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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比斯的禱告」之外

禱告，並非意謂：向上帝祈禱，求祂賜下我們

想要的每一件東西；而是求按祂自己的心意賜

與我們，因為祂才是人生中唯一的賞賜者。

孫大信（Sadhu Sundar Singh）

我
收到這類電郵，大概不下數千次了：「上帝一點也

不愛我。我敢這麼說，是因為祂根本不回應我的禱

告。」

這樣寫的人，算是夠勇敢的，因有更多的人，心底

都藏著一個祕密：「上帝傷了我的心。」

你曾否做這樣的事？例如，拚著命地用「雅比斯的

禱告」來祈求主豐盛的祝福。祝福本身是件美事，然而，

如果連活下去都有困難，而上天仍是沉默以對，你或許

會覺得，自己該用大衛王的禱告更貼切吧：「祢忘記我

要到幾時呢？」（詩篇十三篇 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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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兒也不奇怪。不曉得你有沒有注意到，現代

人比以前的人遭遇更多的人生風暴？許多人似乎得不斷

應付各種事件、難題，如排山倒海的沮喪、懼怕、憂慮、

怒氣、遭遇背叛、婚姻破碎、健康或財務危機、失業、

或兒孫誤入歧途、崩潰的人生、天災、錯誤的抉擇、失

去摯愛，以及令人悲痛得無以復加的處境。

你自己是否正處於這樣的風暴？

好久以前溫蒂漢堡的廣告，那位小個子的阿婆，掀

開她那份稍嫌單薄的漢堡上層麵包，喊道：「牛肉在哪

裡？」你很可能也正準備掀開生活中的蓋子，叫道：「上

帝啊，如果祢真的愛我，為何不應允我的禱告？祢給我

的祝福在哪裡？神蹟在哪裡？」

我懂。只不過，如果有一種可以除去一切懷疑和困

惑的禱告方式，你願意試試嗎？

可以的。本書就是要幫助你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

只要你肯開始個人的「規劃式禱告」。

當我教導別人如何禱告時，曾目睹（毫不誇張地說）

數千人，被上帝的能力翻轉而改變。我自己就是經歷了

好幾個寒暑的困境，才學會禱告的祕訣，並學會如何推

開「禱告不蒙應允」的錯誤領受，而觸摸到上帝的心。

我的故事，並非那種無關痛癢的情節。說真的，當時上

帝根本沒有按我所求的來回應我的禱告。但祂做了更美

的事。祂將我的生命轉化成一個神蹟！現在，祂也準備

透過本書的禱告經歷，為你做那同樣美得無比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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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先看看以下真實的確據。當我們一起禱告

時，你會發現：

※ 上帝深知你現在的處境。

※ 祂從不會忘記你。

※ 祂要你明白，祂是多麼疼愛你。

※ 祂渴望和你建立更深的情誼。

※ 祂與你同行、伴你走一生的旅程。

你可能已經知道，這古老的塵世並非天堂，而人生

似乎也十分艱難。那麼，單單明白「怎麼親近上帝」，

明白「祂在乎你」，會有用嗎？單單明白耶利米書

三十一章 3節所說的「我（上帝）以永遠的愛愛你」，

會有用嗎？

是的！隨著書中的篇幅你會發現，每件事都有用，

都值得。

因此，別沮喪，也別放棄！更別讓你的禱告生活，

越禱告越厭煩。從腓立比書四章 6-7節學個功課：「應當

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

所要的告訴上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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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句話說，（作一個禱告的人），你必須學的第一

件事，就是放鬆，然後以感恩的心將你的需要和祈求，

告訴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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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祈禱，長得什麼樣子？看看這則禱告：

親愛的主，

我要在祢裡面放鬆。

以下是我的難處：                                。求祢

接收這些難處，幫我解決。還有，多謝祢給我

這個機會，可以將這些難處帶到祢這裡。我交

託給祢了，由祢來替我解圍。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這好簡單，以至於很容易就會漏失掉它深層、撼動

生命的能力。因此，我們還要更深入探討。當你作這樣

的禱告時，問問自己：「我是否感覺到一種改變？」如

果沒有，就再重複作一次禱告，直到你「感覺到了」為

止。你究竟要感覺什麼？就是要讓上帝獲得你的「授權

許可」，由祂來接管你的難處。

一旦「感覺到」自己真的授權出去了，你一定會想

問：「這事真的這麼簡單？」

沒錯，當你真的放手，將難處交給上帝，你會開始

感受到，上帝所賜的平安已經轉化了你的心境和意念。

如果你已發現這種禱告十分有趣，請拭目以待：藉

著這整本書，你還要學會更多改變生命的禱告。

當你禱告時，你會在與上帝親密的交流中，得著回

應。但要切記，你的禱告不會獲得應允，直到你確切地

將它禱告出來。就如同從前坎特伯里總主教威廉．湯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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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Temple）所說：「每當我禱告，妙事就發生；

當我不禱告，妙事就不會出現。」1

當你越多在禱告生活中成長時，你會越發看見更多

奇妙的事屢屢發生。

如果你渴望翻轉自己的生命，現在就翻到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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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式的禱告

我今天的禱告是：祈求能感受到上帝以祂慈愛

的膀臂環繞我們，讓我們的心能明白，只要信

靠主，祂永遠不會撇棄我們。

葛理翰（Billy Graham）

◆  ◆  ◆

結束在愛荷華州的一場演講後，正與一位獨唱家寒

暄時，有個六十出頭的祖母，向我們走過來。她佩戴的

大會名牌，上面寫著「芭比」，她開口就說：「琳達，

謝謝妳今天分享『喜樂』的專題，可是，對我好像沒什

麼幫助。」

我嚇了一跳，盯著她，聽她繼續說道：「我撐不下

去了。我對誰都一無用處。我如同行屍走肉一般。」

我朋友潔姬的眉毛，上揚得幾乎要碰到前額的髮際

了。她望著我，好像在說：「我要昏了！我們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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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詳著眼前這名婦人：她的眼神呆滯、扳著臉孔，

表情非常痛苦。我柔聲地問她：「芭比，妳怎麼了？」

芭比皺著眉頭、長嘆一口氣，說道：「我老公心臟

病發作，去年走了。我痛恨我的工作，我得獨自撫養幾

個孫女，辛苦得不得了。女婿又自殺死了，他可真聰明，

我決定自己也一走了之，死死算了！」

我問她：「妳在跟誰生氣？」

她的一雙藍眼珠緊盯著我，顫抖地回答說：「我討

厭自己，我跟上帝生氣。」

我緩緩地點著頭，表示理解她的憤怒，然後回答：

「沒關係，上帝有足夠的氣度，可以收下妳的怒氣。妳

想消除這股怨氣嗎？想將妳的怒氣交給上帝嗎？」

她點點頭，我們便一起跪在地毯上，就是演講會酒

店會議廳的地板；身旁盡是與會人員來回經過，還有潔

姬從上頭望著我們。芭比鬆手了。藉著一個簡短的禱告，

她不僅將怨氣交給上帝，且將一切重擔、傷痕和失望都

卸在主前。「主啊，我將所有的重擔、怒氣，一切的一

切都卸給祢。」

禱告結束後，潔姬和我目睹了一場奇妙的轉變。芭

比的雙頰開始恢復光彩，兩眼閃閃發亮，僵硬的神情不

見了，彷彿剛做完美容 SPA一般。我們目睹芭比從死亡

邊緣回轉的那一刻，真是令人目瞪口呆。

芭比和我起身後，彼此相擁。我說：「芭比，這就

是被釋放的滋味。」

芭比又跳又叫地鼓掌。「喔，我無法想像這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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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生在我身上。我被釋放了，我得自由了，真的自由

了！」

她跑去找她的同伴，告訴她們這個好消息。

潔姬看著我，抓起我的手，問道：「剛剛發生了什

麼事？」

我笑笑。「芭比得自由了。」

「妳對她做了什麼？」

我搖搖頭。「我什麼都沒做，但上帝做了。當芭比

將自己的怒氣和一切重擔交託給上帝，上帝就垂聽了她

的禱告。」

潔姬問道：「妳怎麼知道，該作什麼禱告！」

「很不巧地，我看太多了。」我說道。

我們轉身靜靜地站著，看到重新充滿活力的芭比攬

著她的女兒，開心地笑著，顯然地上帝全然釋放了她。

潔姬說：「這是我看過最奇妙的事。」

在巡迴各地擔任講師的生涯中，我經常帶領聽眾作

這樣的禱告，也難以置信地，經常有幸目睹這種戲劇性

的結果。

如果你曾經歷這種強而有力的禱告，必定能理解我

所說的「奇妙」二字，尚不足以盡述什麼叫作「觸摸到

上帝的心」，那是多麼令人難以忘懷。只不過，我們真

的碰觸到上帝了嗎？抑或祂垂憐我們，親自撫觸了我們？

答案顯然是：兩者我們都經歷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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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保證結果？

我雖然能教你們「為什麼要禱告」、「怎樣禱告」，

但可不能保證都能有什麼結果，因為，上帝不被人打包

裝箱，呼來喚去的。祂不被買賣販售，也不會應觀眾要

求出場表演。上帝莊嚴可畏、奧祕難測，祂的道路不同

於我們的道路。使徒行傳八章 9-24節就記載了一個名叫

西門的人，他經歷到這件事。

西門是撒馬利亞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他擅長作秀，

是個技術精湛的魔法師，可以在人前使用各種非凡又神乎

其技的魅力，使得當地人都以為，他就是救世主彌賽亞。

當腓利到了那地，倚靠真正的彌賽亞拿撒勒人耶穌的名，

行了真正的神蹟奇事，西門居然也信了耶穌、受了洗。

西門自此就在城裡，驚異地四處跟著腓利，因為他

看到腓利所行的，不是魔術，而是真正的奇事，不僅令

群眾印象深刻，而且被腓利碰觸到的人，生命都開始改

變了。那個經常坐在菜市場行乞的盲眼叫花子，現在居

然看得見了。大家都認識的那生來就跛腳的女孩，此刻

能走路了。住在城門外被鬼附的那人，如今端正地穿了

衣服，神智清楚得很。這絕不是帽子裡變出兔子的魔術，

而是上帝的大能；西門對此一清二楚。

當彼得和約翰聽聞在撒馬利亞地區的復興，就聯袂

從耶路撒冷下來，加入腓利的工作，西門因此有機會看

到十分奇妙的事。他看見彼得作了簡單的禱告後，上帝

的能力就降臨在信徒身上，他們居然也能行神蹟奇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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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讓西門湧出一個念頭。

以往，西門都是靠著在群眾面前表演作秀維生，直

到上帝的能力挪開了他的舞台。然而，如果這能力也可

以轉移給他，這豈不是個絕佳賣點？太有生意頭腦了。

西門忖思著：只要彼得在我頭上按一下手，有上帝的能

力賜下，我不就可以重返舞台？可以再次站在崇拜我的

群眾面前，一面叫賣上帝，一面醫治病人。還有什麼比

這更好的呢？

西門決定去找彼得，可能還邀了彼得和他的夥伴一

起來家中吃晚餐，也或許等到客人都吃飽喝足了，才若

無其事地當大家的面提出他的打算。

我會想像，他們可能有以下的對話：「彼得，您的

工作太了不起了。上帝的能力真叫我驚奇，祂恩膏了誰，

誰的生命就改變了。我也很想跟您一樣。我願意付錢，

得到這樣的特權。您說個價碼，我們這個『神代理』專

賣部就可以開張。我知道，有許多人都願意付錢給這種

神奇的醫術。我們可以幫上帝回應許多群眾的禱告，很

快就可以致富，馳名海內外。彼得，您考慮考慮。我的

支票本子就在這裡，筆也準備好了。只要您開個價碼，

一切搞定。」

我幾乎可以聽見，一根針刮著白板的聲音。

彼得看起來吃驚萬分。將上帝的恩膏當作生意來經

營？哪兒來的膽子！

你能想像彼得怎麼回答嗎？這個嘛，不必費事了，

因為 20-23節就記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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