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柱石 -第三课 （下）

与上帝交流



课程第一部分：我们与主的关系

* 良好的关系

与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需要时间和精力。我们在与人建立关系

时所学的功课，有些也可以用于我们与主建立关系，下面我们

就看一看其中的一些方法。

我们需要投入时间来与他人建立关系，对他们给予注意。上一

课，我们谈到祷告时，需要集中注意力在主身上，可能的话，

还可以去想象他的形象。

我们与耶稣谈话时，应该像与最亲的朋友谈话一样。在者人际

关系里，不能只是一个人谈话！我们应保证不只是对主说，最

重要的，是听主说。

良好的关系还需要许多欣赏和感激，而不是把对方的给予视作

理所当然。对于主为我们所做的，所给予的，我们需要表示感

谢。

* 马利亚和马大的故事

我们所有的活动和工作可能都是好的，也是必需的，但我们不
应因此而忽视与耶稣的关系。让我们看一看圣经在这方面的论
述。



路加福音10：38—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
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马利
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侍侯的事多，心里忙乱，
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侯，你不在
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 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
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马利亚已经选择
那上好的福分，是也不能夺去的。”

* 如果你觉得自己失败了，怎么办？

当我们由于罪或者不顺从而犯错时，会很容易感到自责，比如：
“哦，我犯了这样的罪，有这样的过错和缺点，我是不可能与主
接近了。”但是你必须不让魔鬼，甚至你自己的内心，谴责你。

约翰一书3：20—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上帝比我们的心大，一
切事没有不知道的。

罗马书8：1—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些人按
着圣灵、而不是血气而活。

即使你曾违背过上帝，只要你忏悔，并诚心期望与主靠近，他一
定会原谅你。

诗篇103：8—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
慈爱。

诗篇37：24—他虽失脚，也不致全身仆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
他。

约翰一书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一切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 你更认同谁——马利亚还是马大？

• 如果你是马大，你对耶稣的话会做出什么反应？



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你的心、你的态度。如果你诚心想取悦
主，按照他的意旨做事，热爱耶稣，为他而活，当你呼求他帮
助时，他肯定会“亲近你”。古时的大卫王写道：

诗篇145：18—凡诚心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
和华必与他们亲近。

诗篇34：18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因此，即使魔鬼设法用自责或灰心的心情来攻击你，只要你知
道自己真心努力去爱主，取悦主，遵从他的话语，跟随他，你
就一定会靠近他！不管你有没有与他亲近的感觉！

* 无论你感觉怎样，主时刻都与你同在

我们一直在讲，祷告时，要集中注意力、想象主的形象。上一
课，我们还讲了圣灵的恩赐，但也许你没任何感觉。或许你感
觉不到与主亲近。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不应依赖我们的感觉，
或者任何感官去行事！

哥林多后书5：7—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而不是眼见。

上主非常爱我们每一个人，并应许说常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
是否感到与他亲近，我们都可以从他的话语得知，他靠近我们！
他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永不动摇。

希伯来书13：5b—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
你。”

以赛亚书54：10—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
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怜悯你的耶和华说的。



更亲近的关系

如何才能与耶稣亲
近呢？通过服从他
的话语，顺从他的
意旨，和及花时间
与他在一起！耶稣
说：

约翰福音14：23—
人若爱我，他必遵
守我的道；我父也
必爱他，并且我们
要到他那里去，与
他同住。

你若遵从他的话语，
花时间赞美他，与
他交谈，聆听他的
声音，阅读他的话
语，你就是在亲近
他！他也就会来与
你同住！保罗说：

希伯来书10：22—
让我们带着充足的
信心，来到上帝的
面前。



课程第二部分：祷告的“习惯”

* 祷告的好习惯

路加福音18：1—人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历代志上16：11—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
帖撒罗尼迦前书5：17—不停地祷告。
以弗所书6：18—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儆醒
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腓立比书4：6－7—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
和感谢，将你们所需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
在基督耶稣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 养成祷告的习惯！

常常祷告的关键就在
于养成习惯。其实祷
告并不玄虚或神秘，
你只是需要持续去做
，在自己所行的一切
事上，信实地认定
主。

箴言3：6—在你一切
所行的事上，都要认
定他，他必指引你的
路。



要想真正养成祷告的习惯，你必须尽力去为一切事情祷告！当然，
吃饭、开车、上床睡觉之前或者醒来就祷告，是个好的开端，但
对于一天中所做的其他事情，你是否也祷告呢？你可以祷告该做
哪件工作，如果你已知道该做什么，假如你一直在按一种固定模
式在做的话，你可以祷告如何去做。你若每天都在工作前虔诚地
祷告，主也许会在那一天告诉你一个更好或者更快的办法。

有一句话，我们应该收录进日常用语中，而且应该频繁使用，它
就是：“咱们停下来祷告吧。”

养成一个好习惯，需要在一定时间内付出很多有意识的努力。其
中总有很多次忘记，但有些时候也会记得。不过最终，我们记住
的会多于忘记的。

* 上帝眼里，没有小事

有时候，我们不会想到为小事祷告。也许你丢了钢笔，或者你患
了感冒，或者你需要一件衣服。这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然而，
主让我们养成祷告习惯的方法，就是教我们去为小事祷告。如果
我们仅为大事祷告，大事并不经常发生，至少不会经常到足以使
我们养成祷告习惯的地步。

我们若习惯了为小事祷告，我们就自然会为任何事情祷告——无
论大事还是小事。如果我们为小事祷告后，亲眼看到了主为这些
小事所行的奇迹，那么，我们就会有更大的信心去面对更大的需
求。

为小事而祷告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可以通过上面患感冒的例子来
说明。当你患了感冒时，如不祷告，病情可能会加重。不祷告，
小事就有可能会变成大事。



* 等待上主去工作

有人曾说：“上帝的拖延并不代表拒绝。”我们的祷告不会总是
马上得到上帝的回答，那则会锻炼我们的耐心。

雅各书1：3－4—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
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雅各书5：10—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
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

我们不可能每次都知道主将如何回答我们的祷告，以及他为什么
会推迟回答。但无论怎样，我们都需要记住，主永不失信。他一
定会把他认为最好的赐给我们。当我们祷告时，有时候他会说：
“行。”有时候会说：“不行。”还有时候会说：“等等！”

即使我们肉眼看不到主正在做的事，但我们的信心之眼却能看到，
因为他应许会回答我们的祷告。

马太福音7：7—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
给你们开门。
约翰福音15：7—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马可福音11：24—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
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 为他人祷告的重要性

撒母耳记上12：23a—至于我，断不为你们停止祷告，以致得罪
耶和华。
罗马书15：30—弟兄们，我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
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上帝。
帖撒罗尼迦前书1：2—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上帝，祷告的
时候提到你们。

为他人祷告，是我们祷告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那些有特殊
需要的祷告列成清单，有时会有所帮助。当你知道有人遇到问
题，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为他们祷告。

她留下的永恒影响

一位年轻的残疾人正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她把自己的一生都
献给了主，但此时，她正因为自己不能四处走动去拯救那些迷
失的人而苦恼。牧师去探望她时，听了她诉苦后，就对她说，
她可以在病床上恳切地为他人祷告。随后，他就离开了，也没
再想过这个事情。很快，这个村子里突然兴起了一股信仰耶稣
的热潮，教堂每晚都挤满了人。这位年轻残疾人听说了村里所
发生的事，就很急切地打听那些被拯救者的名字。几个星期之
后，她去世了。人们在她的枕头下发现了一卷纸条，其中之一
上面写着56个名字，而这些人全都在这次信仰热潮中信了主。
每个名字旁边都画了一个小小的十字架，这是别人告诉她谁信
了主之后，她所做的标记。

你要做的事情：写下需要祷告的名单，把它夹在《圣经》里、或
者是放在床头，来提醒自己去为之祷告。



祷告的方式

祷告的效果并不取决于祷辞的长短。有时情形迫切时，你可能
会希望向主讲得详细点。有时，你的祷辞可以简短一些。

无论祷告长短，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把全副身心都放在主身
上。

ABC…

星期天的早上，一位牧童正在放羊。教堂的钟声响了，人们走
过田野到教堂去，这时，牧童突然觉得自己也想向上帝祷告。
但是，他能说什么呢？他以前可从未学过祷告。因此，他跪下
来，开始背字母表——A、B、C，一直到Z。

一位绅士恰好从树篱的另一边走过，听到了牧童的声音。透过
树丛，他看见牧童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双目紧闭，嘴里念念
有词：“A、B、C…”

“你在干什么，小家伙？”

“先生，我在祷告。”

“那你念字母干嘛？”

“哦，我没学过祷告，我只想求上帝照顾我和帮助我照看我的
羊；所以，我觉得只要把我知道的说出来，他自会把这些字母
拼在一起，看懂我的意思。”

“小家伙，上帝祝福你！他会的，他会的，他一定会的。心正，
嘴就决不会说错。”



课程第三部分：赞美

* 感谢和赞美主的重要性

对于祷告中的请求方面，我们今天已经讨论不少了。现在我们将
集中学习赞美和感谢主。

帖撒罗尼迦前书5：18—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诗篇34：1—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
诗篇86：12—主，我的上帝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
名，直到永远。
诗篇118：21—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
救。
诗篇105：1－2—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
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任何关系，只要一方索取太多，
而付出很少，这种关系就是畸形
的。主为我们准备了很多恩福，
我们向他索取，他当然不在意，
但反过来，他也希望我们感激他。
他想让我们承认：我们对他所赐
予的礼物感到很高兴；我们感激
他对我们的照顾。他喜欢眷顾我
们，但他也很喜欢被我们感激。



麻风病人回来赞美上帝的故事

路加福音 17:11-18 -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马利亚和加
利利。 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
着， 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

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
（因为根据犹太人的风俗，在麻风病人痊愈之后，应该到祭司
那里去检验是否真的痊愈了。）

他们还没有得到痊愈，但他们却相信：耶稣一定会治愈他们，
所以他们便照着他的吩咐去做了；在他们去见祭司的路上，他
们的病就被治好了！

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上帝。又俯伏在
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
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
归荣耀于上帝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



花时间对耶稣说“谢谢”

我们经常不停地向上帝索要，但太忙于接收上帝给我们的赐福，
而忘记了去感谢他。

接受了别人的礼物，礼貌的做法就是坐下来给别人写封感谢信，
花点时间和精力来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向他人表达这种情感，
别人就会知道你很看重这个礼物。然而，如果他没收到任何回音，
或者仅在你进一步索要时顺口带一句感谢之词，他会想，他的礼
物对于你来讲，意义不大。并进一步推测，即使满足了你其他要
求，也难免会落到同样的结局。

主恩上加恩，他所赐你的礼物是如此珍贵，你无法从其他途径获
得！因此，假如他赐给你这些礼物，而你却不花时间写封“感谢
信”，向他表达你的感激之情，要想让他继续赐福给你，恐怕有
点困难！

下面是一些针对赞美时间的主意：

• 向主唱一首赞美歌。

• 闭眼感谢他所赐的具体恩福。

• 读一段赞美诗。

• 读一些现成的“赞美话语”。



耶稣，当事情发展顺利时，我并没有总是停下来感谢你。我常
常只是在事情变糟或不如预期中顺利时，才去这么做。实际上，
当事情开始变坏时，我仍没有马上这么做；我只是在事情已经
变坏，而你又再次把它变好时，才会去这么做。耶稣，我这样
做不太好，对不对？请你帮助我在事情看来很糟时，仍然有信
心去赞美你；因为我知道，对那些爱你的人来说，任何发生他
们身上的事情都会是有益处的。（罗马书8：28）。

我要感谢你帮助我明白这个真理。并且，在我忘记之前，我要
衷心地说：我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好事－－那些我已经看到
了的，以及那些我并没有注意到的事情。你使那么多事情都有
了圆满的结局，而我比以前甚至更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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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帮助
我向你
表达更
多的感
激之心，
并帮助
我更经
常去爱
你和赞
美你。
耶稣，
我衷心
感谢你，
我真的
非常感
激你！

http://www.freekidstorie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