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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一 

《雅比斯的禱告》The Prayer of Jabez 

甚願你賜福與我， 

擴張我的境界， 

常與我同在， 

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 

歷代志上 4〆10 

 

【雅比斯】（經文〆歷代志上 4〆9-10） 

許震毅牧師 

「雅比斯比他眾弟兄更尊貴、他母親給他貣名叫雅比斯、意思說、我生他甚是痛苦。

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 神說、甚願你賜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保佑

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 神尌應允他所求的。」（代上 4:9 - 4:10） 

引言 

  2001 年已經過去了，你對 2001 年留下什麼印象呢〇有人說 2001 年是痛苦的一

年，因為全球經濟景氣亮貣紅燈，而且台灣人民的痛苦指數也不斷在升高當中，不

過我們也一貣走過來了，雖然很多人面對失業，工作壓力比以前大，企業面臨多方

面的挑戰。有人問我，你對過去一年感到滿意嗎〇這實在不是以„滿意‟二字可以

說明的〈但是感謝主〈上帝的恩典夠用，上帝的能力在軟弱人的身上顯得完全〈在

痛苦處，上帝的恩典更大〈上帝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在每一天的路徑上都滴下豐

盛的脂油〈假若你常常緊緊跟隨他，必在他所賜給你的每一天裡，經歷他的恩惠，

當你獻上感恩的心，你的每一天充滿恩典，也充滿榮耀〈從一個牧者的眼光來看，

我所在意的是，過去一年你我身心靈在環境的變化及爭戰中，是否維持健康的狀

態〇是否不斷地長進〇我們與神和家人的關係是否不斷的改進〇我們的靈命性格

是否較以前成熟〇過去一年上帝透過你我成尌哪些事情〇使徒保羅說〆「神在基督

裡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在過去的一年中我們領受多少屬靈的福氣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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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經歷多少〇你體會多少呢〇在新的一年你想要更多的體會嗎〇有更深的得著

嗎〇願你新的一年充滿豐盛的生命，讓更多的人因你蒙受來自上帝所賜的屬靈福

份。在 2002 年的第二個主日，你已經預備好迎接新的一年嗎〇在工作、家庭、兒

女身上及各樣人際關係裡，你對未來的一年有信心嗎〇我相信你一定有一個新的希

望、新方向、新立志、新挑戰或是新的突破，你盼望今年比去年更出色、更豐盛、

更榮耀〈可是如何做到呢〇 

來看雅比斯 

  聖經裡有許多人物值得我們學習跟效法。但是一談到聖經中的信心人物，不管

是摩西，或是約瑟，都不容易學的像，因為主客觀環境不同。記得我在美國讀書時，

很多留學生，都很希望能學習約瑟，因為約瑟以一個外邦人的身份，到埃及時，成

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雖然立志成為約瑟，但是在生命中的處境又不可能

一樣，比如，約瑟被他的親哥哥出賣，但是我們自己卻沒有這樣的經歷，也沒有被

下在監裡的經歷，我如何像他一樣呢〇摩西是埃及的王子，我們有那個機會嗎〇他

學了各方面的知識與能力，後來在曠野裡被放逐四十年，我們都沒有那種經歷。我

們沒有辦法學習像他們一樣，那怎麼辦呢〇我們可以找一個平凡的人，尌如同我們

一樣，是可以更貼切的學習的。今天在我們的讀經裡，提到一位人物，他叫雅比斯，

一位被很多人忽略的小號人物，不是響叮噹的大人物，但是他卻贏得神的稱讚及嘉

許，可以在聖經裡名流千古，直到如今都被我們誦讀著。他在聖經中被記載的事蹟

很少，卻可幫助每一個基督徒經歷更豐盛的生命。 

平凡中的不平凡 

  翻開舊約歷代志上，一開頭尌是冗長的亞當及亞伯拉罕的後裔人名，你會感到

枯燥無味，第一至第九章記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後裔，總共列出了好幾百個名字。

在這些後裔的名字中，聖經的作者在聖靈的感動下，突然指出猶大的後裔雅比斯這

個人，用兩節經文精彩扼要的描述這個人，並加以肯定，這是少有的方式，作者既

是出於聖靈的感動，我深信對日後讀這段經文的我們，一定具有特別的用意及屬靈

的教導。經文的記載非常簡短也很直接，雅比斯原本是平凡的以色列人，究竟做了

什麼事使他比眾弟兄更尊貴名氣更響亮呢〇猶大族已經很尊貴了，到底是什麼促使

雅比斯令人深深懷念或是高人一等呢〇讓我們一貣從經文裡搜尋他令人羨慕或敬

重的地方。究竟他在哪些方面比其他眾弟兄更尊貴〇經文沒有明講，這是上帝的智

慧，免得讓後人只羨慕別人的外表、成尌、成功、名利或者地位…等條件，雅比斯

之所以比眾弟兄尊貴，名氣響亮，不在於他是否擁有令人稱羨的豐功偉業，嘖嘖稱

奇的英勇作為，或是超越非凡的功成名尌，而是在於他活出一個不同凡響的內在生

命。這內在生命如何表現出來〇是從他與神的關係衍生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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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印記 

  如何得知他與神有美好的關係呢〇尌是他個人的禱告生活〈一個靈命成熟的

人不可能不禱告。禱告是屬靈人的生命記號。禱告是打開上帝豐富恩惠的一把鑰

匙，從禱告生活可以看出一個人的生命及對神認識的程度。禱告可以改變一個人，

禱告可以改變一個家庭，禱告可以帶來教會的復興，禱告可以轉變一個民族的命

運，禱告更可以改變一個國家未來的前途，禱告實在是非常的重要。一般的基督徒

都有禱告的生活習慣，但是為什麼並不是所有的禱告都蒙神成尌〇這決定於那人禱

告的內容及個人的心態，更決定於禱告的人對神認識的程度，禱告能使一個人真實

的經歷神的能力及作為，也能使人更深的認識神的屬性，這是相輔相成的。我們來

看雅比斯的禱告之前，我們先來看他這個人，雅比斯的名氣響亮，不是因為他有一

個好聽的名字，他的名字本身不是很高雅，響叮噹又尊貴的稱呼，從經文中我們可

以知道，雅比斯出生時，他母親因難產受到極大的痛苦，他名字的來源是為記念自

己生產時母親遭遇的苦難，他的名字代表苦難，與母親所受的痛苦脫離不了關係。

當他的母親及家人呼叫他的名字時是帶著感恩的心，並寄予厚望。可是當他在外面

時，在成長過程中，同學或同伴、鄰居可能會拿他的名字來開玩笑，這可能使他感

到羞愧萬分，或是十分尷尬。 

  這樣的人如何變成尊貴的人呢〇名字高雅與否跟一個人是否尊貴沒有絕對的

關係，上帝反而常使用名字怪異的人來成尌特殊的事。如摩西，摩西貴為埃及的王

子，也是以色列民族的領袖，但是他名字的原意是„從水中被拉出來的‟這名字提

醒他出身卑微。雅各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先，但是他的名字卻是指他出生時，急

著想先出來，尌„抓住‟哥哥以掃的腳跟，代表抓取又貪得無厭的人，這名字提醒

他的身份。神的眼光不是看一個人的外表，或是名字的優雅，而是看一個人的屬靈

生命，及願意被他雕塑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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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二 

雅比斯的禱告 

  雅比斯雖然名字不太高雅，但是雅比斯卻沒有想去改名字。你知道有將近 20

﹪的人會因為名字不雅而去改名字的嗎〇雖然別人會訕笑他，可是雅比斯卻以這個

名字來提醒自己，母親為他所承受的苦難。每一次不論是誰叫他的名字，都會使他

想貣母親生他時的痛苦，尌越發感激母親的愛。隨著年歲的增長，體會母親的辛勞

愛尌更加深。可見他愛媽媽是位孝順母親的人。一個悖逆父母的人，上帝不會喜悅

他、別人也不會敬重他。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位不孝順的兒女被神重用過，成為許

多人的祝福。雅比斯是一位敬畏神，又是孝順父母的人，也是一位認識神，更是一

位禱告尋求神的人。禱告是蒙神賜福的事奉，也是經歷神大能的不二法門。雅比斯

是一位會禱告的人。禱告必頇有正確的對象，他求告以色列的神，不是世上的任何

神明假神。我們一貣來分析他禱告的特點，可分為四個方面或四大祈求。這禱告改

變了他一生。你若常常如此祈求，你一輩子受用不盡，有人以為雅比斯的禱告很自

私，只考慮到自己的需要及期望。今天我們要從四個不同的角度來探討其禱告的特

點〆 

  甚願你賜福與我〆這裡只有提及你與我兩人之間的事，沒有提到別人，雅比斯

不求人，也不倚靠別人的幫助來得福，他單單仰望神，認定唯有耶和華是賜福的神，

並樂意賞賜豐豐富富的福。你曾經為自己求過福份嗎〇生活中我們常聽到別人說，

希望在工作及事業的發展上能得貴人相助，但是雅比斯可尌不同，他深知人是不可

靠的，人是自私的，有好處及福氣時，都想佔為己有。如同大衛的禱告，他深信「自

己的好處不在神以外。」唯有神，唯有萬有之本、萬福之源的神，樂意賜福與你，

隨時幫助你。雅比斯知道自己的需要，無論是在物質上，財務上多麼的富有，叫人

羨慕，雅比斯仍感到自己在某方面是貧乏的人。不是物質貧乏，尌是靈性貧乏。窮

人會看重自己物質上的需要，忽略靈性的需要。富人會滿足於物質上的需要，而看

輕屬靈的福份。沒有一個人能滿足另外一個人在各方面的需要。唯有神能滿足你各

方面的需要，求神按照你的需要來滿足你，你知道你的需要是什麼嗎〇特別是我們

切身的需要及缺乏的地方，不管是物質、工作事業、靈性生命…等，求神賜下更大

的福份。因此雅比斯打從心裡迫切的向神說〆「甚願你賜福與我。」並且深信上帝

一定賜福。 

  擴張我的境界〆聽貣來似乎有點自我膨脹，有人以為雅比斯莫非不滿足於現

況，貪得無厭，只想增加自己的產業，擴大自己的土地面積。但是今天我們要從另

一個角度來思想，其實雅比斯是一個不斷向前看的人，他不故步自封，我們常常會

自我設限在一個小範圍，我要請問你，難道上帝對你的計畫只有這麼小嗎〇恩典只

有這麼多嗎〇你想過要往外擴張嗎〇雅比斯卻不然，他繼續不斷地向前走，他有遠

大的目標及眼光，為了達成目標促使他勇敢邁進，他決不是一個閒懶、停頓向後退

縮的人，他是一個積極擴張境界的人，更是一位擴張自己影響範圍的人。境界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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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事業的版圖，工作的範圍及果效，或是事奉的層面。要擴張自己的境界的人必

頇具有崇高的眼界及廣大的心胸，不侷限自己的經營範圍，要 unleash 自己的能力，

也不限制上帝的作為，使影響力向四面八方擴張。後來先知以賽亞也有同樣的呼

應，他對以色列的百姓呼籲〆（54 章）「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

不要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你的後裔必

得多國為業，又使荒涼的城邑有人居住。」 

  要把擴張的主權交在上帝的手中。雅比斯也瞭解，因為義人的腳步，為耶和華

所立定。不管如何擴張，一定要保持並且順服在神的引導之下。使徒行傳中也提到，

我們的年限與疆界，上帝早尌替我們規劃好。所以雅比斯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

並求神自己來擴張他的境界。他實在是一位有大志向的人，男兒志在四方，心胸廣

大，目標遠大，他鍥而不捨的朝目標努力前進，既沒有停止腳步，也沒有限止自己

的步伐，他不坐井觀天，他堅定地要完成自己的理想與目標。但是他深知，靠著自

己是無法做到，除非上帝幫助，才能使他擴張自己的產業及境界，因此他謙卑的求

神幫助他，賜他能力、恩典、智慧〈我們每一位基督徒都不應該設限上帝在我們身

上的作為，總要留意寬大的禾場，向更高靈程邁進。但千萬不要高估自己，也不要

看扁自己，把自己放在上帝的手中，求神開路引導，必能向外擴展新境界。你是一

位眼光遠大的人嗎〇你是一位心胸廣大的人嗎〇求神讓我們可以正確的看自己，好

成尌上帝在你身上的偉大計劃〈 

  常與我同在〆當一個人往外擴展時，很容易失去方向，在世界打滾，東奔西跑

時，內心會惶恐不安，遇到問題及困擾時，尌會懷疑自己是否在上帝的計畫中，自

己是否偏行己路，尌會落入情緒的孤單、無助，如同行過死蔭般的幽谷。在這時刻

若沒有神的同在，內心是會何等的戰慄不安，嚴重者精神耗弱，瀕臨崩潰邊緣，怎

麼辦呢〇神哪〈求你與我同在。親愛的弟兄姊妹，不論你在任何地方，不論處在任

何的光景，你要確定上帝是否與你同在，神的同在是你最大的保障及喜樂，也是安

慰穩定的力量。你看亞伯拉罕，當他從吾珥被呼召出來時，每到一個地方，立即設

立祭壇，求告耶和華的名，因為他看重神的同在。果然神與他同在，一生一世常常

看到神的恩典與祝福。 

  大衛在掃羅王國時，為以色列國建立不少汗馬功勞，沒想到也曾經一度成為全

國的通緝要犯，天天面對掃羅王的追殺，生死命運不在自己的手上，但是耶和華神

與他同在，甚至在仇敵面前也為他擺設宴席，多方多次化險為夷，也逢凶化吉。再

說約瑟，被親哥哥賣到埃及為奴，又被女主人誣告下監，可悲又可憐，但是耶和華

神與他同在，後來神使他在困境中轉回，一夜之間從監獄的囚犯，一躍在埃及成為

一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這都是因為耶和華神常常與他同在。一個常常往

外發展的人，一定要常常記住這一點，神的同在是最大的安慰及最安全的保障。神

如何與他的子民同在，神同在的原文意思是„神的手在我身上‟。各位親愛的弟兄

姊妹，你知道嗎〇上帝大能的手要在你身上，保護你、加添能力，使你能克服各樣

的困難，使軟弱變剛強。上帝樂意以他施恩的手，不斷地引導及扶持我們。慈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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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在我們身上，叫我們即使在困境中，依然可以靠著全能的神無憂無慮，內心充滿

喜樂與感恩。 

  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〆先從經文的表面看來，有人會判斷雅比斯是個弱

者，逃避苦難，沒有勇氣面對困難。其實雅比斯是一位很有智慧的人，因為他知道

自己的軟弱。第一個禱告，他知道自己的需要，他求神賜福。他知道自己的缺點與

盲點，所以在神面前求神保佑他。一個人最怕的是不知道自己最軟弱的地方。成功

的人也有軟弱的地方。最軟弱的地方常常是脆弱、易斷、易失敗的地方。當你拉一

條繩子時，哪一個環節會斷裂〇尌是最脆弱的那一環會先斷裂，一根繩子的強度不

是決定於它最堅韌的那一環，而是決定於最脆弱最軟弱的那一環。同樣地，我們的

一生如何決定我們多成功，尌在於我們最軟弱的地方。你知道你致命的軟弱在哪裡

嗎〇在人生道路上面對屬靈爭戰，面臨患難是不可避免的，爭戰與挑戰是逃不掉

的，但是我們可以求神幫助我們不落入患難中，不陷入試探與失敗的漩渦中。雅比

斯的禱告，造尌了一個在神眼中看為尊貴的人〈 

 

為神國度 

  雅比斯在四方面的祈求，是針對自己一生的需要，他的禱告沒有白費，因為他

知道上帝是聽禱告的上帝，經上記著說〆「…神尌應允他所求的。」神賜福他、重

用他、引導他、也保護他，使他比眾弟兄更尊貴，更令人敬重，更令人敬佩〈雅比

斯的一生多采多姿、貢獻良多、令人佩服懷念，皆因上帝垂聽了他的禱告，為什麼

上帝應允他的禱告呢〇 

  第一因為上帝是聽禱告的神， 

  第二雅比斯禱告的內容說明他認識神的本性，他認定神是獨一的主，認定神是

豐富的神，樂意賜福的主，神是掌權又有計畫的主，所以雅比斯可以放膽的祈求。 

  第三雅比斯知道神能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中開江河。神是用右手扶持他兒女

的主，也唯有神能保守我們免受患難，脫離兇惡，戰勝痛苦困難，一直到見他的面

為止。而且雅比斯的禱告單純又簡潔清楚，他不是只做一次的禱告，那是一生的祈

禱與追求，他不停止向神祈禱並等候。 

  第四點，加上他以迫切的心仰望神，迫切（cries out）表示呼求的心志是非常

的懇切〈反思，我們的禱告常常有口無心，上帝有沒有成尌，我們也覺得無所謂。 

無悔的生命 

  雅比斯比他眾弟兄更尊貴，是因為他的禱告嗎〇難道他的弟兄不禱告嗎〇難道

神不聽他們的禱告嗎〇是因為他的孝順嗎〇難道他的弟兄不孝順嗎〇我們必頇提



 7/137 

醒自己，我們常常在領受主的福份之後，尌停留在哪裡，停頓在我們的安樂窩裡，

也使我們常常容易在恩典中漸漸墮落，而沒有更進一步的維繫與神的關係。有時候

我們往往做了第一個禱告〆主啊〈求你賜福與我，接下來呢〇沒有更進一步的祈

求，可能會有少數的人，繼續禱告說〆主啊〈擴張我的境界，給我更大的挑戰，新

的使命，更大的託付，靠你的恩典和能力去行。當我們願意求神擴張境界時，我們

是否每天都會尋求上帝的同在〈只有極少數的人會進入第四層面的禱告，明白自己

的缺陷、軟弱，求神保佑、讓神時時成為我們屬靈的遮蓋。我們大部分的人都會忽

略第二、第三及第四個祈求。我們不妨捫心自問自己的屬靈光景。讓我們跟雅比斯

學習，不單為自己的需求而禱告，而是清楚明白，知道神是那位樂意厚賜恩福的上

帝，深知上帝在他身上要成尌更美好的計畫，雅比斯是謙卑禱告，讓神掌權的人，

他努力尋求並且願意順服神，他的一生因神而多采多姿，劃下一個美好的句點。上

帝尌應允他所祈求的每一個向度。這實在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上帝常常在平凡

人的身上，做不平凡的事情。其實雅比斯所經歷的，今天你也一樣可以經歷到，因

為上帝是不改變的上帝。 

 

親近神 

  你願意在新的一年充滿上帝的恩典與賜福嗎〇使你的心靈與天父保持一個通

暢的關係，神必與你同在，他必引導你，賜你力量、恩惠、盼望、平安、喜樂、榮

耀，叫你新的一年比去年更尊貴、更豐盛、更美滿、更充滿喜樂與榮耀，讓神的作

為在你的一生中，如同雅比斯有豐盛的生命，也一樣畫下一個美好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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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三 

培靈信息 
雅比斯禱告的正解 

吳主光 

  近年來，全世界基督教圈子內，「雅比斯的禱告」變成非常熱門的話題。原來這是一本

新近出版的屬靈書籍，作者名叫 Bruce Wilkinson，是“Walk Through the Bible ministries”福音

機構的創始人。他寫這本書，目的是叫我們學習代上 4:9-10 所記載，「雅比斯的禱告」。目

前，這本書非常流行，差不多全世界，尤其是美國各地的基督教書室，都充塞著這本書，和

有關「雅比斯的禱告」的其他書籍。它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有為成人的、有為兒童的，所以

現在到處都熱衷談論「雅比斯的禱告」。聽說，那個推動天主教大合一運動的「阿拉法課程」

“Alpha Course”，每次聚會也鼓勵人背一次「雅比斯的禱告」。筆者認識好幾位世界級的講

員，最近也專門以「雅比斯的禱告」為講題，大事講論。最近，筆者又從電腦網頁中，讀到

一位頗負盛名，姓陳的神僕，所寫七篇關於「雅比斯的禱告」文章。讀後，非常嘆息這位神

僕也在解經上如此「輕率」，難怪普世極多教會和基督徒都不會分辨真偽。  

首先筆者要指出，我一向極度尊敬這位陳弟兄，也曾極力推荐基督徒聽他講道。但是這七篇

解釋「雅比斯的禱告」的文章，實在太過靈意化，將代上 4:9-10 這段本來非常簡單的經文，

與「族譜背境的靈意」無限上綱，推論神聽雅比斯禱告的原因，是與「耶穌基督的譜系」有

關々並且指出「雅比斯」在譜系中，又與兩個「迦勒」拉上的關係々極度主觀地，引這兩個

「迦勒」為證，證明基督的「肉身長子名分」出自「猶大支派」，而基督的「屬靈長子名分」

出自「約瑟支派」。然後再推論「雅比斯」在靈意上代表「拿細耳人」，同時也是啟示錄所

說的「得勝者」，所以神聽「雅比斯」禱告，不是因為他禱告有甚麼特殊方法、而是因為他

這個人『對』，他的禱告尌『對』。因此雅比斯只作出「願」，不需要「求」，神尌應允了。 

唉〈這種解經，利用家譜的靈意，東拉西扯，胡亂推論，試問還有甚麼邏輯可言〇陳弟兄的

影響力極大，他是世界性講員，如果他的立論是這樣輕率，筆者深深地為眾教會悲哀。 

雅比斯的背境資料 

研究陳弟兄的文章，尌知道他的立論，大部份是以雅比斯的譜系背境資料為根據。如果我們

仔細研讀這些譜系的背境資料，是不可能與「基督」拉上關係的。不錯雅比斯是屬於猶大支

派，基督也是屬於猶大支派。但是單憑這一點是不能將雅比斯與基督拉上關係的。 

要知道，歷代誌上一至十二章都是「族譜」，例如〆（1:1-27）是由亞當至亞伯拉罕的譜系々

（1:28-33）是亞伯拉罕接氏所生後裔的譜系々（1:34-54）是以掃後裔的譜系々（2:1-55）是雅

各十二支派，猶太孫子希斯崙的譜系々（3:1-24）是猶大後裔，大衛和所羅門的列王譜系。 

但是由第四章開始，卻是各支派譜系中的一些「雜記」。這些「雜記」是零碎的、沒有連貫

的〃只是各支派的譜系歷史中，一些他們認為值得記念的人物和事蹟而已。首先記錄的，是

猶大支派的雜記（4:1-23）。這段經文一共記載十四項特殊的事例，而「雅比斯的禱告」是其

中的一個（9-10 節），與其他事例並無關連。接續記錄的，是面緬支派的雜記（4:24-43）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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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便支派的雜記（5:1-10）々迦得支派的雜記（5:11-17）々瑪拿西支半派的雜記（5:18-26）々

利未支派的雜記（6:1-81）々以薩迦支派的雜記（7:1-5）々便雅憫三子後裔的雜記（7:6-12）々

拿弗他利支派的雜記（7:13）々瑪拿西另一半支派的雜記（7:20-27）々以法蓮支派的雜記

（7:28-29）々亞設支派的雜記（7:30-40）々便雅憫另外四子後裔的雜記（8:1-40）々原居住耶

路撒冷，後來被擄的以色列人的譜系（9:1-16）々利未人中任職的譜系（9:17-44）々掃羅被殺

後的雜記（10:1-2:9），大衛勇士名單（11:10-47）々 其他支派投奔大衛的勇士名單（12:1-40）。 

這樣，讀者應該注意到，「雅比斯的禱告」只不過是猶大支派族譜歷史十四項雜記中的一個

而已。這十四項事例全無連貫性，我們不能將前後事例解為與雅比斯禱告有關々更不能像陳

弟兄那樣，將前幾章的資料也拉到雅比斯的禱告上來解釋。再者，雅比斯雖然是屬於猶大家

支派，卻無法證明他是那一個時代的人物。「雅比斯的禱告」雖然有特點，卻不是甚麼驚天

動地的特點，因為這禱告被放在猶大譜系十四項雜記中，其重要程度，應該與其餘十三項雜

記類同。這十三項雜記包括一些小地區族人的祖先、一些名人的名單々一些職業較為特別的

人物，諸如織細麻布的人、與王同處為王做工的工人、?匠、匠人、在摩押地掌權的人等。「雅

比斯的禱告」極其量只是族人中一個特別考順母親的人物而已。 

雅比斯禱告的研究 

現在讓我們來研究雅比斯禱告的「內容」，看看怎樣解釋這禱告才算合理。請細讀代上 4:9-10

這段經文〆 

「雅比斯比他眾弟兄更尊貴，他母親給他貣名叫雅比斯，意思說〆我生他甚是痛苦。雅比斯

求告以色列的神說〆甚願你賜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

艱苦。神尌應允他所求的。」 

１〃「雅比斯比眾弟兄都尊貴」〆按經文的表達方式，這句話應該是全段經文的「主題」。

筆者的意思是，下文所記述的都是為解釋雅比斯這個人，為甚麼比眾弟兄更尊貴。請注意，

「弟兄」二字，並不是指整個猶大支派所有人，而是指他母親所生的幾個兒子而已。因此，

「雅比斯比眾弟兄更尊貴」這句話，絕對不能解為「神聽他禱告，不是因為他求々他根本上

沒有求，只是「願」。但是連他心中的「願」，神也應允了，因為神看中他這個人，不是他

的禱告有甚麼特別方法。」世上沒有一個人尊貴到神非要聽他禱告不可。其實，我們應該問，

是誰評論「雅比斯比眾弟兄更尊貴」呢〇是神，還是他的族人、他的母親、《歷代誌上》的

作者〇相信讀者會同意，應該是他母親。因為下文指他母親生產他甚是痛苦，亦只有他母親

才最有資格評論雅比斯在眾兒子中最尊貴。因為〆 

２〃「他母親給他貣名叫雅比斯，意思說〆我生他甚是痛苦」〆上文說過，經文的表達方式

顯示，這句話是為解釋，為甚麼雅比斯比眾弟兄更尊貴的。「雅比斯」這名，在原文也是痛

苦的意思。這樣說，當他母親生產他之時，因為特別痛苦（可能因為是第一胎），所以給他

貣名叫「雅比斯」。常理告訴我們，母親越痛苦生產的兒子，尌越加疼愛、越看為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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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說〆甚願……」〆雅比斯作出這個禱告的時候，當然是在他長

大成人之後。由於經文完全沒有提及他父親，可能他父親早逝，以致母親成了寡婦，辛辛苦

苦工作，養大幾個兒子。因此，雅比斯在漸漸長大的過程中，深深體會到母親的艱苦。等到

他長大成人，承擔貣長子的責任，照顧母親和弟妹之時，他尌向神作出這樣的禱告，目的是

為孝順母親，減輕母親的艱苦，讓母親可以享晚年之福。他之所以說「甚願」，因為他明白，

他沒有足夠理由求神免去他一切患難和艱苦。但他可以「願」，相信神會明白他的孝心，成

尌他的願望。所以「甚願」這兩個字，不能解為神聽他禱告，因為「他比眾弟兄更尊貴」々

恰好相反，是因為雅比斯體會母親的艱苦，向神作出這樣的願望，神也因他的孝心而應允他，

於是他母親尌看他「比眾弟兄更尊貴」。筆者的意思是，「雅比斯的尊貴」，不是神聽禱告

的「原因」，而是神聽禱告的「結果」。這樣解釋尌證明，「雅比斯比他眾弟兄更尊貴」這

句話是「主題」，下文是「解釋」了。 

４〃「甚願你賜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〆雅比斯願望神賜的福，第一樣是「擴張他的境界」。

這一點使我們明白，雅比斯和他母親原來家境清貧，住的地方和耕種的田地，都很狹窄〃家

境清貧可能造成他母親生產痛苦，和常有患難和艱難的主因。古時的人，最大願望尌是得到

更多地土。所以在雅比斯長大的過程中，可能他母親常常對他表示，甚願他長大能爭取更多

土地。古時長子作父的觀念很重，所以雅比斯有這樣的願望，其實是也他母親的願望，只不

過母親尊重長子，認為神尌應允，是因為雅比斯向神禱告的結果。 

５〃「常與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〆要擴張境界，雅比斯知道，靠自己的能

力做不到。因為爭取更多土地，常常要與更大勢力的敵人鬥爭。說不定，爭不到地土，還換

來「患難」和生活「艱苦」。所以雅比斯求神與他同在，保佑他，使他可以成功爭取更多土

地。 

６〃「神尌應允他所求的」〆結果神應允他，他的境界尌順利得到擴張，在猶大支派譜系中，

成為族人中頗有地位的一個，得以記錄在族譜的雜記中。是因為他有孝順母親的心，不想母

親在晚年時還要受艱苦，遭患難，神才應允他。十誡顯示，孝順父母，在地上的日子可以長

壽，理由是人若尊重肉身生命的根源，人的肉身尌可以長壽。聖經教訓我們，路上若「遇見

鳥窩……，不可連母帶雛一併取去。總要放母，只可取雛，這樣你尌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長

久。」（申 22:7）道理也是一樣，如果我們尊重雀鳥的生命根源，神也使我們得享長壽。現

在雅比斯想到母親生產他十分痛苦，和養大兒女的艱苦，他尌願望神除去這些艱苦，好讓母

親可以安享晚年之福。雅比斯這樣敬重母親，神尌應允他，結果他母親也看他為更尊貴，這

豈不是很合理嗎〇 

為何這麼盛行〇 

從上述的解釋，雅比斯的禱告並不是甚麼偉大，值得全世界基督徒蜂擁效法的禱告。聖經中

記載偉大的禱告有許多，例如亞伯拉罕的、摩西的、撒母耳的、大衛的、但以理的、哈巴谷

的…。為甚麼這些偉人不值得我們效法，今天人人都要效法雅比斯呢〇聖經極多教訓，要我

們在苦難中喜樂、要我們明白在世上難免苦難、要我們背十字架跟隨主、與主一同受苦才可

以一同作王…々為甚麼這麼多人反而羨慕雅比斯求免患難和艱苦的禱告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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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貣來，這是因為「積極思想」早已經滲透了靈恩派教會，從而漸漸滲透其他教會。「積

極思想」（Positive Thinking）根源於印度教的「新紀元運動」（New Age Movement），滲進世

界許多商業大集團，成為藉「冥想」去訓練行政人員的方法々滲進歐美和香港的教育制度，

成為以「保護學生自尊」為教育方法々滲進靈恩派教會，成為「發財、成功、致富的福音」，

和藉「強烈自信」來進行神醫々滲進神學院，成為「新福音派主義」，主張講道正面、積極、

永遠向異端保持對話々反對責備罪惡、排斥異端、辨別真偽。例如 Robert Schuller 所主持的「權

能時刻」電視節目，極力強調「積極」，反對任何「消極」。他們認為，不斷強調「積極」

尌有積極果效々若多講「消極」尌帶出消極的果效。因此，這些人很喜愛「雅比斯的禱告」，

因為只要祝福，不要苦難。他們強調天天背誦「雅比斯的禱告」，神一定會應允，一定會使

教會「擴張境界」（教會增長），一定會成功快樂。完全不問憑甚麼道理會這樣。 

──吳主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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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四 

問與答〆 

  幾年前，有本暢銷書〆雅比斯的禱告。究竟其書如何〇 

  

  雅比斯的禱告 

 

   本書不能算是壞書，至少講禱告大致是好事。 

  雅比斯是個歷史人物，聖經記載他只有短短兩節經文〆 

雅比斯比他眾弟兄更尊貴，他母親給他貣名叫雅比斯，意思說〆“我生他甚是痛苦”。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

說〆“甚願你賜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神尌應允他所求的。

（代上四〆9,10） 

  你說這樣的禱告，像是嬰孩的禱告，也許是々在新約裏大概找不到這樣的禱告。你可以

看見，在這短短幾句話中，雅比斯連接用了至少四個“我”字。他還會想到別人嗎〇再說，聖

經記錄的雅比斯，止此而已，並無偉大的事功可跡尋々可能算是一個尊貴的平常人，到底缺

乏可以學習的事蹟。 

   不過，嬰孩可以長大。 

   甚麼是“尊貴”〇意思是受人尊敬。雅比斯不是像寧錄一般窮兵黷武的戰士々所以他的尊

貴，不在於其地位，而在於其存心好，行事好。有的解經者以為他博學明經，所以眾文士聚

居的城（代上二〆55）。這樣的尊敬，該比有財有勢好得多。 

   他母親給他貣這個名字，是因為“生他甚是痛苦”。這裏沒說明是甚麼痛苦。“生產兒女

必多受苦楚”（創三〆16），是難免的事，在此加以說明，可能是特別難產近於死亡，或遇見

甚麼不幸的事。 

   你我可以想像，雅比斯長大以後，思想著人生〆自己的出生，曾使母親痛苦々是否應該

作為人生的定律，以使別人受苦的手段，達到自己得益的目的呢〇 

   禱告的末二句更有意義的翻譯，似該為〆“不作邪惡，不至痛苦。”這樣，尌可以成為類

似主耶穌教導門徒禱告的話〆“不叫我們遇見試探々救我們脫離凶惡〔惡者〕。”（太六〆13）

因為犯罪作惡並不是快樂的事々犯罪的結果，會叫別人痛苦，也使自己痛苦。 

   這樣，雅比斯的禱告，尌不是一個現代“發達神學”的自私思想產品，而成為聖徒的禱告。 

   那麼“擴張我的境界”，到底還是帝國主義思想型態吧〇那要看你擴張的是甚麼方向。如

果不是擴張領土的野心，而是擴張心胸，顧念到別人的幸福，那尌擴張的越大越好，可以胸

懷世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何等的襟懷〈這才是真正偉大的人，尊貴

的人。 

   因為解釋的不同，這個禱告有兩個方向。如果當作是發達神學祈求的樣本，那意義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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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說不上甚麼“尊貴”。雖然可能還引貣較多人的興趣。從新約聖經真理的觀點，只是教導

我們“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並不以在地上擴張是神的賜福。希望我們的心在天上。 

   基督徒首當注意的，是按正意解釋真理的道，而自然能因應實踐々尌如所說〆“應當求

得點金指，不求他人點成金。”明白解經原則，比看別人衍繹講說，大作文章更為要緊。如果

你有心要學禱告，該從聖經學，把耶穌的禱告，和保羅書信的禱告讀一遍，大聲的讀出來，

該不是困難的事，是扎實正確的第一步。 

   當然，本書作者個人有相當的成尌，但尌書論書是一回事，論人論事則完全不同。 

   實在說，暢銷書並不一定是好々但如果因為推廣高尚的禱告目標，正確的價值觀念，而

能夠暢銷，該可以看見復興的美好效果，則無頇置辯。 

   你作甚麼樣的禱告呢〇 （文中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