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D HE PRAYED AGAIN  

他再次禱告 

主說了一個比喻來説明「人常常禱告, 不要灰心. 」(路18:1). 根據這比喻, 有一名寡婦

繼續不斷來向一名不義的官求助. 」; 她實在說: 「有人反對我. 我現在需要你來替我伸

冤! 」我們可以從這情形推斷這官能改變事情. 可是, 他卻遲遲不回應. 其實, 寡婦愈去

找他, 就每況愈下. 

事情終於好轉了. 「他多日不准; 後來心裡說: 「我雖不懼怕 神, 也不尊重世人; 只因

這寡婦煩擾我, 我就給她伸冤吧; 免得她常來纏磨我. 」」(路18:4-5). 

主結束了這比喻, 說: 「你們聽這不義之官所說的話. 神的選民晝夜呼籲祂, 衪縱然為他

們忍了多時, 豈不終久給他們伸冤麼? 」(路18:6-7) 換言之, 你若呼求 神, 衪必為你爭

戰. 祂不像這不義的官; 雖然祂彷彿不斷推卻你, 終必回應你. 

我認為如今許多人都灰心, 或幾乎如此. 他們為著某個情形而禱告, 也許是為著某個家人

, 或甚至他們自己某方面的性格需要改變, 但卻還沒有得蒙應允. 然而, 我們必須謹記, 

回應不總會按照我們認為應有的時間而臨到. 我們希望 神會按照我們的時間表, 而作出

回應. 我們希望自己的兒女會今天得救; 我們希望自己昨天就能改過自新; 我們希望在工

作環境裡煩擾我們的人會在次日早晨離職! 

然而, 主為著一個原因而發出這比喻--鼓勵我們要繼續禱告, 不要半途而廢. 主甚至補充

說: 「我告訴你們, 要快快的給他們伸冤了. 」(路18:8). 換言之, 我們禱告, 祂很快就

會決定回應我們.  

神透過摩西的回應 

聖經給了不少例子, 有關 神回應衪子民的禱告, 但他們的肉眼卻沒有立刻看見. 比如, 

以色列人曾經在埃及為奴. 「過了多年, 埃及王死了; 以色列人因作苦工, 就歎息哀求, 

他們的哀聲達於 神. 神聽見他們的哀聲, 就記念祂與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所立的約. 

神看顧以色列人, 也知道他們的苦情. 」(出2:23-25). 



 

百姓實在喊著説: 「神啊, 求你幫助我們! 難道你看不見這情形嗎? 我們是你的子民, 但

卻受壓制, 凌辱, 譏誚, 和支配. 難道你沒有說過, 我們既會蒙福, 又會造福世人嗎? 」

於是, 他們因大大的受壓制, 而集體呼求. 聖經記載: 「神…知道他們的苦情. 」; 也就

是說, 衪悅納他們為祂自己的子民, 且回應他們的呼求. 

「耶和華說: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實在看見了; 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

哀聲, 我也聽見了; 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 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脱離埃及人的手, 領他們出

了那地, 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 就是到迦南人, 赫人, 亞摩利人, 比利洗人, 希未人

, 耶布斯人之地. 現在以色列人的哀聲達到我耳中, 我也看見埃及人怎樣欺壓他們. 故此

我要打發你去見法老, 使你可以將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 」(出3:7-10). 

神大可以在以色列人呼求時, 立刻打開該國的邊界. 祂大可以從無變有, 創造軍隊, 或者

打發天使去擊殺埃及的眾生. 神大可以用種種方法行事, 但祂卻揀選了人多半不想要的方

法. 衪出到荒漠去, 找著了一名80歲的老人, 且呼召了他. 

重點就是, 神回應了他們的呼求, 但人們卻懵然不知. 神一直都藉著那名叫摩西的來作出

回應. 然而, 神必須首先對付摩西, 除去他不信的心. 後來, 摩西必須求他岳父容許他離

開, 又要説服他兄弟亞倫與他同去. 最後, 他必須召集家人, 動身徒步出離埃及地. 

摩西終於到了以色列人的營地, 向眾人述說 神如何在燃燒的荊棘中向他顯現. 他解釋了 

神給他和亞倫的計劃, 叫他們站在法老面前要求得自由. 「百姓就信了; 以色列人聽見耶

和華眷顧他們, 鑒察他們的困苦, 就低頭下拜. 」(出4:31). 他們都相信了! 

然而, 即使他們相信後, 事情還是每況愈下. 法老實在對摩西亞倫說: 「你們想到曠野去

敬拜, 因為你們懶惰, 不夠事情做. 所以, 我們再也不給你們造磚的草. 你們必須出去自

己找草, 且如數交磚. 」(參看出5:17-18). 

於是, 以色列人對摩西亞倫說: 「願耶和華鑒察你們, 施行判斷, 因為你們使我們在法老

和他臣僕面前有了臭名, 把刀遞在他們手中殺我們. 」(出5:21). 這就是自從他們呼求 

神的情形. 其實, 神很快會替祂的子民伸冤. 可是, 事情彷彿每況愈下, 前所未見的絕望

. 而且, 在大拯救的前一刻, 人們的信心都軟弱下來, 連摩西都回到 神面前, 開始責怪

衪說: 「主啊, 你為甚麼苦待這百姓呢? 為甚麼打發我去呢? 自從我去見法老奉你的名説

話, 他就苦待這百姓, 你一點也沒有拯救他們. 」( 出5:22-23). 

因此, 我們可以領會主為何結束以上的比喻, 說: 「我告訴你們, 要快快的給他們伸冤了

. 然而人子來的時候, 遇得見世上有信德麼? 」(路18:8). 還有餘剩來的人依然相信 神

昨天, 今天, 和永遠都是一致的嗎? 



 

以利亞: 和我們一樣的人 

讓我們看看有關先知以利亞的一則例證. 聖經形容以利亞為「與我們一樣性情的, 他懇切

禱告, 求不要下雨, 雨就三年零六個月不下在地上. 」(雅5:17).. 他是個「與我們一樣

性情的」人; 也就是說, 他並非超人. 相反地, 他是個平凡人; 他單純的相信 神, 且誠

懇的承擔了他的聖召, 好讓 神會得榮耀, 且讓人心向祂回轉. 

根據列王紀上, 以利亞為著一個原因而懇切禱告. 他實在呼求説: 「無論如何, 求你使人

心向你回轉! 」於是, 在三年半裡, 虛假的安逸都一概被除去. 你要明白, 人們只要豐衣

足食, 事事如意, 便滿足了. 於是, 神如何使百姓心中回轉呢? 祂出於憐憫, 透過旱災把

一切奪去! 衪奪去了他們的糧食和農作物. 忽然間, 甚至那些說時時豐足的假先知都不見

了! 一切都彷彿山窮水盡, 百姓終於注意 神了. 

人總會再次向真理敞開心靈--正如我們所處的時刻. 到了某一刻, 人們會對顛倒善惡, 和

把混亂強加在他們身上, 感到厭倦. 到了某一刻, 人們會開始思索: 「政治家哪兒去了? 

領袖哪兒去了? 我們成為了何等樣的人呢? 」彷彿我們這社會突然被顯露出來, 以致我們

必須思考我們真正的身份.  

就在這等時候, 以利亞再次禱告. 他在旱災後(也就是說, 人們知道他們向來所倚靠的都

沒有永久的價值後) 再次禱告. 這一次, 以利亞求 神賜福在百姓身上, 因為他看見他們

心中再次開始向 神回轉. 我們從列王紀上18:42-43讀到, 他七次深深的屈身禱告, 且七

次打發僕人, 說: 「去看看水平線, 然後給我報告. 」感謝 神, 以利亞並沒有在三四次

後就放棄, 否則, 歷史就會多麼不一樣了! 

「第七次僕人說: 「我看見有一小片雲從海裡上來, 不過如人手那樣大. 」」(王上

18:44). 由於以利亞定意持續不懈, 天就降雨, 地也產了果實. 

祂會找著信德嗎? 

你我必須像以利亞一般, 學習在禱告上持續不懈, 尤其是在這黑暗的時刻裡. 然而很不幸

, 我們變成了這種即時社會, 以致我們許多人都不再明白兩千年來教會古老的觀念: 務要

持續不懈, 直到 神顯明回應. 

所以, 我們必須思量主的問題: 「然而人子來的時候, 遇得見世上有信德麼? 」(路

18:8). 祂會找著在肉眼看來的絕境中相信祂的那種信心嗎? 祂會找著這種信心嗎: 已有

回應, 且除非事情應驗, 否則, 絕不放棄; 也就是說: 「雖然我的兒女, 孫輩, 婚姻看似

絶望, 我都絕不會在禱告上有所放棄! 」? 



 

當人子臨到時, 衪會遇見有人依然相信美國會靈命復興嗎? 祂會遇見有人相信 神既使紐

約市於1857靈命復興, 叫數以千計的人進入神國, 便能成就更偉大的事嗎? 祂會找著這樣

說的人嗎: 「主啊, 雖然我所看見的環境不好, 但我相信. 我相信, 因為我們呼求你--不

僅為著我們自己, 更為著你聖名在這世代裡的見證. 人家告訴兒童, 說你並不存在, 我們

卻為他們呼求. 我們呼求, 因為變態之事在我們的街道上和媒體裡越發加增. 但是, 你上

了十字架, 好讓眾人可得蒙赦免; 你且說過, 我們凡祈求, 相信的, 就必得著. 所以, 我

求你向本國, 本城, 我家裡, 親友當中, 和工作環境裡賜下赦罪之恩! 我知道你已回應我

, 我且會繼續祈求, 直等到我親眼看見事情成就! 」 

哦, 現在就是禱告的時候! 我們必須堅心禱告, 且再次禱告. 而且, 我們若不放棄, 即有

一天必親眼看見我們心中所信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