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基石 -第三課（下）

與上帝溝通



課程第一部分：我們與主的關係

* 良好的關係

與別人建立良好的關係，需要時間和精力。我們在與人建立關

係時所學到的功課，有些也可以用於我們與主建立關係，我們

將會看一看其中的一些方法。

我們需要投入時間來與他人建立關係，給予他們注意力。當我

們在上一課談論禱告時，提及我們需要集中注意力在主身上，

可能的話，還可以去想像祂的形象。

我們與耶穌談話時，應該像與最親近的朋友談話一樣。在關係

裡，不能只是一個人談話！我們應確保不只是自己對主說，最

重要的，是聽主說。

良好的關係還需要許多欣賞和感激，而不是把對方的付出視作

理所當然。對於主為我們所做的、所給予的，我們需要表示感

謝。

* 馬利亞和馬大的故事

我們所有的活動和工作可能都是好的，也是必需的，但我們不
應因此而忽視與耶穌的關係。讓我們看一看聖經在這方面的論
述。



路加福音10:38—他們走路的時候，耶穌進了一個村莊。有一
個女人名叫馬大，接祂到自己家裡。她有一個妹子，名叫馬利
亞，在耶穌腳前坐著聽祂的道。馬大侍侯的事多，心裡忙亂，
就進前來，說：「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個人侍侯，你不在
意嗎？請吩咐她來説明我。」耶穌說：「馬大，馬大，你為許
多的事思慮煩憂。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瑪利亞已經選擇那
上好的福分，是也不能奪去的。」

* 如果你覺得自己失敗了，怎麼辦？

當我們由於罪或者不順從而犯錯時，會很容易感到自責，譬如：
「哦，我犯了這樣的罪，有這樣的過錯和缺點，我是不可能與主
接近了。」但是你一定不要讓魔鬼、甚至你自己的內心，譴責你。

約翰一書3:20—我們的心若責備我們，上帝比我們的心大，一切
事沒有不知道的。

羅馬書8:1—如今那些在耶穌基督裡的，就不定罪了。這些人按
著聖靈、而不是血氣而活。

即使你曾違背過上帝，只要你懺悔，並誠心期望與主靠近，祂一
定會原諒你。

詩篇103:8—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
慈愛。

詩篇37:24—他雖失腳，也不致全身仆倒。因為耶和華用手攙扶
他。

約翰一書1:9—我們若認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實的，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一切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 你覺得自己更像誰——馬利亞還是馬大？

• 如果你是馬大，你對耶穌的話會有什麼反應？



很大程度上，這取決於你的心、你的態度。如果你誠心想取悅
主，按照祂的意旨做事，熱愛耶穌，為祂而活，當你呼求祂幫
助時，祂一定會「親近你」。古時的大衛王寫道：

詩篇145:18—凡誠心求告耶和華的，就是誠心求告祂的，耶和
華必與他們親近。

詩篇34:18—耶和華靠近傷心的人，拯救靈性痛悔的人。

因此，即使魔鬼設法用自責或灰心的心情來攻擊你，只要你知
道自己在真心努力去愛主、取悅主、遵從祂的話語、跟隨祂，
那麼不管你感到與祂親近與否，你也一定在靠近祂！

* 無論你感覺怎樣，主時刻都與你同在

我們一直在講，禱告時，要集中注意力、想像主的形象。上一
課，我們還講了聖靈的恩賜，但也許你沒任何感覺。或許你感
覺不到與主親近。聖經說得很清楚，我們不應依賴我們的感覺，
或者任何感官去行事！

哥林多後書5:7—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而不是眼見。

上主非常愛我們每一個人，並應許常與我們同在。無論我們是
否感到與祂親近，我們都可以從祂的話語得知，祂靠近我們！
祂對我們的愛永不改變，永不動搖。

希伯來書13:5b—因為主曾說：「我總撇不下你，也不丟棄
你。」

以賽亞書54:10—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我的慈愛
必不離開你，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這是憐憫你的耶和華說的。



更親近的關係

如何才能與耶穌親
近呢？就是通過服
從祂的話語，順從
祂的意旨和及花時
間與祂在一起來這
樣做！耶穌說：

約翰福音14:23—
人若愛我，他必遵
守我的道；我父也
必愛他，並且我們
要到他那裡去，與
他同住。

你若遵從祂的話語，
花時間讚美祂，與
祂交談，聆聽祂的
聲音，閱讀祂的話
語，你就是在親近
祂！——祂也就會
來與你同住！保羅
說：

希伯來書10:22—
讓我們帶著充足的
信心，來到上帝的
面前。



課程第二部分：禱告的「習慣」

* 禱告的好習慣

路加福音18:1—人要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歷代志上16:11—要尋求耶和華與祂的能力，時常尋求祂的面。
帖撒羅尼迦前書5:17—不停地禱告。
以弗所書6:18—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醒不
倦，為眾聖徒祈求。
腓立比書4:6-7—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
感謝，將你們所需的告訴上帝。上帝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
基督耶穌那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 養成禱告的習慣！

充滿禱告的態度之關
鍵，就在於將它養成
習慣。其實禱告並不
玄虛或神秘，你只需
要持續不斷這樣做，
在自己所行的一切事
上，信實地認定主。

箴言3:6—在你一切所
行的事上，都要認定
祂，祂必指引你的路。



要想真正養成禱告的習慣，你必須盡力去為一切事情禱告！當然，
吃飯、上床睡覺之前或者醒來就禱告，是個好的開端，但對於一
天中所做的其他事情，你是否也禱告呢？你可以禱告該做哪件工
作。如果你已知道該做什麼，一直在按一種固定模式在做的話，
你可以禱告如何去做。你若每天都在工作前虔誠地禱告，主也許
會在那一天告訴你一個更好或者更快的辦法。

有一句話，我們應該在日常用語採用，而且應該頻繁使用的就是：
「讓我們停下來禱告吧。」

養成一個好習慣，需要花一段時間，而且特別努力這樣做。總有
很多次忘記，但有些時候也會記得。不過最終，我們記住的會多
於忘記的。

* 上帝眼裡，沒有小事

有時候，我們不會想到為小事禱告。也許你丟了鋼筆，或者你患
了感冒，或者你需要一件衣服，這都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然而，
上主讓我們養成禱告習慣的方法，就是教我們去為小事禱告。如
果我們僅為大事禱告，大事並不經常發生，至少不會經常到足以
使我們養成禱告習慣的地步。

我們若習慣了為小事禱告，我們就自然會為任何事情禱告——無
論大事還是小事。如果我們為小事禱告後，親眼看到了主為這些
小事所行的奇蹟，那麼，我們就會有更大的信心去面對更大的需
求。

為小事而禱告還有一個原因，我們可以通過上面患感冒的例子來
說明。當你患了感冒時，如不禱告，病情可能會加重。不禱告，
小事就有可能會變成大事。



等待上主去工作

有人曾說：「上帝的拖延並不代表拒絕。」我們的禱告不
會總是馬上得到上帝的回答，那則會鍛煉我們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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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書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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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可能每次都知道主將如何回答我們的禱告，以及祂
為什麼會推遲回答。但無論怎樣，我們都需要記住，主永
不失信。祂一定會把祂認為最好的事物賜給我們。當我們
禱告時，有時候祂會說：「行。」有時候會說：「不行。」
還有時候會說：「等等！」

即使我們肉眼看不到主正在做的事，但我們的信心之眼卻
能看到，因為祂應許會回答我們的禱告。

馬太福音7:7—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
門，就給你們開門。
約翰福音15:7—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
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馬可福音11:24—所以我告訴你們，凡你們禱告祈求的，
無論是什麼，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



* 為他人禱告的重要性

撒母耳記上12:23a—至於我，斷不為你們停止禱告，以致得罪
耶和華。
羅馬書15:30—弟兄們，我藉著我主耶穌基督，又藉著聖靈的愛，
勸你們與我一同竭力，為我祈求上帝。
帖撒羅尼迦前書1:2—我們為你們眾人常常感謝上帝，禱告的時
候提到你們。

為他人禱告，是我們禱告生活的重要部分。持有一個記錄著那
些特別需要你為之禱告的人的列單，有時會有所幫助。當你知
道有人遇到問題，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為他們禱告。

她留下的永恆影響

一位年輕的殘疾人正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她把自己的一生都
獻給了主，但此時，她正因為自己不能四處走動去拯救那些迷
失的人而苦惱。牧師去探望她時，聽了她訴苦後，就對她說，
她可以在病床上懇切地為他人禱告。隨後，他就離開了，也沒
再想過這個事情。很快，這個村子裡突然興起了一股信仰耶穌
的熱潮，教堂每晚都擠滿了人。這位年輕殘疾人聽說了村裡所
發生的事，就很急切地打聽那些被拯救者的名字。幾個星期之
後，她去世了。人們在她的枕頭下發現了一卷紙條，其中之一
上面寫著56個名字，而這些人全都在這次信仰熱潮中信了主。
每個名字旁邊都畫了一個小小的十字架，這是別人告訴她誰信
了主之後，她所做的標記。

你要做的事情：寫下需要禱告的名單，把它夾在《聖經》裡、或
者是放在床頭，來提醒自己去為之禱告。



禱告的方式

禱告的效果並不在於禱文長短。有時情形迫切時，你可
能會希望向主講得詳細點。有時，你的禱文可以簡短一
些。

無論禱告長短，最重要的一點是，必須把全副身心都專
注在主身上。

[備選]ABC…

星期天的早上，一位牧童正在放羊。教堂的鐘聲響了，人們走
過田野到教堂去，這時，牧童突然覺得自己也想向上帝禱告。
但是，他能說什麼呢？他以前可從未學過禱告。因此，他跪下
來，開始背字母表——A、B、C，一直到Z。

一位紳士恰好從樹籬的另一邊走過，聽到了牧童的聲音。透過
樹叢，他看見牧童跪在地上，雙手合什，雙目緊閉，嘴裡念念
有詞：「A、B、C…」

「你在幹什麼，小傢伙？」

「先生，我在禱告。」

「那你念字母幹嘛？」

「哦，我沒學過禱告，我只想求上帝照顧我和幫助我照看我的
羊；所以，我覺得只要把我知道的說出來，祂自會把這些字母
拼在一起，看懂我的意思。」

「小傢伙，上帝祝福你！祂會的，祂會的，祂一定會的。心術
正，嘴就決不會說錯。」



課程第三部分：讚美

* 感謝和讚美主的重要性

有關禱告時如何請求，我們今天已經討論不少了。現在我們將集
中學習讚美和感謝主。

帖撒羅尼迦前書5:18—凡事謝恩，因為這是上帝在基督耶穌裡向
你們所定的旨意。
詩篇34:1—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讚美祂的話必常在我口中。
詩篇86:12—主，我的上帝啊，我要一心稱讚您，我要榮耀您的
名，直到永遠。
詩篇118:21—我要稱謝您，因為您已經應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
詩篇105:1-2—你們要稱謝耶和華，求告祂的名，在萬民中傳揚
祂的作為。要向祂唱詩歌頌，談論祂一切奇妙的作為。

任何關係，只要一方索取太
多，而付出很少，這種關係
就是畸形的。主為我們準備
了很多恩福，我們向祂索取，
祂當然不在意，但反過來，
祂也希望我們感激祂。祂想
要我們承認：我們對祂所賜
予的禮物感到很高興；我們
感激祂對我們的照顧。祂喜
歡眷顧我們，但祂也很喜歡
被我們感激。



痲瘋病人回來讚美上帝的故事

路加福音17:12-19—耶穌繼續前往耶路撒冷，途經撒瑪利亞和
加利利的交界處。祂進入一個村莊時，十個痲瘋病人迎面而來。
他們遠遠地站著，高聲呼喊道：「耶穌，老師啊，求你可憐我
們吧！」耶穌看見他們，就說：「去讓祭司察看你們的身體。」
（因為根據猶太人的習俗，在麻瘋病人痊癒之後，應該到祭司
那裡去檢驗是否真的痊癒了。）他們卻相信耶穌一定會治癒他
們，所以他們便照著祂的吩咐去做了；在他們去見祭司的路上，
他們的病就被治好了。

內中有一個見自己好了，就回來大聲歸榮耀於上帝。又俯伏在
耶穌腳前感謝祂。這人是撒瑪利亞人。耶穌說：「潔淨了的不
是十個人嗎？那九個在哪裡呢？除了這外族人，再沒有別人回
來歸榮耀於上帝嗎？」就對那人說：「起來走吧，你的信救了
你。」



花時間對耶穌說「謝謝」

我們經常不停地向上帝索求，但太忙於接收上帝給我們的賜福，
而忘記了去感謝祂。

接受了別人的禮物，禮貌的做法就是坐下來給別人寫封感謝信，
花點時間和精力來表達我們的感激之情。向他人表達這種情感，
別人就會知道你很看重這個禮物。然而，如果他沒收到任何回音，
或者僅在你進一步索求時順口帶一句感謝之詞，他會想，他的禮
物對於你來講，意義不大。並進一步推測，即使給了你其他要求，
也難免會落到同樣的結局。

主恩上加恩，祂所賜你的禮物是如此珍貴，你無法從其他途徑獲
得！因此，假如祂賜給你這些禮物，而你卻不花時間寫封「感謝
信」，向祂表達你的感激之情，要想讓祂繼續賜福給你，恐怕有
點困難！

下面是一些在讚美時間內可做的事情：

• 向主唱一首讚美歌。

• 閉上眼睛感謝祂所賜的具體恩福。

• 讀一段讚美詩。

• 讀一些現成的「讚美話語」。



耶穌，當事情發展順利時，我並沒有總是停下來感謝您。我常
常只是在事情變糟或不如預期中順利時，才去這麼做。實際上，
當事情開始變壞時，我仍沒有馬上這麼做；我只是在事情已經
變壞，而您又再次把它變好時，才會去這麼做。耶穌，我這樣
做不太好，對不對？請您幫助我在事情看來很糟時，仍然有信
心去讚美您；因為我知道，對那些愛您的人來說，任何發生他
們身上的事情都會是有益處的。（羅馬書8：28）。

我要感謝您幫助我明白這個真理。並且，在我忘記之前，我要
衷心地說：我感謝您為我所做的一切好事－－那些我已經看到
了的，以及那些我並沒有注意到的事情。您使那麼多事情都有
了圓滿的結局，而我比以前甚至更愛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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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幫助
我向您
表達更
多的感
激之心，
並幫助
我更經
常去愛
您和讚
美您。
耶穌，
我衷心
感謝您，
我真的
非常感
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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