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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当你祷告的时候，要使用神的话 

在这一课里，你将学习到： 

 使用圣经作你的指南  
 以圣经加强信心  
 祷告的时候运用圣经金句  
 相信神的应许，并且去实践  

这一课会帮助你…… 

 藉着你的祷告将根基建于神的应许上而加强你
的信心，并且在你祷告时 使用这些应许。 

 相信神的应许，并且去实践，你就会看见奇妙的
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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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圣经作你的指南  

耶稣已赐给我们一个奇妙的方法，去实现我们认
为不可能的事情。让我们紧记它，看如何运用它。  

约翰福音 15：7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
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这个奇妙的应许教导我们，我们的祷告是否得蒙
应允，乃是取决于神的道在我们生活里的地位而定。
我们必须思想圣经的话，并且让它在我们每日的活动，
以及祷告里引导我们。我们按着圣经的教训来祷告，
在祷告的时候让神藉着衪的道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与
别人一起祷告时要读圣经，互相分享所读的经文能使
我们更感到神的同在。神在我们的处境里应用圣经的
信息，指示我们如何为我们的家庭、社会和世界的问
题祷告。  

圣经将神为我们的生活所定的旨意教导我们，使
我们知道必须祷告，祈求衪的旨意成就。我们要为那
叫神得荣耀的事祷告，也要为别人得着最好的益处来
祷告，而不是只为我们所想的，或个人自私的利益而
祈求。  

雅各书 4：2-3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
宴乐中。”  

马太福音 26：41 “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圣经里许多祷告的例子可以作我们的指南。我们
深深地被大卫呼求神的赦免的话或耶稣在上十字架前
所作的痛苦的顺服神旨意的祷告而感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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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51：1，10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
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神啊，求你为我造清
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马太福音 26：39 “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
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那么，我们若要祷告产生果效，就要让神的话充
满我们的思想。让我们诵读、思考、牢记、谈论圣经，
并用圣经的经文来祷告。它就会塑造我们的心思意念，
并且引导我们的祷告。当“它常存在我们里面”的时
候，我们就能祈求，我们的祷告也必得着应允。 

习题 

1、  试凭记忆将约翰福音 15：7 默写在你的笔记簿里。
耶稣说：“我的话常存在你里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呢？  

2、  圣经怎样引导你祷告？  

用圣经加强信心  

你有否说过：“我希望有更大的信心！”或者“我
一点信心也没有！”这类的话呢？你是拥有信心的，因
为信心乃是对人、声明或事物的坚定信念和信赖，所
以你是有信心的。 

我们生存和所行的一切事，都需要信心，生命是
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的。我们相信所吃的食物能使我
们得到营养，也信赖邮递系统而将信件投寄出去。我
们因着对朋友说的话有信心，便在约定的时间到某地
与他相遇。照样，我们因着相信神和衪的应许，便满
怀信心地祷告，且深信衪必应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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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 11：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
见之事的确据。”   

 我们的信心乃是神所赐的——就是相信衪必成就
所应许的。衪藉着衪的道来增强我们的信心，我们就
与衪同工。当我们读到有关神所行的奇事时，我们的
信心就增长了，当我们与别人分享这些事的时候，信
心就更加强了。我们思想神对我们的爱，知道衪昔日
行在圣经人物身上的事，今天也会行在我们身上。我
们信靠衪的应许，我们祷告并深信答案会来——它真
的来了！ 

希伯来书 12：1-2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
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罗马书 12：3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
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
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罗马书 10：17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
从基督的话来的。”  

罗马书 10：17 提醒我们，并非只有诵读和思想圣
经才能产生信心，听道也能增强我们的信心。因此，
我们在环境许可的时候，就要参加教会的聚会，收听
福音广播。关乎耶稣——神的儿子的讲道、诗歌和见
证都能增加我们对衪的信心。 

马太福音 13：58 “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
不多行异能了。” 

马可福音 9：23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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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9：20-22 “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
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繸子，因为她心里
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
她，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
女人就痊愈了。”  

马太福音 9：28-29 “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
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作这事吗？’他们说：
‘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
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  

习题  

3、  试举一个例子证明人人都有信心。  

4、  根据希伯来书 12：2 和罗马书 12：3 所说的，我们
相信神和信赖衪的应许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  

5、  按照罗马书 10：17 说，信心是如何来的？这节经
文建议你应该尽可能时常做什么？  

祷告的时候使用圣经经句  

神对衪儿女的应许就像天堂银行提款的支票或提
款一样，我们的圣经就是支票簿，只要出示它们，就
能领到款项。神的资源永不会枯竭，因此，当我们祷
告的时候，就可以向神出示这些金句：我们知道衪必
承认衪儿子在那些支票上的签署。 

43

天堂银行 

祈付          每一位信徒          
数额          他一切的需要        

              腓立比书 4：19   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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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道充满各样的应许，能满足我们在属灵和身
体上的一切需要。因为耶稣改变人们，喂养和医治他
们，所以我们知道衪十分关切我们各样的需要。衪应
许安慰我们忧伤的心灵，在我们孤单的时候陪伴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孽使我们摆脱不良的习惯，并且赐予我
们一切所需用的。  

腓立比书 4：19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
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大卫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所属的王族之
首，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指出我们可以如何使用
神的应许在我们的祷告里。 

    撒母儿记下 7:25-29 “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
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
而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
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
坚立。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启示你的仆
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
祷。‘主耶和华啊，惟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
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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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啊，这是你所应许的，
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  

    你可照样为你家庭里任何未相信耶稣，或仍没有
接受衪作他个人的救主的成员祷告： 

父亲啊，我感谢你！因你爱我的（填上关系和姓
名）           ，他（她）还未认识你。你在使徒行
传 16：31 对那位看守监房的人说：“当信主耶稣，你
和你一家人都必得救。”我是真的相信主耶稣，求主使
我一家的人都得救。请你帮助           相信耶稣，
使用我来帮助他（她）。求主告诉我该作什么，帮助我
能实行它。感谢你应允这祷告，我知道昔日你行在那
看守的人身上的事，也会行在我身上，我衷心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习题  

6、  在你的笔记本里，画一张类似“天堂银行”支票。
在“祈付”后填上你的名字，并在“数额”后明确写
上你希望神供给你的需要，然后引述腓立比书 4：19，
将你的需求告诉神。  

7、  你的家人里若有仍未信耶稣的，请将他们的名字填
在上述根据使徒行传 16：31（相信主耶稣）的祷告里。 

8、  熟记腓立比书 4：19，并尝试在你的祷告里引述它：
它是否令你感到有更强的确据（信心）得着应允？  

相信神的应许，并且去实践 

为祷告蒙应允作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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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所圣经学院的院长和他的太太向主祷告，求
衪赐他们一些乳牛，让他们生产牛奶以供应学生的需
要。他们有大片草场，可供饲养牛群，但有些篱笆已
破烂，需要修补。有一天，主在他们的意念里对他们
说：“你们祈求要得的牛群，将安置在哪里饲养？你们
若期待我回答祷告，就要作好预备，修理那些篱笆。”
于是，他们便修补好那篱笆，在他们完成工作几天之
后，神就将牛群赐给他们。 

有一位卧病在床，多时不能起来的人决定要求牧
师到他的家，为他的病得医治祈祷。他告诉他的妻子：
“为我预备衣服，他们为我祷告之后，我便要起来了。”
他果然起来了——完全康复过来！  

你有否“需要修整的篱笆”来预备得着你所祈求
的，而神已经应许赐给你的呢？起来尽你的本份吧，
并且要仰赖神成就衪的工作，相信那答案快要来到。  

相信和感谢神．．．．．． 

假如你一贫如洗、失业、饥饿和负债。后来，你
有一位叔父来找你，告诉你他会还清你一切的债务，
并安排一份理想的工作给你。他给你开出一张支票，
使你可以买到食物和衣服。你会说：“这话听来多么美
好，但我首先要看看这张支票能否兑现，我若能提到
款项，我便会感激你。当然，在我领到你为我预备那
份工作的第一次薪金时，我必定会感谢你”吗？你当
然不会这样对你的叔父说话！你却会非常高兴且相信
会确实地得到他向你所承诺的一切。你为此会多么感
谢他啊！我们岂不应也同样对神吗？在我们还没有得
到神向我们所应许的，便全心相信和诚挚地感谢衪时，
衪是何等喜悦哩！因此，让我们都为着神的应允而赞
美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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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福音 11：24 “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
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雅各书 1：6 “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  

继续相信．．．． 

亚伯拉罕（犹太人和亚拉伯人的祖先）的故事教
导我们要不断地相信。神告诉亚伯拉罕，他要成为万
国之父；然而，二十五年过去了，而亚伯拉罕仍是没
有儿女。  

罗马书 4：19-21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
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
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
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理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
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作成。”  

亚伯拉罕的例子教导我们要放弃与生俱来的看重
眼前事物的观点，持定信心的态度。我们不要只看问
题的表面，反要将注意力集中于应许；也不要注目于
自己的有限，或阻挡你的前路像大山一样的困难上—
—却要注目仰望耶稣。甚至当一切都似乎出了岔子时，
仍要信靠和赞美神。大山一样的困难不能阻止你与耶
稣一起前进，衪会把它们挪去，指示你一条通过它们
的出路，或是提升你超越它们，大山不能难倒神。  

马太 21：21-22 “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就是对这座山说，‘你
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
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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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与实践．．．．． 

当我们相信必定得着的时候，就要实行出来。那
些祈求除掉不良习惯的人会踏出信心的一步，抛掉他
们求神使他们脱离的东西。那些求神使用的人会凭着
信心遵行衪对他们的吩咐。我们只要实践神的应许，
就必看见它实现，这就是圣经的方式。 

雅各书 2：17-18 “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
的。……我便藉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习题  

9、  这一课的标题指出，当我们为某事祷告的时候（或
之后），有四个方法去实践神的应许。它们是什么方
法？  

10、你打算经常使用四个凭信心行事方法中的哪一
个？  

11、把你正在祷告的事情、你所要求的应许和你现在
要做的四件事——你实践应许的步骤，写在笔记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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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实行了它们之后，把结果记下来。 

★ 核对这课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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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四 课 答 案 ★  

1.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的话若常
存在你里面”的意思是“你若记得我所教导你的，并
实行我所教导你去行的”，或作“只要你顺服我。”  

2. 它告诉你如何到神面前和为什么事祷告。你可
拿圣经中的祷告作例子。  

3. 例如我们吃的食物、投寄的信，及我们与其他
人的约会。  

4. 从耶稣，从神而来。  

5. 从听别人传讲基督，从神的话而来。这提醒我
们应该在教会或任何我们有机会的地方聆听福音。  

6. —8、你的答案。我盼望你这样做时获得了助益。 

9. 为答案而预备，相信与感谢神，继续相信接受
和实行。  

10. 我盼望你会使用以上四点。  

11. 当你将这些事实践在你的祷告里时，愿神赐
福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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