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聽人的禱告 

書10:1-11:23 

民22:20-22a 

太7:7-8 1 



神聽人的禱告，是哪一種聽呢？ 

 聽了，左耳進、右耳出 

 聽了，無動於衷 

 聽了，但不明白 

 聽了，但誤解了 

 聽了，有正確的回應 

2 

感覺上似乎比較多是“無動於衷” 



書10:12 當耶和華將亞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
的日子，約書亞就禱告耶和華，在以色列
人眼前說：日頭阿，你要停在基遍；月亮
阿，你要止在亞雅崙谷。13 於是日頭停留，
月亮止住，直等國民向敵人報仇。這事豈
不是寫在雅煞珥書上麼？日頭在天當中停
住，不急速下落，約有一日之久。14 在這
日以前，這日以後，耶和華聽人的禱告，
沒有像這日的，是因耶和華為以色列爭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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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22:20-22a及太7:7-11 略有不同 

民 22:20 當夜，神臨到巴蘭那裡，說：
這些人若來召你，你就起來同他們去，
你只要遵行我對你所說的話。21 巴蘭早
晨起來，備上驢，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
了。22 神因他去就發了怒；耶和華的使
者站在路上敵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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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7:7-8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
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8 因為
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
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在約書亞記，“耶和華聽人的禱告，沒
有像這日的”，在馬太福音，“你們祈
求、就給你們”，而在民數記，巴蘭禱
告神，“聽”神的話去了，神反而發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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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按約書亞的禱告成就（書10:12-14） 

1. 經文的背景（10:1-11:23） 

 五王聯軍攻打基遍 

 以色列人信守諾言，出兵解救基遍 

 神使日頭停留，月亮止住，直等國
民向敵人報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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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按約書亞的禱告成就（書10:12-14） 

2. 特例還是常例 

 在這日以前，這日以後，耶和華聽人的禱
告，沒有像這日的，是因耶和華為以色列
爭戰。（書10:14） 

 既是特例，也是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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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按約書亞的禱告成就（書10:12-14） 

2. 特例還是常例 

 特例： 

 神再也沒有使，“日頭停留，月亮
止住” 

 神也不都是按人要求的方式成就人
的禱告 

 
8 



一．神按約書亞的禱告成就（書10:12-14） 

2. 特例還是常例 

 常例： 

 神垂聽人的禱告 

 神不一定按人所要求的成就 

 人所當行的是聽從神的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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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按約書亞的禱告成就（書10:12-14） 

2. 特例還是常例 

 常例： 

 在描述奪取南地的整個過程（11章-
12章），重複出現“照耶和華所吩
咐的”、“正如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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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按約書亞的禱告成就（書10:12-14） 

2. 特例還是常例 

 神所應許的，祂必成就、人所當行
的就是盡所能的聽從神的吩咐 

 以色列人奪取南地，是因耶和華為
以色列爭戰 （書10:14、42） 

 這是常例，所以，祈求，就給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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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按祂自己的方式成就 （太7:7-8） 

1. 經文的背景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
門，就給你們開門。8 因為凡祈求的，就
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
開門。 （太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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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按祂自己的方式成就 （太7:7-8） 

1. 經文的背景 

 登山寶訓的一部分 

 為了成全律法（太5:17-20），要
求門徒有屬天國、超越的義，帶出
反對假冒偽善的警告（太6:1-18） 

 並且制定天國的觀點（太6: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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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按祂自己的方式成就 （太7:7-8） 

1. 經文的背景 

 登山寶訓的一部分 

 要求完全，會滋生論斷主義（太
7:1-5) 

 要求愛，會導致習慣性的缺乏辨別
能力（太7:6） 

 確實不容易平衡  14 



二．神按祂自己的方式成就 （太7:7-8） 

1. 經文的背景 

 登山寶訓的一部分 

 所有的這一切讓人不得不向神祈求 

正如，雅1:5 所說“你們中間若有缺少
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
不斥責人的神，主就必賜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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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按祂自己的方式成就 （太7:7-8） 

2. 神成就的方式 （太7:9-11)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
叩門，就給你們開門。8 因為凡祈求的，
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
給他開門。 （太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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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按祂自己的方式成就 （太7:7-8） 

2. 神成就的方式 （太7:9-11) 

 連續用六次語氣詞“就”，來表示
神肯定成就我們的祈求 

 可是，許多時候，我們並沒有感受
到我們的祈求，蒙神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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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按祂自己的方式成就 （太7:7-8） 

2. 神成就的方式 （太7:9-11) 

 主耶穌連續用三個反問句 

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
求魚，反給他蛇呢？你們雖然不好，尚且
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天上的
父，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麼？ （太
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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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按祂自己的方式成就 （太7:7-8） 

2. 神成就的方式 （太7:9-11) 

 主耶穌連續用三個反問句 

 提醒我們神成就的方式不一定按我
們祈求的方式 

 提醒我們神是我們的父，祂所成就
的一定會是最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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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按祂自己的方式成就 （太7:7-8） 

2. 神成就的方式 （太7:9-11) 

 主耶穌連續用三個反問句 

 更是提醒我們對神有信心，我們肉
身的、有限的父親尚且如此，何況
我們全能、全知的父神 

 我們也需省察我們自己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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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警戒虛情假意的禱告 

當夜，神臨到巴蘭那裡，說：這些人若來
召你，你就起來同他們去，你只要遵行我
對你所說的話。巴蘭早晨起來，備上驢，
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因他去就發了
怒；耶和華的使者站在路上敵擋他。 
                            民 
22:2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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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警戒虛情假意的禱告 

 神因他去就發了怒，為什麼？ 

 這樣我們怎麼聽神的吩咐？ 

 是否因為這是巴蘭第二次求問呢？ 

 如果是，是否意味著我們就不可以
多次求告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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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警戒虛情假意的禱告 

1. 經文的背景 

 摩押王巴勒想用重金請巴蘭咒詛以
色列民 （民22:1-7） 

 巴蘭說要禱告詢問神 （民22:8） 

神對巴蘭說：你不可同他們去，也不可咒
詛那民，因為那民是蒙福的。（民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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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警戒虛情假意的禱告 

1. 經文的背景 

 巴勒出更多卦金（民22:15-19） 

 巴蘭再次詢問神 （民22:19） 

當夜，神臨到巴蘭那裡，說：這些人若來
召你，你就起來同他們去，你只要遵行我
對你所說的話。（民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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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警戒虛情假意的禱告 

1. 經文的背景 

 巴勒出更多卦金（民22:15-19） 

 巴蘭再次詢問神 （民22:19） 

 神因他去就發了怒（民 22: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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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警戒虛情假意的禱告 

2. 神發怒的原因 

耶和華的使者對他說：你為何這三次打你
的驢呢？我出來敵擋你，因你所行的，在
我面前偏僻。（民 22:32） 

 為何神責備巴蘭“你所行的，在我面
前偏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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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警戒虛情假意的禱告 

2. 神發怒的原因 

 巴蘭想去神就讓他去，但神的話還
是要遵行 

你只要遵行我對你所說的話（民 22:20） 

 巴蘭是否遵行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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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警戒虛情假意的禱告 

2. 神發怒的原因 

 巴蘭糊弄神，表裡不一 

 巴蘭祝福以色列人（民23-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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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警戒虛情假意的禱告 

2. 神發怒的原因 

 巴蘭糊弄神，表裡不一 

 巴蘭謀害以色列人 （民31:16） 

這些婦女因巴蘭的計謀，叫以色列人在毘
珥的事上得罪耶和華，以致耶和華的會眾
遭遇瘟疫。民 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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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警戒虛情假意的禱告 

2. 神發怒的原因 

 巴蘭糊弄神，表裡不一 

 巴蘭謀害以色列人 （民31:16） 

 以色列人與摩押女子行淫，給她們的
神巴力毘珥獻祭 （民25:1-3） 

30 



三．神警戒虛情假意的禱告 

3. 聖經以此警戒後人 

他們有禍了！因為走了該隱的道路，又為
利往巴蘭的錯謬裡直奔，並在可拉的背叛
中滅亡了。猶 1:11  

他們離棄正路，就走差了，隨從比珥之子
巴蘭的路。巴蘭就是那貪愛不義之工價的
先知，彼後 2:15  31 



結論： 
 從這兩個事件、一個教導，得知，神確

實聽人的禱告，有時確實讓人感覺神聽
了禱告后“無動於衷” 

 因神未必按人的方式來成就人的禱告 

 有時，神會按人所求的方式成就，但這
種情況極少；更多的，神按祂認為最適
合、最好的方式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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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所當行的乃是，憑著信心禱告，憑
著信心相信，神應許的，祂一定成就 

 至於人，就當盡自己的本分，按著神
的吩咐、教訓去行，等候神成就 

 人應當禁戒巴蘭式，糊弄神、糊弄人
的禱告，表面上似乎尊重神、願意尋
求神的旨意，其實，內心並不然，還
是按自己想法、私慾去行。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