惑的
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翻騰。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
那裏得什麼。

有人說世上有兩種基督徒——一種是禱告後，真的期待事情會
發生的人；另一種則只是禱告，卻不期待任何事發生的人。去
接受甚至在你看到答覆之前，上帝就已回答了你的禱告這一事
實吧！

馬可福音11:24—凡是你們禱告祈求的，只要相信能夠得到，
就必得到。

11.相信上帝已經回答你的禱告了

任何禱告，只要符合上帝的旨意，與上帝希望的一致，且在上
帝眼裡，對每個相關的人都最好，那麼就上帝而言，在它還沒
說完之前，上帝就已經回答了。

以賽亞書65:24—他們尚未呼求，我已經答應；他們禱告未完，
我已經垂聽。

祂的回答也許不是我們所期望的，我們也可能不會馬上就看到
答案，但只要那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就已經使事情在進行了，
它會在上帝所安排的時間成就。因此，你一旦把請求告訴上主，
接下來就該在信仰上站穩了。你必須相信，答案已在路上了，
還要相信如你已做了自己該做的，就算有時多花點時間，祂也
會為你提供所需的幫助。要相信你的禱告已得到答覆了！



當上帝似乎沒有回答你的禱告時

為什麼有些禱告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得到回答，而有些禱告似乎
根本就得不到回答呢？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很多。上帝總會回
答我們的禱告，但有時候，祂不會馬上就予以答覆；而另一些
時候，祂也許會以出乎我們意料的方式來回答我們。有時祂說：
「行」。有時祂卻說：「不行」。還有時祂會說：「等一等」。

當你的禱告似乎得不到回答的時候，你可以問自己以下這些問
題：

我確認自己所祈求的事情也是上帝所要的，是祂的旨意嗎？

有時，上帝沒有按照我們的期望來回答我們某些禱告的原因是：
在祂看來，我們所求的東西，對我們自己、或對他人，並沒有
什麼真正的好處。《聖經》中警告我們說，假如我們心存不良，
或有自私的動機，主就不會將我們所求的東西賜給我們。

雅各書 4:3 - 你們求也得不到是因為你們動機不純。

有時，上帝沒有回答我們的禱告，是因為祂已經為我們準備了
更好的東西。因為上帝知道什麼是最好的，而且祂總是把最好
的東西賜給那些將決定權留給祂的人。

我是否已經服從了上帝的吩咐，完成了自己應該做的一切？

如果你先去相信和順從上帝，祂就會回答你的禱告。假如你為
了爭取到自己所渴望的結果，已經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了
自己應該做的一切；假如你在盡力做正事，並盡力去取悅上帝，
也就是說，你在盡心盡力地愛祂和愛人如己，那麼，你就可以
確定祂一定會回答你的禱告。



上帝是否在考驗我的信心呢？

在上帝似乎沒有回答你的禱告時，你若能憑著信心堅持下去，
你就會取得祂的喜悅。祂最喜歡那種拒絕放棄的信心，那種不
顧外界環境的壓力卻仍然堅持到底的信心。祂還喜歡那些相信
祂的諾言一定會被實現的人。

在這方面，舊約中的亞伯拉罕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他在一百
多歲的時候還沒有兒女。上帝應許說，他的妻子撒拉將為他生
一個兒子。可是當時撒拉也已經九十歲了，超過了生育的年齡。
但是，亞伯拉罕並不在乎這一切，他只是堅持相信上帝的諾言。
後來，上帝果然履行承諾，撒拉奇蹟般地懷了孕，並為他生下
了一個兒子，取名叫以撒。後來，以撒又生了兩個兒子，他們
分別成了希伯來人和以東人（阿拉伯人的一個分支）的祖先。

使徒保羅曾這樣描述亞
伯拉罕的信心：

羅馬書 4:19-22 - 他將
近一百歲的時候，年紀
老邁，身體衰敗；且撒
拉已經過了生育的歲數；
然而他的信心卻不衰老！
他對上帝的應許，毫不
疑惑；因有信心，心裡
堅固，將榮耀歸給上帝。
因為他確實相信上帝的
諾言必會實現。這就是
為甚麼亞伯拉罕因信心
而被上帝認為義人了。



上帝是否試著在教導我耐心，或者一些別的功課呢？

我們常在需要上帝説明的時候，才反復地向上帝呼救，這似乎
是人類的本性。雖然上帝很樂於滿足我們的需求，但祂也很聰
明；當祂由我們全部的注意力時，祂會充分利用這段時間來教
導我們一些功課，以促使我們更親近祂，並變得更善良。耐心，
似乎是祂經常教導人們的功課之一。祂也會盡力教導你更有愛
心，更加謙卑和更常常禱告；或者，教導你一些其他對你的生
命有意義的功課。假如事實就是如此，那麼，當你學到了祂準
備教你的功課之後，你就會從祂那裡得到答案。

12.感謝上帝回答禱告

以讚美和感謝的態度來結束禱告，與以感謝和讚美的態度來開
始禱告同等重要。

我們向上帝請求時要明確，同樣，我們對上帝的感謝也要明確。
我們在請求祂時非常迫切，因此，讓我們也以同等的熱誠去感
謝祂吧！

如你真的相信上帝已聽到和回答了你的禱告，你就不會等看到
答案時才去感謝祂，你會憑著信心去感謝祂。



複習使禱告產生效用的十二個步驟

1.持有讚美與感恩的態度

2.以潔淨的心靈來開始禱告

3.祈求上主的旨意被實踐

4.先人後己

5.要詳細而明確

6.要全心全意

7.鍛煉自己的信心

8.奉耶穌之名禱告

9.引用上帝的話，求祂實現

10.拒絕懷疑

11.相信上帝已經回答你的禱告了

12.感謝上帝回答禱告

親愛的耶穌：

謝謝您了解我的內心。感謝您，讓我從不須擔憂您是否
會了解我。當我感到自己拙於辭彙，無法找到合適的字
眼清楚貼切地來表達想說的事情時，我仍能安歇在您的
懷抱裏，知道您明瞭一切，我爲此而感謝您！我感謝您，
耶穌，我甚至不須總是用語言來和您交談。當我向您傾
訴心聲時，您就懂得我想要說的每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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