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布真講章─《怎樣禱告》 

“惟願我能知道在那裏可以尋見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將我的案件陳

明，滿口辯白。” 

 

約伯在極度痛苦中這樣呼求神。像其他在苦難中的神的兒女一樣，他所渴望的，是

見到父神的面。雖然經過極度痛苦的煎熬，但他在開始禱告的時候，並沒有求神治

好 他一身的惡疾，使他的兒女從墳墓裏復活過來，或希望從那破壞者的手中得回

他的產業，他最先，又是最迫切的呼求是—“惟願我能知道在那裏可以尋見我的

神，能到他的台前！” 

 

在暴風雨來臨時，神的兒女都會趕快跑回家去，因為他們特有的天賦本能，使他在

遇到任何危難時，尋求神的庇護，亦只有那些以神為陰庇的人，才配稱為真正的信

徒。一個行善的人受到神的管教時，他會動怒，並像一個奴僕逃避主人責打一樣地

逃避神。但一個真正屬神的兒女便不同了，他會親吻那掌摑他的手，神惱怒責打他

的時候，他會在神的懷裏，尋求陰庇。 

一個苦難無告的人往往更渴望與神有交通。當約伯遠遠地看見他的朋友走近時，他

可能希望他們對他善意的忠告和同情，能減輕他的悲痛，但他們才說話不久，約伯

便沈痛地對他們說：“你們安慰人，反叫人愁煩。”因為他們說的話，就像把鹽撒

在他的傷口上，那些無情的責背更加深了他尖銳的痛苦，他們以前曾沐浴在他溫馨

的友誼中，但曾幾何時，現在他們竟使他的名譽蒙上了陰影，這是反面無情，十分

不當的事。於是約伯離開了他的朋友，仰望天上大能者的寶座，就像一個饑渴的旅 

人，丟棄了乾涸的水袋，去找尋一口水井一樣。這時候，他不再對人存什麼希望

了，他呼求說：“惟願我能知道在那裏可以尋見神。”只有我們瞭解到一切都是空

虛時，才會知道創造萬物的神的可貴，當你深切地領悟到：“那信任人的和以肉身

作武器的人有禍了。”你才能體會到：“信神的人和以神為盼望的人有福了。”這

話的甜美，你若因從人那裏得不到什麼而愁煩，那麼你就會因神的信實而喜悅。 

 

有時候一個在患難中的義人，因受不了別人的冷酷無情，趕快去親近神，但這時候

神好像也離棄了他，使他得不到慰藉，這是最慘痛的事。“惟願我能知道在那裏可

以 尋見神。”—約伯的呼求是沈痛的，甚至在他失去了兒女和產業的一霎那，他

的呼求也沒有這樣的深沈，還有什麼損失比失去神慈愛的笑容更大呢？在此他先嘗

到了救主在呼叫：“主啊！主啊！你為什麼離棄我？”時的哀痛，雖然神是時時刻

刻和他的兒女同在，在暗中看顧著他們，但他的兒女卻不一定能察驗到他的存在，

就像雅歌中所說的新婦找尋新郎一樣，她們在夜間躺臥在床上，找尋他卻尋不見，

她們雖然起來遊行城中，卻尋不著，神的兒女也同樣會哀傷地一再追問：“你們看

見我心所愛的沒有？”雖然神可能很愛你，像他愛基督一樣，但在某一刻他可能離



棄你，他發怒的時候也可能把自己隱藏起來。 

 

這時，你的內心會因為得不到神的亮光而更感迫切，你不會埋怨神說：“若神他離

棄了我，我便可以任意而為，沒有他的同在和安慰，我可以靠自己掙扎前進。”

不， 你不會這樣說，你心裏想：“這是關乎我生命的事，我不能沒有神，因為我

已在滅亡的邊緣和陷於無底的深淵中，只有神能把我拯救出來。”在這樣的情形

下，一個崇高的靈魂會更熱切地尋找神，它會虔誠地一再向上天呼求、哀哭、歎息

—“惟願我能知道在那裏可以尋見神！”你的靈魂會不辭勞苦跋涉，經歷千山萬

水，也發誓要走到神的寶座前，在饑渴中我的靈能推倒銅牆鐵壁，甚至攀上天國的

城樓，只為見父神一面，若我與神之間隔著七個地獄，我也毫不猶豫地投身於地獄

烘烘的火焰中；若我知道我終能來到他的面前，嘗受到他的愛的喜悅，那麼又有什

麼能使我畏懼，有什麼能使我裹足不前呢？約伯在呼求神的時候，他心中一定這樣

在想。 

 

但約伯的最終目的，不單是見父神的面，他尋找神，是為了向神禱告，他原先已向

神禱告，現在他來到神的面前，希望神聽他的禱告，並伸出他憐恤的手。他向那大

公無私的審判者和智慧的神，把他的案件陳明，因他不滿他的朋友不公平的審判，

所以要向神—那天上最高的執法者上訴，他說：“我就在他面前將我的案件陳明， 

滿口辯白。” 

 

在以上的一節經文裏，約伯教導我們怎樣向神祈求。他把他禱告的技巧和秘密展示

給我們看。我們若聽從他的指引和神的教導，我們同樣會懂得怎樣運用這些技巧，

向神禱告。 

 

一、在神面前將我們的案件陳明 

 

很多人以為禱告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可以漫不經心，毫不費力地隨意而為；有人

以為只要你找到一本書，翻開裏面一頁，讀出一連串辭藻華美的字句，然後把書本

合上，便是作了一次禱告；另一些人則批評這樣的方式是近於迷信，他們主張用

“即興”之法，就是隨意想到什麼便說什麼，就像萬獸奔騰，而把這些如流水行雲

的思想變為言語的時候，只要稍微留意裏面的內容便可。 

 

但初期的聖徒不是這樣禱告的，他們禱告的態度，比較今日很多的信徒嚴肅認真得

多，首先他們是十分重視禱告，並加以恒久的練習，而他們有很多是以善於禱告著

稱的，神也特別賜福他們，所以他們在禱告中得到很大的收穫，在那施恩寶座上發

現了無盡的寶藏。 



初期的聖徒，包括約伯在內，都得到神的恩賜，懂得怎樣在神的面前，將他們的案

件陳明。當一個人來到法官面前請願的時候，他一定不會張徨失措，必定預先準備

好要提出的理由，及怎樣向法官陳述。同樣地當我們來到萬王之王的寶座前時，也

應預先準備一切，認清自己的目的、立場、希望，當我們突然遇到危難或憂傷時，

我們可以立刻來到神的面前，但在平時，我們卻不應毫無準備地去見主。 

 

一個祭司在獻祭的時候，他不會謬然走進聖殿，隨便拿起一柄斧頭去宰殺公牛犢，

他會站起來，在銅洗濯盆中洗淨他的雙足，並穿上聖衣和其他祭司的衣飾，然後小

心翼翼地遵照耶和華的命令，將祭物分開，甚至連如何安置公牛的脂油、肝臟、腰

子這樣細微的事，也不忽略。他把血盛在碗中，灑在祭壇周圍適當的地方，而不是

任意而行。他並用壇外的聖火生火，雖然這種祭祀的儀式現在已經完全被廢棄不用

了，但它所包含的真理至今仍然是適用的—就是我們在屬靈的祭祀上也應採取同樣 

小心的態度，神是不喜歡我們一清早在被窩爬起來，跪在地上，隨便想什麼便說什

麼的。我們在禱告時的態度，應該是恭敬和虔誠的。 

讓我們看看大衛在蒙神賜福後，是怎樣禱告感謝神的—首先，他進入神的殿，來到

主面前，因他知道他不應在外面，與神隔得遠遠的，他進入殿裏，到主面前坐下來 

—雖然有人反對坐著禱告，其實這也沒有什麼不對的。他安靜地坐下來，面對著

主，思想神的完美，以培養禱告的精神，然後在聖靈帶領下，他才開口禱告，但願 

我們也學大衛一樣禱告。 

 

於是大衛開始禱告：“早晨我必向你陳明我的心意，並要儆醒。”這裏我們看到他

怎樣安排他的思想，把禱告當作弓箭一樣，他是不會無故放矢的，首先他把箭搭在

弓上，瞄準箭靶的紅心，然後盡力拉弓，把箭射出去，並昂首注視這箭前進，因為

他希望神會垂聽他的禱告，但很多信徒在禱告完畢後，便把一切都忘得一乾二淨

了。大衛知道在禱告時，他必須集中自己的心思意念，於是他把自己的力量都運用

出來，他相信禱告是有功效的，並相信神會答允他的請求。我們無論對於工作或禱

告，都應同樣地用心，越是值得我們做的工作，也越須要我們小心去做，若我們在

工作時專心一致，但禱告卻漫不經心，這便是褻瀆神了，若我們以為對神馬馬虎虎

便可以，但對世俗的事卻非認真不可， 這不是一種很大的諷刺嗎？ 

 

若有人問我禱告應循什麼秩序進行， 我不會像一些人一樣，給你一個模式，要你

順著讚美、認罪、懇求、代禱、歌頌的先後次序去安排你的禱告，神也沒有規定我

們必須依照這樣的形式。我所指的秩序，不是一些如上所述的機械式的秩序，因為

在舊約中便有各種形式的禱告，而任何形式的禱告，同樣都是正確，都是神所悅納

的。 

 



我以為禱告的屬靈的秩序，不單是次序的安排，我們更應感到我們所做的是實在

的，我們要向一位看不見，但實在與我們同在的神說話，雖然我們觸摸不到他，也

聽不見他說話，但他就像一個有血有肉的朋友，在與我們談話。當我們感覺到神的

同在時，他就會施恩使我們謙卑下來，就像亞伯拉罕一樣，當他說：“我雖然是灰

塵，還敢對主說話。”只有這樣，我們的禱告才不會像學生背誦課文般的呆板，我

們也不會用老師教導學生一樣自大的口吻，或強盜攔途截劫時的粗暴語氣，我們會

變得謙虛卻不畏縮，並藉著救主的寶血求神憐憫，我們不會像一個奴隸一樣訥于言

辭，也不會像一個輕率鹵莽的頑童，而是像一個順服的孩子一樣去懇求神，對他的

旨意，完全順服。當我向神禱告時，我必須先站在自己的地位上，並明白我所想所

求的，原是我不配領受的，只有靠著神的恩典和藉著他的兒子耶穌基督，我才能得

到這恩惠，所以我要以救主為陰庇，當我開口的時候，我要說基督要我說的話，當

我懇求神的時候，他身上的釘痕、他的生命、他的死亡、他的寶血和他自己，乃為

我的憑藉。這才是禱告真正的秩序。 

 

然後，我們應知道自己想求什麼，在禱告的時候，我們必須把我們所要祈求的說得

清楚明白。有些人在聚會中禱告，往往令人摸不著他們究竟向神求些什麼，我常常

害怕自己也會犯上同樣的毛病，在他們的禱告裏，有關教義的理論和涉及個人經驗

的話說了一大堆，真正懇求神的話只是聊聊數語，而這些話又是含糊不清和雜亂無

章的。我以為我們的禱告必須清楚明白，當我們心目中很明顯地有某種需要時，我

們才會向神祈求，所以在祈求時，應該十分肯定和清楚，也不要轉彎抹角和兜圈

子，要直接入題，開門見山，我很喜歡亞伯拉罕採取的態度。他這樣對神說：“但

願以實馬利活在你面前。”他說明他要為他禱告的人的名字，及所想求的恩典，只

是聊聊數語—“但願以實馬利活在你面前。”很多人就會兜圈子說：“但願我們所

愛的子女，能得蒙神的寵愛，就如你對……”等等，其實你要說“以實馬利”，你

就只要對神說“以實馬利”，有些人甚至為牧師禱告，也用這種隱晦的言辭，令人

不知他指的是誰。 

 

因此，我們的禱告必須清楚，把你內心要說的話，坦白誠實地說出來，當我們把自

己的事向主陳明時，我們的思想就會清晰。你不須求神賜給你一般人都“以為是好

的東西”，也不用列出一大堆你或會得到，曾經得到，可能得到或將會得到的東

西。你只要向神表明你現在的需要，就如日用的飲食等。你祈求的時候，要用簡單

的言語，因神不會看重美麗的詞藻，在他的眼中，巧言令色是無意義的，只會暴露

你的膚淺喜愛自我炫耀的性格而已。在主面前，你的話要簡短，但你的心卻要火

熱。 

 

當你奉耶穌基督的名，把自己的需要向神陳明後，還應該想一想你所求的，是否適



當，我們若細心思想，就會發現我們所求的一些東西，原是不當求的，我們深藏在

心裏的動機，可能是自私，違背基督的旨意，我們可能只知為自己的方便和舒適設

想，而忘記了神的榮耀。雖然我們可以為自己的利益祈求神，但卻不能因自己的利

益而損害神的榮耀，我們在禱告中必須順服神的旨意，我很喜歡路德的禱文，他

說：“主啊！我願你成就我的旨意。”在此你也許會驚訝我為什麼會喜歡這樣的禱 

文，但且聽他說下去，他繼續說：“我要堅持我的旨意，因你的旨意就是我的旨

意。”禱文的前半部看來是狂妄自大，但加上了後面的話，就變成了很出色的禱文 

了。若我們清楚知道自己祈求的是為了神的榮耀，而我們又有這樣的能力的話，我

們可以這樣說：“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我們甚至可以像雅各與天使摔 

跤一樣，不得到祝福不罷休，但我們必須十分清楚我們所尋求的，是為主的榮耀，

我們方能如此。 

 

現在把上面所說的三點歸納起來，你便明白何謂在主面前將你的案件陳明—先是把

要說的清楚明白地說出來，使你的禱告有真實感，知道自己需要什麼就求什麼；然 

後是虔敬的心志，相信你所求的是你所需要的，並決定在禱告中求神的恩賜，還有

最重要的是完全的順服，把一切都交托給神。 

 

但仍然只有聖靈能教導我們怎樣禱告，他是禱告的賜予者，為禱告去禱告—你要一

直祈求直至你懂得怎樣祈求，祈求他幫助你禱告。不要因你不懂得禱告而放棄禱 

告，因為當你感到自己不懂得禱告時，你的禱告實在是最迫切的。有時你在禱告

中得不到安慰，而就在你的心破碎失望的時候，你便開始與至高者摔跤和掙扎。 

 

二、 我們要滿口辯白 

 

這裏要求我們的，不是滿口花言巧語，而是效法古聖徒一樣，滿口辯白，因為這是

開啟恩典之門的鑰匙。 

 

我們為什麼要辯白呢？這不是因為神吝嗇他的恩典，不是我們能改變他的旨意，也

不是神不明白我們的境況或因由，須要我們向他言明。我們辯白原是對我們有益處

的，他要我們懇求他，並提出充分的理由，因為就如以賽亞書所說的，這樣做能表

明我們珍惜神的憐憫，重視神的恩典。 

 

我們在禱告中“辯白”，便會明白怎樣才能得到神的恩典，一個人若以自己的優點

作理由去辯白，他是一定不會成功的，只當我們以神的恩典作理由，同時心裏真

正明白到一個罪人只能循恩典的途徑去獲得神的賜予時，才能得到神的俯允；此

時，辯白也能喚起我們對神虔敬的心，一個人在辯白中提出的理由越多，他便越有



力量。在我們的祈禱會中，最好的禱告是那些理由充足的，有時候當一位元弟兄覺

得實在需要神的恩典，於是來到主面前懇求，首先他提出一個理由，跟著第二、第

三、第四、第五個，直至激起所有參加聚會的人的熱心。 

 

雖然神不需要禱告，但禱告對我們卻是十分重要，我們若不勉力禱告，我真懷疑我

們能否生活得像基督徒，若神不須要我們祈求，便把恩典給我們，這恩典就沒有現

在須要尋求的恩典可貴了，因為“尋求”與“獲得”，同樣都是福氣。禱告本身是

一種福樂，禱告使我們離開暴日當空的大地，沐浴於清澈涼快的溪流中；禱告，

就是乘著蒼鷹的翅膀，飛越雲中深處，直達睛空之上神的居所；禱告，就是進到

神的寶庫，支取其中無盡的財寶；禱告，是抓天國於手中，以靈擁抱神，並感到

聖靈已居於身體的殿中；禱告，撇開所得的答復不說，本身就是天賜的福分；禱

告，是卸下背負的重擔，撕去一身的破爛，除去疾病，靈力充沛，靈體安康。神

把禱告的技巧，豐盛地賜予我們，使我們知道怎樣與他辯白。 

 

然後，我們談到這題目最有趣的部分，就是下面列出的一些與神辯白時可採用的有

效理由，由於篇幅的關係，這裏只能指出一個大概而已。 

 

一、神的屬性： 

 

當亞伯拉罕禱告求神赦免所多瑪時，他緊緊的抓著神的公義，他求告神說：“假如

那城裏有五十個義人，你還剿滅那地方嗎？不為城裏這五十個義人，饒恕其中的人 

嗎？將義人與惡人同殺，將義人與惡人一樣看待，這斷不是你所行的。審判全地的

主，豈不行公義嗎？”於是摔跤開始了，這是一場激烈的理論，亞伯拉罕抓著神的 

左手，而當雷電要打下來的時候，他更牢牢地緊握著它。但他終於得到一個答覆

了，就是神不能因此而赦免這個城，當這個義人被迫時，他是一寸一寸地慢慢退後 

的，最後，當他知道不能再靠公義去達到目的時，他再握著神恩慈的右手，當他問

神若那城裏有十個義人，他是否會寬恕這城時，奇妙的結果便產生了。因之，我們 

可以隨時隨地握著神的公義、恩慈、信實、智慧、他曾經歷長久的苦難、溫柔，我

們便會發現上列每一種神的屬性，都能為我們開啟天國之門。 

 

二、神的應許： 

 

當雅各在雅博河對岸的時候，他的哥哥以掃正帶著人，迎著他來，他便懇求神不要

讓以掃殺害他的妻子兒女，他很懂得用充足的理由去懇求神，他說：“你曾說，我

必 厚待你。”—這話包含著何等的力量啊！他抓緊神的話—“你曾說”神的屬性

是我們的在辯白時可以掌握之點，但神的應許，除包含了神的屬性之外，還有其他 



的意思，所以是我們更好的憑藉。“你曾說過”—我們還記得另外一個類似的例子

嗎？當先知拿單對大衛說出了神的應許，大衛便向神禱告，他在最後說：“照你 

所說的而行。”這是理由充足的，因為神已說了這些話，難道他會反悔嗎？就算所

有的人都說謊，神也要照他的話而行，他口中所說的每一句話，他都必須履行。 

所羅門在建好耶和華的殿之後，他也用同樣的方法祈求神，他求神記著他對他父親

大衛所說的話，祝福那殿。當一個人答應做一件事的時候，就等於他已用他的名譽

作保證，他若簽了字，他就必須履行他的諾言，否則他便是失信了。神的應許是永

遠能兌現的，他的信用，也是絕對可靠，他履行他的應許是極其準確的，不遲，也

不早，你若翻查聖經，就會發覺神應許他選民的，他都履行了，當約書亞年紀老邁

的時候，他說：“耶和華你們上帝所應許賜福與你們的話，沒有一句落空，都應驗

在 你們身上了。”若神答應你一件事，那麼你在祈求的時候，是不須猶豫，你可

以很堅定的懇求神，若你現在求的恩典，神原先已鄭重答應，那麼你也不須顧慮這

會違背他的旨意，因你已明白他的旨意，他的旨意就包含在他對你的應許之內，你

可以繼續懇求他履行這應許，直至他實行為止，他一定會實行的，否則他就不會應

允你，神的應許，不是用來敷衍我們，他說的話，他都有誠意履行的。 

 

三、神的大名： 

 

當摩西用神的名與神辯白時，他的話是何等的有力“你為你的名作什麼呢？埃及人

曾說，耶和華因為不能把這百姓領進他向他們起誓應許之地，所以在曠野把他們殺 

了。”在很多情形下，神的名與他的選民的歷史是緊緊地連在一起的，有時，當一

個信徒信靠神的應許時，他會採取一定的行動，若神不遵守他的諾言，那麼不單只 

信徒受騙了，同時，在冷眼旁觀的邪惡世人會說：“哈哈，你的神在哪裡呢？”讓

我們看看穆勒的例子，多年以來他一直都對人說神聽人的禱告，他對此並深信不 

疑，由於這信念，他繼續不斷地建造孤兒院收容一些孤兒，我可以想像到假若他陷

於困境中，無法去維持這一班為數一千或兩千的孤兒時，他可能會這樣祈求神： 

“你為你的大名作什麼呢？”而你若曾得到神的應許，你在遇到大苦難時也可以

說：“主啊，你曾說：‘你在患難中我必與你同在，並必不離棄你’，我已告訴我

的朋友和鄰舍說我完全信靠神，若你不拯救我脫離這些苦難，你的名譽會變得怎樣

呢？神啊！求你拯救我，否則你的信譽會蕩然無存。” 

 

此外，我們同時可以把誹謗者所說的詆毀之言，作為辯白的理由，且看希西家如何

巧妙地拿了拉伯沙基的信，展示在主的面前，你也許會懷疑這一封滿紙褻瀆的信是

否會有任何作用—“亞珥拔、西法瓦的神在哪裡呢？我所攻克之城的神在哪裡呢？

希西家說耶和華必拯救你們，你們不要受他所騙。”這些話有什麼作用嗎？有的， 

就是拉伯沙基寫了這封信，因它激怒了神，使他去救助他的百姓。有時當神的兒女



看到他的敵人氣焰沖天，肆無忌憚地誹謗神，他可以高興一下，說：“現在他們誹 

謗主自己，他們不單只攻擊我，更攻擊那至高的神。”現在，與拉伯沙基對抗的，

不再是微不足道的希西家和他的一隊兵卒，而是作天使之王的耶和華。如今，驕傲 

的戰士拉伯沙基，你能作什麼呢？耶和華已加入了戰圈裏，你能逃避被徹底毀滅的

命運嗎？基督徒應用羅馬教會所作的事和虛無的無神論者所說的壞話作與神辯白的 

理由，使神為福音出力—主啊！你看他們如何詆毀基督的福音！請你從懷裏伸出你

的右手！神啊，他們向你挑戰！敵基督已霸佔了你的兒子先前所處榮耀的地位， 

並站於以前傳講福音的講壇上，傳揚羅馬教義。神啊！請你起來，求你發起熱心，

讓聖潔的怒火重燃！你舊日之敵又再橫行了，看啊！巴比倫的大淫婦再一次在凱旋 

中騎著她的朱紅色獸！耶和華，前來啊！來再一次顯出你的臂膀的大能！我們可以

為了神的大名，用這樣的方式向神祈求。 

 

四、神之民的哀傷： 

 

在聖經中我們可以找到很多種例子，耶利米是很懂得使用這方法的，他說：“錫安

的貴胄，素來比雪純淨，比奶更白，他們的身體，比紅寶玉更紅，像光潤的藍寶石

一樣。現在他們的面貌比煤炭更黑。”“錫安寶貴的眾子，好比精金，現在何竟算

為窯匠手所作的瓦瓶。”他說出他們在被圍困時的哀傷困苦，他叫主看一看他那些

在苦難中錫安的民，不久，神垂聽他那痛苦的哀哭，面對一個父親來說，沒有什麼

比他的兒子的哀哭更能感動他的，而比這哀哭更有力的是一種呻吟—就是當他的兒 

子病得十分沈重，躺在那裏，在極端痛苦與軟弱中所發出的呻吟，有誰能忍心充耳

不聞呢？而當屬神的以色列在卑下的境況中痛苦呻吟時，主拯救我們的時候，便來 

臨了；他一定會表明他是愛他的民的，所以當你處於同樣的困境中時，你可以在呻

吟中祈求神，當你看見一間教會陷於低沈的光景中，你也可以化悲哀為言語，求

神 再來拯救餘下的民。 

 

五、過往之事： 

 

曾親自經歷過神恩典的人，他會知道怎樣去懇求神。以下是大衛的例子：“你曾幫

助我，現在求你不要舍我而去，也不要離棄我。”他求神憐憫時，指出他自幼及長

都蒙神的扶持，他自出生時起便已倚靠神，然後他懇求神說：“上帝啊，我到年老

發白的時候，求你不要離棄我。”當摩西見神的時候，他說：“你曾將你的民從埃

及地領出來。”他好像在說：“不要放下你未完成的工作；你所開始建造的，完成

它；你已打了第一仗，主啊！求你繼續打下去，直至獲得最後的勝利為止。”我們

在困苦中有沒有祈求神：“主啊！當我在大試煉中面臨絕境的時候，你曾拯救我，

你亦從未離棄我，我已以你的名，建立了我的以便以謝（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



們）若你決意離開我，為何你要我看到這些事呢？這是否把你的僕人安放在這位置

上，為要羞辱他呢？”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不變的神，他過去所行的，將來也如此

行，因他不會捨棄他最終的目的，也沒有人能阻礙他的計劃，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過

去的事，來求取他的賜福。 

我們甚至可以利用自己的卑微和不配去懇求神—“在吃者得了肉，強者得甜美”

時，大衛曾求告神說：“耶和華啊！你為何只是作一些微小的事呢？你是一位偉大

的神，而這裏有一個罪大惡極的罪人，在我的身上是最適宜表現你的恩慈，我深重

的罪孽正好使你顯明你的憐憫，讓別人在我身上看到你偉大的愛吧。”當摩西求神

赦免他犯了罪的百姓時，他也似乎有同樣的想法，而神的自制力真是十分大的，我

們可以匍匐在寶座下，呼求說：“神啊！我是一根壓傷的蘆葦，求你不要折斷，不

要踐踏我這弱小的生命，請不要捕獵我。不要追趕‘一隻死的狗，一隻蚤’，如大

衛所說的，不要追趕我，因我如在暴風雨中飽受吹打的棄葉，不要監視我，就如約

伯所說的，像我是茫茫的大海或一條巨鯨一樣。我是如此弱小，你的憐憫既能在一

個像我一樣卑賤和微不足道的人的身上顯明，因之，神啊，求你憐憫我吧！” 

 

有一次神自己曾幫助先知以利亞去贏取眾民，在這一次赫赫的事件中，以利亞向他

的仇敵挑戰，讓他們各自求告自己的神，以利亞的心中是如何的激動，且看他如何

嬉笑他們說：“大聲求告神，因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邊，或行路、或睡

覺，你們當叫醒他。”而當他們用刀槍自割，自刺、跳到壇上的時候，這神的僕人

一定很輕賤地冷眼看著他們這些枉費心機的努力和狂呼亂叫，但若他的信心薄弱的

話，那麼當他重修已經毀壞耶和華的壇，又在壇上擺好了柴，把牛犢切成塊子的時 

候，他的內心一定會十分驚悸不安的。之後，他對眾人說：“把水倒在上面，以免

你們懷疑我在裏面藏著火，把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吧。”當他們把水倒在上面後，他 

又說：“倒第二次。”他們倒了第二次後，他說：“倒第三次。”水便流在壇的四

圍，溝裏也滿了水，他便近前來呼喊神說：“耶和華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只有你 

是神。”這是一個全面的考驗，這一個勇敢的先知在眾人面前把耶和華的存在顯示

給他們看，神聽了他的禱告，降下火來，燒燔祭、木柴、石頭、塵土，又燒乾溝裏 

的水，因耶和華答允了他僕人的禱告。有時候，我們也可以同樣地對神說：“神

啊，我奉你的神性和存在求你，若你是神，就求你幫助你的百姓，以顯明你是

神。” 

 

六、耶穌基督的受苦、死亡、應得的賞賜、代禱： 

 

我恐怕我們還未明白我們可以奉主的名向神祈求的真正意思。通常當我們奉基督的

名向神祈求，我們的意思是：“神啊！你的兒子是應得到這些的，就求你因他的緣

故為我作這事吧。”但其實我們可以作更大的要求，例如，你在本地擁有一所百貨



商店，你對我說：“到我的店裏，對店員說我叫你去取些東西。”那麼我便到你店 

裏，運用我的權利去取我需要的東西，而實際上，耶穌基督也是同樣地對我們說：

“你若希望父神給你什麼東西，他所有的都屬於我的，你可以用我的名向神支 

取。”當基督說：“你若奉我的名求什麼，我必賜給你們。”就等於你給一個人一

張署名但未填上銀碼的支票，任他填上他所要的數目，若我得到一張這樣的支票， 

而簽署的人又是一個可靠的人的話，那麼我知道我一定可以到銀行去，要經理為我

把支票兌現，同樣地當我們有基督的名時，我們禱告時是不用恐懼、畏縮、猶豫、 

或表現得毫無信心的樣子，因為在神的公義下，他是向基督負了債，而基督所作的

也使他有權向神作出要求，所以當你奉基督的名懇求時，基督的名便可使你的懇求 

有震撼地獄之門之力，也能使天上的主服從，而神自己也會感到這禱告的神聖的力

量。 

 

你若在禱告中多想到基督的哀傷和呻吟，你一定要懂得如何禱告，把基督的創傷、

呼求、在客西馬尼的呼求和在加略山所流的血帶到神的面前，並對神說，你既是靠

著這些傷痛，呼求和呻吟去祈求，他是不能拒絕你的。 

 

三、 頌贊與感恩 

 

若聖靈教導我們怎樣將我們的事向主陳明，怎樣去與主辯白，那麼結果我們就會說

出很多讚美的話。一個原先滿口辯白的人，他很快便會因神答允他的禱告，而說出

很多讚美神的話，你今天早上的禱告是充滿怨言嗎？若是的話，你就應求主潔淨你

的口舌，因為這些污穢之物是於你無益的，它遲早會在你裏面產生毒恨，所以讓你

的口充滿禱告，充滿辯白，使你的口不再留有其他的餘地，這樣，你很快就會得到

你向神所祈求的—“你要在主裏常常喜樂，如此，他便會賜給你心中所想所求 

的。” 

以前在東方某一些國度裏，國王在召見一些寵臣時，往往叫他把口張開，然後把珍

珠寶石裝滿他的口，作為對他們一種賞賜，這正好作為一經節的注釋—“張開你的

嘴，讓我裝滿他。”神說：“你張開口，要滿口辯白。”然後他會把珍寶的慈愛和

其他無價之寶裝滿，對於神這樣的要求，大概一個最愚蠢的人也不會提出異議吧？

那麼，我們便張開嘴向神祈求吧，我們的需要是大的，而我們亦將大有所獲，在他

裏面我們是沒有限制的，只有在我們裏面才有限制，在禱告中神將他的恩典豐豐盛

盛地加給我們，他又把怎樣和他辯白的大能賜給我們。 

 

我以上所說的雖然是針對基督徒，但在大體上亦適用那些未信主的人，對於這些

人，神會把他的力量顯明給你們看，他會帶領你們隨著謙卑的禱告到主耶穌基督那

裏，並在他裏面，找到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