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基石 -第八課（上）



波斯人講述一個故事，有關一位偉大的國王阿巴斯。他威武地
統治波斯，卻喜歡微服深入民間。有一次，他裝扮成一個窮人，
走下長長一段樓梯，進入一間陰暗潮濕的地窖。那裡有一位火
夫正坐在灰燼裡，照看著火爐。

國王在他身旁坐下來，並開始與他攀談。吃飯時，火夫拿出粗
糙的黑麵包和一壺水來招待他。吃喝完畢，國王就離開了。但
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去看望這位火夫，因為他心裡對這個孤獨的
人充滿了同情。他為他提供美好的建議，而那位貧窮的火夫也
赤誠地向他傾訴心事。火夫愛自己的這位朋友，他是那樣仁慈，
充滿智慧，然而也和自己一樣貧窮。

最後，國王想：「我要告訴他我是誰，看看他會向我求些什麼
賞賜。」於是他說：「你以為我很貧窮，但其實我是阿巴斯國
王。」他預期那人會向他求些高官厚祿之類的東西，但火夫卻
靜靜地坐在那裡注視著他，眼裡充滿了友愛與驚訝。國王就問：
「你聽明白了嗎？我可以使你變得富貴，我可以賜給你一座城，
可以委派你做高官。你難道什麼都不想要嗎？ 」

那人輕輕地回答說：「是的，國王，我聽明白了。但是您知道
您為我做了什麼嗎？您離開皇宮，放下尊榮，來到這個陰暗的
地方，與我坐在一起，同吃粗糙的食物，關注我的快樂和憂愁。
您所給的，沒有什麼能比現在這一切更寶貴的了。對其他人，
您也許可以賜給他們珍貴的禮物；但對於我，您已把自己給了
我。我唯一請求的，就是您永遠都不要收回您給我的這份友
誼。」

課程第一部分： 認識耶穌，是一份禮物



上帝派耶穌來到世上，好讓我們知道祂自己是什麼樣子。人們
要認識上帝，是很困難的事。上帝只是靈，人們看不到祂，也
感覺不到祂，也不知道祂在哪裡。祂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無
所不知，而且處處都在。祂在所有地方和事物的裡面和周圍。
人們無法理解這件事，因此上帝讓祂的兒子化身為人，所以我
們可以看見祂，而且看到上帝的模樣，因為在靈裡，祂跟耶穌
一樣。

希伯來書 2:14,15,18 - 因為眾兒女都是血肉之軀，所以祂也
同樣取了血肉之軀，為要親身經歷死亡，藉此摧毀掌握死亡權
勢的魔鬼，釋放那些因怕死而一生做奴隸的人。 祂經歷過受
試煉的痛苦，所以能幫助受試煉的人。

耶穌是為了我們，才離開了天堂！耶穌暫時放棄了祂在天堂的

身份，成為世上的公民；儘管祂富有，然而為了我們，祂變成

了窮人，為的是讓我們能藉著祂的貧窮而變得富有。祂曾是個

凡人，曾疲累、飢餓和疲倦。祂像我們一樣飽受滄桑，只是沒

有犯罪，因此，祂成了一個好的大祭司，能憐憫我們，體會我

們的感受，知道我們

什麼時候腳痛和疲憊，

知道我們人類所能承

受的限度。

希伯來書4:15—因我

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

體恤我們的軟弱；祂

也曾凡事受過試探，

與我們一樣，只是祂

沒有犯罪。



耶穌體會我們所經歷的一切，祂愛我們，並想要幫助我們。祂
應許要永遠與我們同在。祂是那樣地愛我們，甚至為我們歷盡
痛苦地死在十字架上。祂的愛是那樣的偉大，以致祂甚至從不
期望我們任何人去賺得救恩，而是把它當作一件禮物來賜給我
們。無論我們從前做過什麼錯事、犯過什麼罪，只要我們沐浴
在祂愛的海洋裡，我們就會得到寬恕。我們可以獲得祂的祝福
和所有良善恩慈，這些都是祂毫無代價地賜給我們的。

羅馬書8:35-39—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鬼魔，
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天之上的、是大地深處的或是
其他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們與上帝在主基督耶穌裡賜下的愛
分離。

课程第二部分: 上帝對你所懷的大愛



* 耶穌稱我們為祂的朋友

約翰福音15:15—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僕人不知道主人
所做的事。我乃稱你們為朋友；因我從我父所聽見的，已經都告
訴你們了。
雅各書2:23b—亞伯拉罕信上帝，這就算為他的義。他又得稱為
上帝的朋友。
何西阿書2:23b—本非我民的，我必對他說：你是我的民。他必
說：你是我的上帝。

耶穌希望能親近你

耶穌確實很在乎你，祂希望你快樂。當你孤獨悲哀時，祂看得到、
感覺得到，而且明瞭你的感受。祂總是在你的身旁，等著去做你
最好的朋友。祂有時也會感到孤獨，因為祂希望能多和你在一起。
祂渴望去了解你，聆聽你的心聲，賜給你所需的答案。你也許會
以為自己無足輕重，不了解祂為什麼想要花時間與自己在一起，
可是祂並不這樣看。祂是你的朋友，渴望與你交談。祂渴望聽你
訴說，也渴望你傾聽祂的看法。祂時刻在你身邊，從不離開。耶
穌，你最美好的朋友，時刻在準備著幫助你，所以，不要忘了。

* 耶穌愛我們每一個人，關心我們每一個人

路加福音12:7a—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
約翰福音10:2-3—祂按著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領出來。
以賽亞書43:1b—你不要害怕，因為我救贖了你。我曾提你的名
召你，你是屬我的。

祂愛我們每一個人，就像世界上只有我們一個人那樣。祂為我們
每一個人而死，就像世上只有我們一個人可為之而死那樣。祂按
著我們的名字召喚我們，因為祂關心我們每一個人。



葡萄如何成熟

義大利天文學先驅伽利略，以哥白尼天文學理論而為世人熟知。
這理論講論太陽、而不是地球，才是宇宙的核心。他也是第一
個用望遠鏡研究星空的人。

一天有人問他，宇宙如此龐大，可是人們說上帝關心每一個造
物，他能如何解釋這兩者的關係呢？他的回答耐人尋味，特別
是乍聽起來，似乎並非在回答這個問題。他說：「太陽能保持
所有行星圍繞著自己運轉，卻同時也能使最小的一串葡萄成熟，
而且就像整個宇宙中沒有其他事情可做一樣地在做這些事情
呢。」

* 祂拉著我們的手，把我們擁在懷裡，時刻與我們同在！

诗詩篇139:7-10—我往哪裡去躲避您的靈？我往哪裡逃、躲避
您的面？我若升到天上，您在那裡；我若在陰間下榻，您也在
那裡。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海極居住；就是在那裡，您
的手必引導我；您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以賽亞書41:13—因為我耶和華你的上帝必攙扶你的右手，對你
說：不要害怕！我必幫助你！
以賽亞書42:6a—我耶和華憑公義召你，必攙扶你的手，保守
你……
馬太福音28:20b—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只要你有耶穌在心裡，把你的手放在祂的手裡，你就永遠不會
獨自一人行走！你若擁有耶穌，你就時刻有人陪伴和擁有愛。
無論你身在何處，你都在祂的手中，祂將看顧你。祂時刻都在
你身旁。

沙灘上的腳印

一天夜裡，有人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正與主一起走在沙灘上。
天空中正一幕幕地閃現著他的一生。每一幕上，他都注意到，
沙灘上有兩行腳印，一行是他的，一行是上主的。

當他人生最後一幕出現在眼前時，他轉身看了看身後的腳印。
他發現，自己人生道路上有許多時刻，只有一行腳印。他還注
意到，那都恰恰發生在他一生最難過、最悲哀的時分。

他心裡非常不安，於是就
詢問上主：「主啊，您說
過，只要我決意追隨您，
您就會一直伴我同行。可
是我發現，在我一生最艱
難的時刻，卻只有一行腳
印。我不明白為什麼在我
最需要您時，您卻離棄了
我。」

上主回答道：「哦，我兒、
我寶貴的孩子，我愛你，
我永遠也不會離開你。在
你遭受患難時只有一行腳
印，是因為那時我正在背
著你呢。」



* 耶穌聆聽我們的呼求，並回答我們的禱告

出埃及記22:27b—他哀求我，我就應允，因為我是有恩惠的。
撒母耳記下22:7—我在急難中求告耶和華，向我的上帝呼求。
祂從殿中聽了我的聲音，我的呼求入了祂的耳中。
詩篇55:17—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聲悲歎，祂也必聽我的
聲音。
詩篇66:19—但上帝實在聽見了，祂側耳聽了我禱告的聲音。
詩篇145:19—敬畏祂的，祂必成就他們的心願，也必聽他們的
呼求，拯救他們。
以賽亞書65:24—他們尚未求告，我就應允；正說話的時候，我
就垂聽。

* 上主不僅聆聽我們，還跟我們說話——祂是個信實的
顧問

詩篇85:8a—我要聽神
耶和華所說的話，因
為祂必應許將平安賜
給祂的百姓、祂的聖
民。
耶利米書 33:3 -
你呼求我，我就
回應你，並且把
你不知道的偉
大、奧妙之事
告訴你。



上帝的介入，拯救了一個生命

彼得·馬歇爾（曾擔任美國參議院的牧師多年）年輕時，曾花
了一個夏天在班伯村工作；那是一個離蘇格蘭邊境東南26公里
的英國村莊。一個漆黑的夜晚，他要從附近的一個村莊回班伯
村，他決定抄近路。他知道在這地區有一個很深、荒廢了的石
灰岩採石場，但是他認為自己能避開這個危險的地點，於是橫
過荒野回家。那天夜晚天上沒有星星，四周伸手不見五指，而
風聲也聽來陰森可怕。

突然間，他聽到有人大聲說：「彼得！」語氣很緊急。

他停了下來問：「是誰？你需要什麼？」

他傾聽了一刻，只是聽到風聲。他認為自己一定是聽錯了，便
繼續走了幾步。然後他再次聽到了那聲音，聲音更緊急了：
「彼得！」

這次，他完全停下來，在漆黑中努力地探視。突然間他跌倒了，
所以跪下來了。他伸出手想抓住什麼，但是四周什麼也沒有。
他便謹慎地在左右四周摸索，竟發現自己就在荒廢的石灰岩採
石場的邊緣上。只要再往前一步，他可能就會墜落、粉身碎骨！

彼得·馬歇爾永遠不會忘記那個聲音。他內心對那聲音來自哪
裡，從沒有懷疑過。

* 祂擔負我們的重擔

尼西米記4:20b－我們的上帝必為我們爭戰。
以賽亞書41:17—困苦窮乏人尋求水卻沒有，他們因口渴，舌頭
乾燥。我耶和華必應允他們，我以色列的上帝必不離棄他們。
馬太福音11:28-30—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



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
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
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 祂安慰我們

以賽亞30:19b—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聲音施恩給你，
祂聽見的時候，就必應允你。

詩篇119:50—這話將我救活了；我在患難中，因此得安慰。

以賽亞書66:13a—母親怎樣安慰兒子，我就照樣安慰你們。

* 祂賜給我們力量，我們可以依靠祂的幫助。

出埃及記15:2—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我的詩歌，也成了我的拯
救。這是我的上帝，我要讚美祂；是我父親的上帝，我要尊崇
祂。

撒母耳記下22:33—上帝是我堅固的保障，祂引導完全人行祂的
路。

詩篇28:7a—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裡倚靠祂，
就得幫助。

詩篇37:39—但義人得救是由於耶和華；祂在患難時做他們的營
寨。

以賽亞書25:4—你是貧窮人的避難所，是困苦之人患難中的避
難所，你是避風港，是酷暑中的陰涼處。

以賽亞書40:31—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
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哥林多後書12:9-10—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我的
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



以賽亞書26:3—堅心倚賴您的，您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為他
倚靠您。

約翰福音14:27—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腓立比書4:7—上帝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
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 祂照顧我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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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書4:19—我的上帝必照祂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裡，
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馬太福音6:33—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
給你們了。

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
庇我。我為基督的緣故，
就以軟弱、淩辱、急難、
逼迫、困苦為可喜樂的；
因我什麼時候軟弱，什
麼時候就剛強了。

* 我們可以藉著耶

穌而獲得平安

詩篇29:11—耶和華必
賜力量給祂的百姓，耶
和華必賜平安的福給祂
的百姓。



* 祂希望我們快樂

志下9:7—你的群臣，你的僕人，常侍立在你面前，聽你智慧的
話，是有福的！

尼西米記8:10b—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

約翰福音10:10b—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約翰福音16:24—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什麼，如今你們求，
就必得著，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詩篇144:15—遇見這光景的百姓便為有福。有耶和華為他們的
上帝，這百姓便為有福！

詩篇19:8a—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

約翰福音15:11—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存
在你們心裡，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 祂將解決問題的辦法賜給我們

彼得前書5:7—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上帝，因為祂顧念你們。

無論我們的問題是什麼，耶穌都有答案。如果你將你的生命放
進祂手中，祂便會照顧和幫助你處理你的任何問題！——祂能
幫助你克服它，幫助你簡化問題，並成為你所需要的支援、安
慰和朋友。耶穌關心你，祂非常愛你，祂明白、了解你正在經
歷的痛苦。祂的話語說祂會照顧你，你可以把你的重擔卸給祂。
如果你把問題交給耶穌，祂就會照顧你，祂會給你所需要的安
慰和解決辦法。



當然，那不是說，自從
我們得救的那一刻，上
主就會立刻自動地消除
我們的每個問題。得救
也不意味著你不再有任
何問題；但是上主會幫
助你解決問題，並使它
們比較容易去解決與忍
受，而祂也確實會解除
一些問題，使我們完全
地脫離其困擾。然而，
上主知道有些問題對我
們有益，祂會幫助我們
處理這些問題，並給我
們恩典、耐心和愛去承
受它們。

* 祂使萬事都我們有益

羅馬書8:28—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上主愛我們，祂會使我們從生命中的不同情形得益，即使我們不
能總是輕易地看到那些「益處」。

牡蠣

一隻牡蠣在海底打開貝殼，讓海水流經牠的身體。當海水湧進來
時，牠用鰓撿起食物、送進胃裡。忽然，附近一條大魚扭動尾巴，
攪起了海底一團砂泥。砂！噢！那隻牡蠣多麼討厭砂啊！當砂粒
掉進牡蠣的貝殼裡時，它是那麼粗糙，讓牡蠣覺得非常難受，又



十分煩惱，因此牠趕快用力合上貝殼。但這樣做已經太遲了，
一顆粗硬的砂已掉進殼裡，躺在牡蠣肉與殼之間的隙縫裡。

啊，那粒砂是多麼困擾牡蠣啊！但上帝賜給牠用來覆蓋貝殼內
部的一些分泌腺，馬上分泌出一種可愛、柔滑而閃亮的東西，
來覆蓋那粒令牠感到難受的砂。多年來那個牡蠣把更多的分泌
物加蓋在那粒細砂上，直到最後，它成了一顆貴重、美麗而閃
閃生光的珍珠。

有時候，我們
的問題就有點
像那砂粒一樣，
它煩擾我們，
使我們想知道
我們為什麼會
有問題呢？它
們真使人難受
和不便。但是
如果我們讓上
帝幫助我們的
話，上帝便會
施加恩典，把
我們的問題和
弱點化為一件
美事。不久上
主就把我們生
命中粗糙的砂，
變成力量與能
力的寶貴珍珠。



救了生命的火災

在一個隆冬的早晨，一隊漁船離開了紐芬蘭東岸的一個港口。
下午時分，風暴驟起。待夜幕降臨時，船隊卻無法在黑暗中找
到回港的航線。

整個夜晚，漁民的妻子、母親、孩子和愛人們，在那被狂風席
捲的沙灘上來回踱步。他們捏著雙手、呼求上帝拯救他們迷路
的親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漁村裡的一間茅屋失了火。因
為村裡的男人們都出海去了，婦女們對此真可謂是無能為力。

次日的黎明，所有的漁船竟安然無恙地返回了港口，人們因此
喜出望外。但是，在那個因為失火而燒毀了茅屋的婦人臉上，
卻充滿了絕望的神色。當她的丈夫走上岸時，她哭泣地上前迎
接他說：「親愛的，這下我們可完了！我們的家產全部被火燒
毀了。」

但是出乎她所
料，她的丈夫
竟興高采烈地
對她說：「感
謝上帝送來的
那場烈火！正
是那間茅屋的
火光，才使得
我們的船隊找
到了回港的方
向！」



* 藉著耶穌，我們得到寬恕

詩篇103:8-12—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
盛的慈愛。祂不長久責備，也不永遠懷怒。祂沒有按我們的罪
過待我們，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天離地有何等的高，
祂的慈愛向敬畏祂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東離西有多遠，祂叫
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

詩篇86:5—主啊，您本為良善，樂意饒恕人，有豐盛的慈愛，
賜給凡求告您的人。

耶利米哀歌3:22-23—我們不至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
愛；是因祂的憐憫，不致斷絕。每早晨這都是新的。您的誠實，
極其廣大。

以弗所書1:7—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祂豐富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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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一書2:12—小子們啊，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的罪藉著
主名得了赦免。

* 祂的愛永不改變、也永不止息

馬太福音28:20b—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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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安的約也不會更改。這是憐憫你的耶和華
說的。

瑪拉基書3:6a—因我耶和華是不改變的。

希伯來書13:5b—要以自己所有的為足；因為主曾說：「我總
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我愛你本來的模樣
來自耶穌的愛

你對我來說，是很特別的！我對你本人懷著愛，千萬不要以為
你只是人群中的一個而已。千萬不要因為有那麼多其他人，就
認為我沒有時間可以和你在一起；或以為在我的愛觸及你之前，
就會被用盡。

我知道你內心深處的渴望，和你內心深處的恐懼及不安全感。
我也知道你的過錯，但我仍然同樣愛你。我就是愛、憐憫、溫
柔、寬恕和同情。當你在掙扎、受到試探，或感到疲倦或軟弱
時，我能體恤你的感受。當你勝利時，我和你一起歡欣。

希伯來書13:8—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

讚美上帝！祂始終是信實的，總是可信賴的，總是在我們身邊，

總是在解決每一個問題，總是在供應每一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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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你、關心你，並
離你不遠。我就在你
的身邊。讓我用我無
盡的愛傾倒在你身上。
讓我用我愛的溫暖圍
繞著你。讓我以我愛
的安全感，來作為你
的衣裝。讓我以我的
愛充滿你、到滿溢的
地步。讓我向你顯示，
你對我有多麼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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