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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当你祷告的时候，要关心别人 

在这一课里，你将学习到： 

 关心别人的需要  
 为你的家人祷告  
 为其他人祷告  
 帮助满足需要  

这一课会帮助你…… 

 关心其他人的需要，用爱心和关注为他们祷告 
 与神合作，回答你为其他人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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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别人的需要  

耶稣关怀衪的子民，了解他们的需要。衪关切那
些正在受苦的人，衪欢迎贫穷的、无家可归的、被遗
弃的、瞎眼的、患麻风病的人。甚至当群众在聆听衪
的教训时，耶稣知道他们饥饿了，便吩咐门徒给他们
食物。 

耶稣对人的爱，使衪能承受那些受苦的人的痛苦，
这也同样会做在我们身上。神在我们里面的爱，帮助
我们透过耶稣的眼睛去关心那些被罪弄瞎了的、撒但
的受害者，失丧的和走向永远受苦的人。这样的爱促
使我们祷告，就像那耶稣亲口祷告一样。甚至，当衪
因着人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时，衪仍然关心那些嘲讽
衪的人的需要。衪喊着说：  

路加福音 23：34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
作的，他们不晓得。”  

我们一再读到，当耶稣看见人有需要的时候，衪
“满有怜悯”或“动了同情之心”等字句。“同情”的
意思是“自己对别人的痛苦好像亲身感受一样。”这同
情之心使耶稣祷告并有所行动。事实上，耶稣到处所
施行的神迹主要是出于衪对众人的怜悯和同情之心，
以及天父为满足人的切身需要而彰显的大爱所致。 

马太福音 14：14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
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 

有些人只是想到自己的困难和利益，而看不见身
边其他人的需要。更糟的是有些人看见其他人的困难，
却无动于衷；许多人看见那些遭遇意外、贫穷和悲惨
景况的人，连一点怜悯同情之心都没有。我们应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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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祷告，求衪使我们对身旁有困难的人更加敏锐；这
样，我们便能藉着每天环顾四周，为那些我们看见的
需要祷告。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神便将衪的爱充满
我们，我们就能以基督的怜悯之心为他们祷告。  

对那些有需要的人的关切和怜悯之心，能产生最
有效的祷告。它在我们称为代求的祷告（为别人的祷
告）里带来了深切和诚恳的关怀；我们既晓得神是关
心人的需要的，就产生出信心，相信神必应允我们。  

习题  

1、  请将第九页表内所列的各项需要抄在笔记本里，并
在每一项旁边写上一个你所知晓的名字与及他 /她的特
别需要。  

2、  想想你在接下来的一天里将会遇到的每一个人和
他的需要，并把你感到需要特别关心的人的名字和需
要写在笔记本里。  

3、  求神帮助你爱别人和感受他们的需要，如同是自己
的一样。以怜悯之心为你所列出的每个人祷告。  

为你的家人祷告  

圣经里有许多为儿女和家人祷告的例子。当所多
玛被毁灭时，亚伯拉罕的祷告救了他的侄儿罗得一命，
神又应允他为儿子以撒选择妻子的祷告。以撒祷告求
神医治他的妻子利百加；她在孩子们出生以前便为他
们祷告。玛挪亚向神祷告，使他们知道如何抚育他们
的儿子。约伯每天祷告，求神使他的儿女不要犯罪，
当他们犯罪时赦免他们。父母抱着他们的婴孩到圣殿
去，将他们奉献给神；母亲们带着他们的儿女去见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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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求他祝福和医治他们。  

从整本圣经的教训里，我们看见神非常看重全家
人一起事奉衪，在他们的家里分享衪的祝福。因此，
你的家人中若有仍未接受基督作他们救主的，那最要
紧的就是你为他们的得救而祷告。这里有一节宝贵的
金句，告诉我们，若是相信就必得着：  

使徒行传 16：31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
得救。”  

我们最好记住这节经文，并且在为家人得救祷告
的时候引用它。我们即是在提醒自己，神希望我们全
家信主得救，我们的信心便会增强。靠着信心，我们
就可以宣告他们得救。 

 

 

我们对家人的爱应该令我们忍耐和善待他们，纵
然他们强烈反对福音的时候也是如此。撒但当然不愿
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得救，有时我们越多为他们祷告，
他们就似乎越是反对神的事情。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1）凭信心继续祷告和赞美神，相信必然得到
应允，（2）忍耐，（3）向他们表达我们爱他们，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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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主指示我们怎样向他们作见证或为他们祷告时顺服
衪。  

祷告  + 顺服  + 爱心  + 忍耐  = 果效  

习题 

4、  在我们能在圣经里找到为家人祷告的例子旁加上
“X”记号。  

   1）今天的饮食。  
   2）医治。  
   3）在养育儿女方面的指导。  
   4）保护。  
   5）罪得赦免。   
   6）保守不致犯罪。  
   7）奉献孩童。  
   8）为孩子祝福。  
   9）在择偶方面的带领。  

5、  从上述的习题里，在你曾为家人作过的祷告下画
线；又在你打算现在就向神祈求的祷告之后加上“X”
号。  

6、  将你的家人和亲属的名字按次序写在笔记本，求神
帮助你知道和感受到他们的需要。当神给你看见他们
的需要时，便将这些需要写在每个名字的旁边，然后
每天都为他们祷告。当神回答你的祷告时，就把那“需
要”得着供给的日子写下来。你若没有家人和亲属，
也可以为其他的家庭和朋友作这个和第五题的练习。  

7、  熟记使徒行传 16：31，并在你为家人（或为其他基
督徒朋友的家人）的得救祷告时引用这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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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他人祷告  

我们能够藉着祷告来与神同工，帮助别人，这是
何等的特权！各个地方的人都需要鼓励和帮助，我们
为自己的家人、朋友和邻居祷告，那么学校的老师们、
教会的领袖和政府官员又怎样呢？他们也需要神的帮
助。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其他人、受痛苦的、需要
基督的、初信归主的和神在各处的子民祷告。他们都
有难以解决的困难，但神关怀每个人的需要，并且能
解决每个难题。我们分担衪的关切，作衪的同工，将
各人的需要带到衪面前，聆听衪的指示，然后遵照衪
的吩咐而行。衪的道指示我们如何为其他人祷告。 

提摩太前书 2：1-4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
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这是好的，
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
真道。” 

马太福音 5：44 “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
们的祷告。” 

耶利米书 37：3 “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 
神。” 

耶利米书 42：3 “愿耶和华你的 神指示我们所当
走的路，所当作的事。” 

帖撒罗尼迦后书 3：1-2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
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
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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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书 5：13-16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
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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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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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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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经文所提及的油并没有医治能力，它只是代
表圣灵的工作。在圣经时代，当人奉献给神，开始事
奉的时候，人便将膏油浇在他的头上。祈求医治的祷
告包括认罪和奉献给神。今天，许多人能告诉你，当
他们遵行神在雅各书 5：13-16 的指示时，纵然身患绝
症，神都医治他们，使他们恢复。 

现在，让我们一起作这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爱你，因你是配得敬
拜和爱的。你是全能的神，万物的创造主，现在与我
们同在，并邀请我们祷告。 

你全知道我们的过犯和失败，我们向你承认这一
切，求你赦免我们，帮助我们能遵从你的话而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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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衷心感谢你，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从罪恶里拯
救我们，感谢你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欢
欣地来到你面前，并且在为别人的祷告里与你同工。 

求你赐福我们的家人，供应他们各人的需要，求
你指示我们如何帮助他们，他们有些是需要救恩的，
求主帮助我们在生活和话语上，将你的爱告诉他们，
并藉我们所行的事向他们表明你的爱。 

我们为着自己的国家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祷告，
求主赐他们智慧，帮助他们认识和服事你。求主将你
的和平赐给全世界，供应食物给饥饿的，赐健康给病
人，释放那些被压迫的人。 

我们为我们的朋友和基督徒，我们的牧师和教会
祷告，也为你在各地的子民和事工祈求。愿你的国度
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求你帮
助我们忠心尽职。我们为着你的荣耀，奉耶稣的名祷
告，阿们！” 

习题 

8、  请仔细地再读本课所列出的圣经经文，求神指示你
可能在祷告里忽略了的地方。将神吩咐你去做的事写
在笔记本里。 

9、  现在，我提议你再作前面的祷告，然而，每个部分
都要明确指出是为谁祷告，而非一般性的，“我爱
你……我的过犯（逐项提出）……我的家人（列出他们
的名字，为他们特别的需要祷告）。”列出你代祷的领
袖的名字，提出任何特别的困难，特别有需要的地方。
你也要感谢神赐特权，藉着祷告来帮助别人。 

帮助满足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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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施行衪的大能来应允祷告，又满足人类的需要。
首先，衪帮助我们看见需要，并与我们分享衪的关切。
然后，衪指示我们如何为它祷告，又赐我们信心，相
信必然得到应允。衪让我们知道衪要我们所作的工，
并且帮助我们去实行；所以，我们既是与衪同工，就
必在工作中蒙受祝福。除此之外，衪藉着其他人、又
藉着事情和环境之间的相互效力，以及以超自然的方
法来成就人类绝不可能做到的事。衪甚至差遣衪的天
使来执行衪的旨意，应允我们的祷告。 

神怎样应允祷告 

吩咐我们当做的事      在一切情况中行事 
告诉其他人要做的事    在我们里面工作 
命令天使当做的事      击败邪恶的权势 
在自然界行事          施行神迹 

    耶稣施行神迹喂饱五千人，表明了我们能够帮助

衪回答祷告的一个途径。衪为那孩童的午餐祷告，使
它增多，然后交给门徒分给群众共享。那孩童本可以
自己享用他的午餐，门徒也本可以吃了它，但因为他
们愿意将它分给其他人，这神迹才会发生。当他们分
派食物的时候，神就使它增多，直到每个人都吃饱，
剩下的且装满了十二个篮子，我们也必须竭力为那饥
饿需要食物的人祷告——他们需要食物，也需要生命
之粮。当我们祷告和与人分享的时候，神就必赐福我
们，也必供给我们一切所需用的。耶稣说： 

路加福音 6：38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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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
量给你们。” 

 

《尼希米记》是一卷感人至深的个人见证集：它
讲述神如何在祷告的人、其他有关的人以及衪在一切
情况中工作来应允祷告的事。尼希米被掳到巴比伦，
在王面前乃是一位忠心的仆人。他虽是在高位上，但
却挂虑其他人的需要，特别是那些已返回耶路撒冷的
同胞。当他的兄弟将耶路撒冷悲惨的境况告诉他的时
候，他就哭起来： 

尼希米记 1：4 “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
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 

尼希米为着重建城墙，保护百姓免受敌人攻击而
祷告，神就将达成这需要的计划放在他的心里。王留
意到尼希米愁眉苦脸的，便问他难过的原因。尼希米心
里害怕，因为人不能在王面前流露愁容。他可能会因
令王不喜悦而受罚，失去他的职位，甚或丧掉生命。
但尼希米默然的向神作简短的祷告，并且把握时机，
向王诉说他自己国家的需要。尼希米祷告说：“求主使
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神就按着他的祷告
而行；王不单没有感到不喜悦，而且还与尼希米讨论
他的困难，问他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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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记 2：4-6 “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
于是我默祷天上的 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
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
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
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
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 

这是何等的奇妙！当神答应祷告的时候，皇帝竟
成为“尼希米重建计划”的赞助人：他恩准尼希米请
假，赐他诏书，又供应建筑材料，再加上派遣卫队护
送他回国。 

神一次又一次的应允尼希米的祷告。他所面临的
困难何等大！但他都能一一征服它们。他重建城墙，
并作耶路撒冷的总督。尼希米以这句话告诉我们他成
功的秘诀：“因为神与我同在。”我们也可以说藉着他
的祷告伟大的事情得以实现，因为他愿意与神同工来
回答这些祷告。 

习题 

10. 我提议你阅读尼希米记。请特别注意他的祷告，留
心任何与你现在或以往曾面对的类似的困难。将神给
你有关这些事的任何特别思想写在笔记本里。 

11. 现在，请重温在这课里你写在笔记簿里的那些人的
名字，以及为他们祷告的各项需要。求神指示你衪要
你如何处理它们。要听取衪的答案，将衪所给的任何
衪要你去协助回答祷告的意念记录下来，然后把握衪
所给你的机会去协助衪满足那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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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五 课 答 案 ★  

4、你可以在圣经里找到这一切的例子。 

本课其他所有的习题都是祷告的实际练习，我盼
望它们已经给了你适当的帮助。我提议你现在重温你
在笔记本里所写的东西，并且常常翻阅。 

 

 

 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