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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28_雅各书 – 祷告 

2019年 7月 28日 

 

《雅各书》 – “大喜乐” 

雅各 – 耶稣的兄弟和耶路撒冷第一间教会的带领牧师。 

我们的愿望就是活得像耶稣···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将经历喜乐。 

 

祷告 

 

读经 - 《雅各书》五章 13-18节 

13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 
14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
告。 
15出於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16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
效的。 
17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
地上。 
18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 
 
肖申克的救赎 

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我们听到了一段不可思议的关于坐牢是什么意思的对话。 

Morgan Freeman 所饰演的角色 Red说出了下面这段关于坐牢生涯的话··· 

 

“这些墙有些可笑。一开始你恨它们，然后你就习惯了它们。足够多的时间过去之后，你
变得依赖它们。那就是制度化。他们把你送到这里终生监禁，就是这样。” 
 

在一个试炼中，我们的试探就是 –从神和基督徒群体中退出来。 

我们魂的仇敌：让我们们在其他人面前隐藏起来，让我们怀疑神的良善，让我们变得玩

世不恭，并且让我们试图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孤独、隔绝、对屏幕上瘾，在我们自己周围建立起高墙，慢慢地，我们习惯了它们的存在 

– “那就是制度化”。 

 

《雅各书》今天给我们的信息就是 – 当你走过试炼的时候，要依靠、投入、与神和其

他人交往。 

 

让我们深入经文： 

读经 - 《雅各书》五章 13-14节 

13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 
14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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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麻烦中吗？要祷告。 

你快乐吗？歌颂祷告。 

你在疾病中吗？请长老来为你祷告。 

没有玩世不恭、没有孤独、没有从神与其他人中间退出去。 

没有！ 

听听雅各怎么说：要依靠耶稣，依靠神的爱，与神对话···换句话说：要祷告。 

 

解释：“向内弯曲”和“向外展开” 

向神和其他人敞开。 

这是获得医治的唯一途径。 

 

祷告：愿你的国度降临！ 

门徒：一只脚在地上，一只脚在天上。 

 

读经 - 《雅各书》五章 14-15节 

14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
告。 
15出於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第 14 节 – 谁是长老？（《提摩太前书》三章和《提多书》一章） 

他们是牧养的人，他们是一个团队，他们一起祷告、教导、带领教会。 

 

抹油 

以色列王是被膏的 – 他们被“分别出来”做神的工作。 

病人是被分别出来好让神在他们生命中作工的。 

神学家 Douglas Moo写道： 

“在长老祷告的时候，他们给病人抹油作为那个人被分别出来，让神特别关注和照顾的标
记。” 
 

我们是否相信神还是会用这种方式医治呢？ 

 

见证：Joel Olson 

- 请他上台并介绍他！ 

（译者注：Joel是 NLCC 支持的去卢旺达的宣教士，在他青少年时期曾患很严重的癌症，

经祷告，癌细胞完全消失。） 

 

大胆祷告 

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自于传统基督教，在那里我们几乎不会听到呼召我们为了医治而祷告。

禁欲主义 - 对于神的大能没有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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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的另外一些人成长于要求获得神的医治的传统。我有医治的窍门，就像用天线给电

视机获得好的信号一样，站对地方，站对姿势将会把神的医治带下来！ 

这两种途径都不健康 – 都不是看见神与读懂圣经的健康途径。 

重点是：我们大胆祷告，将结果交托给主。 
Craig Blomberg说： 

在我们的祷告中的某个地方，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在从不期盼神会医治和要求祂去医治之间
的平衡。 

 

Sufjan Stevens 在他的“卡西米尔普拉斯基日”中写道： 

“星期二晚上在查经的时候 
我们举手为我们的身体祷告 
但是什么也没发生” 
“当祂站在我们地位的时候，满了荣耀 
但是祂拿走了我的肩膀，祂还拿走了我的脸 
祂还在拿走，还在拿走，还在拿走” 
 

Sufjan阐明为了医治患有癌症的朋友的祷告得不到回答的痛苦。 

但是他知道神站在我们的位置并且医治我们的恩典···但是感觉起来就像神不断拿走我

们的东西。 

今年在北兰里社区教会：感觉好像神带走了那么多我们所爱的人。 

 

紧张 

我们听到了 Joel的惊人的故事，同时今年我们教会大家庭也失去了这么多人。 

我们如何理解《雅各书》这样的信息？ 

我不知道。 

但是···我的“不知道”不会阻止我继续依靠神。 

在我的“不知道”中，我会继续为了医治而大胆祷告。 

在我依靠的时候，我相信神有主权，在允许死亡发生的时候，祂是有原因的··· 

重点是：无论我们是否得到了医治的应许 – 我们都有一条路。那很清楚。雅各描绘了

那条路。 

那就是耶稣门徒的路。 

当有人生病的时候，来依靠，大胆祷告，并且祈求神的怜悯和医治。 

我们不让愤世嫉俗胜过我们 – 我们忠心地走神所定规的那条路。 

正如坎特伯雷前大主教 William Temple（1881-1944）曾经说过的： 

“当我祷告，巧合就发生了，而当我不祷告，巧合也没有发生。” 
 

读经 - 《雅各书》五章 15 节后半-16节 

15···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16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
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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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突然提到了认罪？ 

罪与疾病有关系吗？ 

 

首先 – 注意“他若犯了罪。”雅各不是在说罪与疾病总是有关联的。耶稣在《约翰福

音》九章纠正了那个错误观念。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耶稣很明确地让一大群人知道这个

人的瞎眼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或他父母的罪。 

再说一遍：雅各不是在说罪与疾病总是有关联的。 
但是 – 有的时候它们是有关联的。 

让我问问： 

苦毒···多年的苦毒···在你身体上的影响是什么？ 
隐藏的罪···对你身体的影响是什么？你认为那种压力会影响你的身体吗？ 
因为你吃了太多的糖，你的健康出现问题。 
因为你在成功的祭坛前敬拜，而不操练安息，你的身体就会经历疲劳。 
我们因为沉迷各种屏幕而产生慢性疲劳。 
高血压是因为愤怒。 
抑郁症可以产生于未承认的罪。 
听清楚我说的话 – 很多精力这些疼痛症状和疾病的人不是 – 听清楚我说的话 – 不
是因为犯罪。 
请划下重点！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罪是如何与疾病相关联的，对不对？ 
我们看到上瘾和自残会伤害身体···但是我们还没有探讨苦毒、愤怒、隐藏的罪可以带
给我们身体的所有伤害方式。 
雅各正在涉及这些。 
 

我的故事 – 在惠斯勒的惊恐发作 

注释：这不是关乎临床上的焦虑症。 

这是与罪有关的情境焦虑，我过度承诺了，我喜欢讨好人，而事情变得崩溃了。 

我身体上感觉到了罪的分量。 

我忽视了耶稣的同在，它对我身体上有影响。 

 

整全的医治！ 

- 生理上，属灵上和社交上的医治 
- 新的创造！一个被神完全医治的完整的人。 

- 这就是耶稣的门徒。 

 

注释：你们中的一些人正在经历慢性疼痛。 

这是需要一生与病魔斗争的疾病。 

神爱你。 

保罗所说“肉体中的一根刺” – 祷告三次。 

已经得医治 /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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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义人” 

《雅各书》五章 16节后半 

16···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这意思是除非我是完美的，不然神就不听我的祷告吗？ 

我所爱的人死了，是因为我不完美造成的吗？是我的错吗？ 

不！神会听任何人的祷告··· 

但是 – 这里所说的是与神之间有“正确的关系” – 他们与神保持一致。 

神的愿望慢慢地变成他们的愿望。 

罪让我们对神的感觉迟钝 – 但是他们在神面前有一颗敏感的心。 

所以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的祷告与神的心意一致。 

重点：一个义人不为一个人生命中的偶像而祷告。 

例如：“神，我们祷告让 Frank快乐。让他知道什么能让 Frank快乐。带他进入一个快
乐与平安的生活。” 

问题在这里 - Frank没有平安是因为他对于生活快乐与平安的诠释不包含他妻子。当你

为 Frank祷告的时候，你其实是在为他的偶像而祷告。 

看呐 – 义人不会为偶像而祷告。他们为真理而祷告。“神，我为着 Frank 能把孩子放在
前面，能爱他的妻子，并信守承诺而祷告。” 

义人的祷告与神的心肠保持一致。 

 

读经 - 《雅各书》五章 16 节 

16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
效的。 
 

带着简单的“是”与“不是”的认罪，可以带来各种医治！！！ 

隐藏的罪对你的心、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家庭、你的朋友、你的基督徒群体都不好。 

认罪 – 让光照进来 – 可以带来各种医治！！ 

向外展开！ 

与神之间属灵的医治以及与其他人之间关系的医治。 

例子 - 人们等着从我们这里听见“对不起”。 

 

你在一个门徒小组中吗？ 

 

例证：Calvin和 Hobbes 

在一个卡通片中，Calvin 去对他的朋友 Hobbes说“我因为叫了 Susie的名字并伤害了她
的感情而感觉不好。我很抱歉我做了那事。” 
Hobbes回答“也许你应该向她道歉。” 
Calvin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我一直希望有一种不太明显的解决方案。” 
弟兄姊妹···，承认它！承认它！ 

我们魂的仇敌已经将我们捆绑得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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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学会爱那些墙了。“那就是制度化”。 

 

读经 - 《雅各书》五章 17-18节 

17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
地上。 
18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 
 

第一个功课：以利亚 – 一个平凡的人！和我们一样，但是他祷告了。 

第二个功课：这里讲述了认罪与医治之间的关联。这是一个以色列人回到神面前的故事，

承认神是神。他们承认 – 以利亚祷告了，神就用雨水祝福了那地。在有认罪的地方 – 

就有医治。 

读《列王记上》十八章 41-46节了解更多故事。 

 

总结：我们在试炼中的试探就是从神和其他人那里退出去 

雅各想要我们在试炼中与神和其他人产生关联。 

 

概括：我们的数字时代，我们的孤独时代，和我们玩世不恭的时代。 

我们四面都是墙壁。 

墙壁将我们与神、与邻舍、与家人和朋友隔绝。 

我们过去曾经恨这些墙···但是··· 

《肖申克的救赎》: 

“这些墙有些可笑。一开始你恨它们，然后你就习惯了它们。足够多的时间过去之后，你
变得依赖它们。那就是制度化。他们把你送到这里终生监禁，就是这样。” 
 

发生关联！ 

与神和其他人发生关联，看看会发生什么！ 

迈出信心的一步！ 

认罪 – 为医治而祷告 – 唱出赞美（感恩） 

圣灵在要你做什么？ 

 

我自己的故事：五个月前一个真正的挑战阶段 

属灵导师、朋友、我的查经小组，和我的门徒小组聚在一起关心我，为我祷告。 

老实讲，没有这些人，我无法想象那样的挑战来临会像什么样子。 

我的自给自足必须死。 

在这个基督徒群体中，一个新的创造诞生了！ 

Rich Mullins 说“我们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强大。” 

 

祷告就是：一脚踏旧世界，而另一脚踏新世界 

NT Wright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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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人呼唤主名的时候，天与地在灵里交汇。 它意味着它该有的意思，做着它该做的，
因为神的新时代已经进入了这个持续悲伤的旧世界，所以祷告的人一只脚站在麻烦、疾病
和罪恶的地方，另一只脚站在医治、赦免和盼望中。 
 

重点提醒： 

• 祷告室和祷告团队 

• 我们的长老们 – 来开长老会议 

• 在生活小组和门徒小组中祷告 

 

福音 – 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 

《路加福音》廿二章 42 节 

42说：父阿！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
思。 
祂依靠 – 祂倾尽全力 – 祂与父发生关联 

而这就带到十字架。 

十字架 – 所有的医治始于十字架。 

看祂的爱 – 赦免 – 和好。 

以赛亚说 –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祷告 - 神的灵呼召你在哪方面与祂发生关联？ 
 

生病了？给长老们打电话！给你周围的基督徒团体打电话。 

生活中不太好？与其他人一起赞美神！ 

犯罪了？认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