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课 

 向谁祷告？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马太福音 6：9） 

 

我们要向谁祷告，比如何祷告或在何处祷告更为重

要。如果我们完全明白如何祷告，却发现我们一直在对着

某一错误的对象祷告，那岂不是很可怕吗？  

因而，我们如何祷告比我们在何处祷告重要得多。如

果我们的祷告对象是正确的，而且祷告的方式也是正确

的，那么，我们无论是在房子里祷告、在步行的时候祷告，

还是在工作的时候祷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们内

在的东西比我们外在的东西更为重要。  

因此，在本课中，我们将要学习认识真神，以及如何

向他祷告。我们将要学习关于神的重要内容，使我们能够

按照他的意志来祷告。我们希望学会在祷告中应该怎样

说，并使它对我们生活中的行为产生影响。所以，我们要

学习的东西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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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大纲  

对神的错误观念  
“无神论”者  
“不可知论”者  
“不需要神”的人  
“泛神论”者  
“自我中心论”者  
认为“什么神都行”的人  
相信“祖先之灵”的人  

显明自己的神  
通过圣经来显明他自己  
通过他活着的儿子来显明他自己  
通过圣灵来显明他自己  

基督关于祷告的教导  
在暗中单纯祷告  
永远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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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目的  

当你学完成本课时，你应当能够：  
 阐述人们对神的错误观念，以及这些错误观念如何影

响了他们的敬拜。  
 指出真神用来启示他自己的方式。  
 概述耶稣对于祷告是怎么说的，并把这些原则运用到

你的生活中去。  

学习要领  

1、背诵马太福音 6：5-8 中的全部经节。  
2、按顺序阅读课文进程部分，按要求完成习题。  
3、完成课文后的自我测试题并核对答案。当其中所提到

的经文是没有要求你背诵的时，你可以查阅圣经。  
4、在你完成了课文进程之后，请再看一遍课文目的，以

确保你能够按照其中的要求来完成你的学习。  
5、请开始做笔记，把较长的习题答案写在笔记本上，你

也可以把生词以及它们的含义记在笔记本上。  

关键词  

每篇课文前面的关键词，是要帮助你理解课文中所使

用的、你可能不太明白的词语。在你每一次开始课文进程

部分的学习之前，请阅读其前面所列举出来的关键词。有

需要的话，你还可以回过头来查阅关键词。  

不可知论者  宇宙万物  
祖先之灵  泛神论者  
万物有灵论  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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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神论者  优先顺序  
自我中心者  弃绝神的人  
翻译  方言  
默想  宇宙神教徒  

课文进程  

关于神的错误观念  

目的 1、  阐述人们对神的七种错误观念。  

“无神论”者  

让我们用这样一句话来开始我们对祷告和敬拜的学

习，即：敬拜的人必须向某一位（或某一事物）祷告。如

果没有敬拜的对象，你便无法敬拜。有些人声称没有神，

因此，无需敬拜。他们说，“祷告毫无用处，因为没有谁

垂听你的祷告！”我们把这些人称为“无神论”者，因为

他们不相信神的存在。多么愚蠢的人啊！他们看不到神存

在的证据，即使这一证据就在他们的眼前。宇宙间的精确

秩序，各种花卉的美丽，我们奇妙的身体——所有这些都

用同一个声音在说“有一位创造主——神。”如果说世界

没有一位创造主，就好像看着一块手表，说它是自己产生

的一样荒谬。  
 
习题 1、“无神论者”不祷告，因为：  
a）他们不相信神的存在。  
b）他们不确定是否有神的存在。  
c）他们不愿意顺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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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知论”者  

有些人感到烦恼，因为他们看不到神。他们看到了神

的创造物，他们认为一定会有某一创造的理由。但是，他

们又怀疑说，“我们不能肯定，或许有神，或许没有神。”

我们把这种人称为“不可知论”者，因为他们认为即使有

神，人类也不能认识他。“为什么要祷告呢，”他们说，“当

你不能肯定有谁在垂听你的祷告的时候？”  

“不需要神”的人  

有很多人注意到了神的存在这一事实，但是，他们不

愿意顺服他。我们把这些人称为“弃绝神的人”，因为他

们拒绝接受他们所知道的神。弃绝神的人也不祷告，因为

他们“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约

翰福音 3：19）。但是，当弃绝神的人祷告的时候，那一

天将会到来，他们将祷告岩石倒在他们身上，把他们藏起

来，“躲避坐宝座者的面目”（启示录 6：16），这便是愤

怒和审判的那一天。  

习题 2、弃绝神的人为什么不祷告？  
                                             

“泛神论”者  

有许多人认为，神和自然界是同一样东西，他们不相

信创造主——神。创造主是与他的创造物分开的。这些人

说树是神，云是神，人也是神。我们把这样的人称为“泛

神论者”。他们说一切好的东西都是神。他们是多么的错

误啊！对他们来说，宇宙万物都是神。对他们来说，神是

没有人格的。泛神论者的神是没有面目的，你不能向他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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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因为他没有耳朵。他不会回答你，因为他没有声音。

他看不到你，因为他没有眼睛。他不会爱你，因为他没有

心！那是怎样的一种神呢？你知道，说神是爱是一回事，

而说爱是神则是另一回事。同样，说神存在于他的创造物

之中是一回事，而说创造物就是神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

事！  

习题 3、指出泛神论者的神所不能做的四件事。  
                                             

“自我中心论”者  

有些人会对你说，每个人都有权力相信他所愿意相信

的东西，而一个人的观念与他人的观念都是同样好的。我

们把这些人称为“自我中心论”者，因为他们除了看到他

们自己之外看不到神。他们不需要其他任何人告诉他们应

该做什么。自我中心者们不接受他们所不喜欢的行为标

准。对他们来说，所谓“好”就是对他们好。他们不祷告，

他们为什么要祷告呢？他们不愿意有任何高过他们自己

好坏是非观念的权柄。  

习题 4、“自我中心论”者所依据的标准是什么？  
                                             

认为“什么神都行”的人  

这种人很多。“你所敬拜的是什么神并不重要。什么

神都一样好，任何神都同样行。”我们把这些人称为“宇

宙神教徒”。他们认为，宗教就好比是通向山顶的道路，

每一种宗教都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是所有的道路都通向

山顶。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异端邪说。相信这一异端邪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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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会说，神是人们心中的一种理念，并不是一种真实存在。

然而，神并不是一种理念，神是真实存在的，他是唯一的

神。他是这个世界以及世上万物的创造主。我们必须知道

他是谁，我们必须敬拜他。我们将在下一个章节中阐述他

是谁。在我们开始学习下一个章节之前，让我们来探讨一

下另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被世界各地的人所信奉。  

习题 5、我们把认为“什么神都行”的人称为什么？  
                                             
 

相信“祖先之灵”的人  

大多数人都相信死后还有来生，人死了之后我们不能

看见他们，因此对他们有一种神秘感。有些人相信死人会

变成灵回来，这种灵会在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游弋，他

们认为这些灵会参与活人中的各种活动。这种信仰被称之

为“万物有灵论”。  
由于不可知，也由于对不可见之事物的害怕，万物有

灵论者们充满了恐惧。虽然他们中的多数人相信有神，但

是，他们认为神离他们太远，而且对他们的需要漠不关心，

而不可能成为他们的帮助。因此，他们用各种祭品来敬拜，

希望以此来讨他们所相信的、存在于他们身边的灵的喜

欢，也以此来向这些灵祈求。他们用各种符咒来避邪，并

献各种祭物来谋求死人之灵的帮助。圣经说，“惧怕里含

着刑罚。”（约翰一书 4：18），这正是万物有灵论者的感

觉。在同一节经文中又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现在，我们将探讨真正的仁爱之神，这位神亲近所有呼求

他的人，他有回答祷告和驱除惧怕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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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6、相信“祖先之灵”的人为什么要使用符咒和献祭？  
                                             
 

显明自己的神  

目的 2、  写出真神向人显明他自己的三种方式。  

通过圣经来显明自己  

要求人敬拜和顺服他的神，必须向人显明他自己。真

神正是这样做的，他显明了他自己，我们可以认识他，也

可以知道他的意志。  
每一种宗教都有表明它的先知、它的异象、它的神迹

和它的教师们的著作。真神也向我们提供了所有这些东

西，甚至于做了更多的事情来显明他自己。他通过以下示

图表示的三种方式对我们说话，以此向我们显明他自己。 

 
神通过先知和使徒来显明他自己，这些先知和使徒把

神的话语记载于一本神圣的书籍中，这本书叫做圣经。无

论是什么地方的人，只要他们相信和接受圣经是神的话

语，他们都得到了改变。无论是什么时候，只要一个人接

受了耶稣的教导，承认他是神的儿子，这个人的生命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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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奇迹。他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他会放弃他的邪恶行

为，并走上良善之道。请想一想，圣经信息的一致性——

圣经信息是由很多不同地方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里

记载的。此外，请想一想，尽管有各种各样的人试图毁灭

它、玷辱它，圣经是如何存留下来的？毫无疑问，圣经是

一本神奇的书，这本书向我们显明了神。  

习题 7、神用什么人在圣经中记载他的话语？  
                                             

通过他活着的儿子来显明他自己  

神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显明他自己。耶稣作为一

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三十多年。“道成了肉身，住在

我们中间……”（约翰福音 1：14）。想一想耶稣基督的宣

言，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通过神奇的医治和大能事工来

支持他的宣言。想一想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神确实通过

他的儿子显明了他自己，神通过耶稣个人在地上的显现，

来显明了他自己。  

习题 8、神藉谁来显明他的道？  
                                             

通过圣灵来显明他自己  

神通过他的灵，随时向那些接受耶稣基督真理的人显

明他自己。“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

马书 8：16）。神的灵使每一个相信的人成为一个新人。

神为其他人所做的，他也将会为你做。如果你信靠他，他

将通过他的灵向你显明他自己。敬拜这位真神吧！祷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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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神的灵与你一同作见证！当你在自己的生活中感受到了

他的大能的时候，那将没必要用更多的东西来加以证明，

你会知道谁是真神！  

习题 9、神使你明白到你是他的孩子的另一种方式是什

么？  
                                             

基督关于祷告的教导  

目的 3、  阐释耶稣基督在教导他的门徒们祷告中的优先

顺序。  

在暗中的简单的祷告  

门徒们对耶稣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路加福音

11：1）。我们可以从祷告得 好的那位身上，学会如何祷

告。因此，让我们请耶稣来做我们的老师。  
耶稣告诫他的门徒们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祷告（马太

福音 6：5），他们在会堂里和在十字路口上祷告。难道在

公开场合祷告是错误的吗？当然不是！耶稣责备法利赛

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公开场合祷告，他责备他们，是因

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故意让人看见。在公开场合祷告并没有

错，耶稣也曾在公开场合祷告。但是，故意叫人看见的祷

告是错误的！  

习题 10、查阅马太福音 6：5-6，对于那些在暗中祷告的

人，神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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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时候，一个人以公开祷告的方式来向某一群人

说话是正确和恰当的。或许，这是 难的一种祷告，因为

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祷告的那个人身上。人们想得更多

的常常是那位祷告者，而不是他所祷告的神。这可能会使

那位祷告者面对很大的试探，他可能会受到试探而像法利

赛人那样做，他可能会受到试探而故意叫人看见和听见他

的祷告。  

习题 11、主告诫他的门徒们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因为

法利赛人：  
a）  在公开场合祷告。  
b）  作很长的祷告。  
c）  故意叫人看见他们祷告。  

有些人可以带领人们进入神的同在，他们可以把人们

的心带向主。我们多么需要这样的祷告带领者啊！尤其是

牧师们，应该培养这样的恩赐。  
我们如何才能学会通过公开的祷告来带领人，而不至

于在公开祷告中想到我们自己或其他人呢？这并不是通

过公开祷告的“练习”来学会的，而是通过在暗中的祷告

来学会的。这是我们单独与神在一起的时候所学会的；当

我们单独与神在一起的时候，圣灵会教导我们除了主以

外，要放下我们心中的一切。然后，当我们站在公开场合

的时候，我们会像在暗中祷告的时候那样祷告。即使我们

知道人们在听，但是，我们的思想只专注于我们对耶稣基

督所说的话。我们站在人们中间，也是像单独与神在一起

一样。  

习题 12、我们怎样才能学会在公开场合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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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圣灵充满的人常常在一起祷告。每一个信徒都可以

把自己关闭起来与神独处，虽然这个信徒实际上是与众人

在一起。当人们在一起祷告时，是一种美好的经历。很多

时候，在一起祷告时，人们会感觉到神的灵的同在，人们

会赞美神，会讲方言。对于方言，我们指的是用神所赐给

的语言，藉着圣灵来敬拜，而这种语言没有人能够明白，

除非它被翻译出来。这是一种属灵的恩赐，你可以在哥林

多前书 14 章中读到关于这一恩赐的记载。它是那些有信

心的信徒才能领受的恩赐，这种恩赐对于敬拜有很大的帮

助。当有人讲方言的时候，神会得到荣耀，每一个人都会

得到祝福。  
那么，在暗中祷告会怎样呢？耶稣对我们说，要进到

你的内屋，关上门。他说我们的天父察看到我们在暗中的

祷告，必然会公开地报答我们（马太福音 6：6）。耶稣说

这段话的时候，他更为强调的是一种心理状态，而不是一

间有门的房子，重要的是我们要与神单独相处。无论你在

哪里，你都可以与神独处。有些人在森林里，祷告得 好；

有些人喜欢远离他人而单独关在一间房子里；有些人则即

使有很多人在他们的身边，也能够“独处”。 重要的是

与神独处。  

习题 13、当耶稣说我们应该进我们的内屋关起门来祷告

时，他教导了我们什么重要功课？  
                                             

我们应该记住，祷告就是与神交谈。当你去看望某个

人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彼此之间都有机会说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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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有些祷告根本就不像一起交谈，而听起来就像是我们

在对神传道！这样的祷告是很不好的祷告。谁愿意一个只

顾自己滔滔不绝的人来看望他呢？我们会尽可能快地离

开这样的人。我们与他们交谈并没有快乐。主常常希望也

能对我们说些什么，但是我们却不给他机会说话！我们听

神说话比神听我们说话要重要得多。我们能告诉他什么他

还不知道的事吗？然而，如果我们要学会倾听，我们还要

学很多功课。  
我们应该怎样倾听神的声音？神又是怎样对我们说

话？倾听神的声音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用摆在我们面

前的圣经中的话语来祷告。如果我们读了某节经文，我们

便求告神向我们表明它的含义，神会使我们明白它的意

思。  
那就是神对我们说话。圣灵是我们的老师——使我们

明白一切真理。当圣灵使我们真正地认识到某一真理时，

那便是我们为了他所教导我们的真理而敬拜神和感谢神

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接着阅读圣经，直到神通过圣经

再次向我们说话为止。这是一种多么好的祷告方式啊！  

习题 14、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倾听神要对我们说什么的

一种很好的方式是什么？  
                                             

请记住耶稣针对“用许多重复话”而作的教导（马太

福音 6：7）。神并不是聋子，不是漠不关心的，并不需要

人来劝说。他是慈爱的神，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提及我们的

祈求，并信靠他垂听我们的祷告。有时候，我们一遍又一

遍地重复祈求，好像神没有垂听我们的第一次祈求一样，



向谁祷告？ 25 

这表明我们缺乏信心。还有些时候，我们的所作所为，似

乎显示我们认为神是需要说服的一样。神是一位慈爱的

神，他并不是心硬的或自私的，他希望帮助我们！  

习题 15、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  
b）  神不会垂听我们的某些祷告，因为他是自私的。  
c）  我们的祷告要很长，这是必要的。  
d）  神希望我们带着信心祷告，并信靠他。  

常常祷告  

目的 4、  解释“永远祷告”的含义。  

圣经教导我们说“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信徒祈求”

（以弗所书 6：18）。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5：17 中我们看

到，要“不住地祷告”。一个人如何才能不住地祷告呢？

我们如何才能永远祷告呢？  
显然，祷告不仅仅是跪下来，也不仅仅是花时间来默

想、敬拜和祈求。祷告是要“时常地”，要“不住地”祷

告。因而，祷告必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态度。  
没有在暗中的和公开的祷告和敬拜，就不可能养成这

样的生活方式或生活态度。态度和习惯是通过一遍又一遍

不断重复形成的。祷告也是如此，除非你使祷告成为一种

习惯，否则你不可能“不住地”祷告  
然而，我们的祷告生活不应该用时间来衡量，而必须

以我们的祷告质量来衡量。很多时候，虽然我们的身体在

教堂里，但是我们的心却在家里。或是当我们跪着祷告的

时候，心却在厨房里。如果我们学会了正确祷告，我们便

能够永远行得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永远祷告”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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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应该从神的话语中认识到他的意志，在祷告和

敬拜中把我们自己委身于他，直至我们每时每刻都能够按

照他对我们生命的旨意来行。  

习题 16、为什么不能用时间来衡量祷告？  
                                             

耶稣是我们祷告的榜样。他花了很长时间来祷告。他

禁食祷告。他为着什么样的目的而祷告？是为了满足他自

己的愿望？是为了那些苦难的人得到拯救？都不是。他为

病人的祷告是简短的。为什么？因为他的一生是祷告和敬

拜的一生。通过在祷告中寻求父的旨意，他便能够永远按

照父的旨意来行。他不住地祷告！  

习题 17、耶稣为什么没有为了拯救病人而作很长的祷

告？  
                                             

我们怎样才能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对此，耶稣在马

太福音 6：9-13 中教导我们。耶稣说“所以，你们祷告要

这样”（马太福音 6：9）。他所讲述的是我们祈求的顺序。

他讲到首先要寻求 重要的东西。请注意他所教导的这一

祷告中祈求的顺序。首先，是“你的”名、“你的”国和

“你的”旨意。接着，是“赐给我们，赦免我们，不叫我

们，救我们”。换句话说，耶稣所说的是当我们祷告的时

候，我们必须把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旨意，摆在 优先

的位置。如果我们的祷告一开始就祈求“赐给我们、赦免

我们、不叫我们、救我们”，那么我们祈求的顺序便错了。

关于这一点，耶稣在马太福音 6：33 中说得很清楚，“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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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习题 18、祷告的优先顺序是神的        ，神的     和
神的                。  

当我们学会了像耶稣所教导的那样祷告，就会学到像

耶稣所生活的那样生活。当我们对神的国度的关心高过其

他一切的时候，我们将会不住地祷告！  
对我们来说只要我们看重自己的意愿过于神的旨意，

我们便会在前进的道路上跌跌撞撞，便会用我们在祷告中

所花的时间来衡量我们的祷告。然而，神并没有在他的手

上带着一块手表，来看我们在祷告房里呆了多长时间。神

所要求的是，他每时每刻都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习题 19、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神应许赐给我们的四样

东西是：（参阅马太福音 6：9-13）  
a）                                       
b）                                       
c）                                       
d）                                      



28 祷告与敬拜 

自我测试  
在你复习完本课之后，请做自我测试。然后，对照课

本后面所给出的答案，检查你的答案是否正确。复习你没

有答对的测试题内容。  

简答题：在所提供的空白处写出该题目的正确答案。  

1 “不可知论”者为什么不祷告？  
                                             
2 请把约翰一书 4：18 中，给相信祖先之灵的人带来盼

望的话语写出来。  
                                            
3 当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教导和承认耶稣基督是

神的儿子时，可以从他身上看到神的什么证据？  
                                             
4 请把路加福音 11：1 中门徒们的要求写出来。  
                                             
5 公开祷告为什么很困难？  
                                             
6 指出神显明他自己的三种方式。  

a) 通过他的                   来显明他自己。  
b) 通过他的                   来显明他自己。  
c) 通过他的                   来显明他自己。  

7 不住地祷告就是要学会正确                  ，
使我们能够         正。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永远追

求神的                 高过我们自己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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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选择题：每道题目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请指出每道

题目的正确答案，并圈上其前面的字母。  

8 “泛神论”者说：  
a) 神爱所有的人。  
b) 宇宙万物都是神。  
c) 神是良善的神。  

9 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听到神的声音？  
a) 花很多时间祈求神供应我们的需要。  
b) 经常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并求告神帮助

我们明白它。  
c) 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主的祷告。  

10 一个不住地祷告的人是：  
a) 总是跪下来祷告的人。  
b) 总是思想神的人。  
c) 永远追求神的国度高过其他一切的人。  

配搭题：把每个名称（右边）配搭上 好地描述了它的

句子（左边）。  

.. ..a “不需要神”的人。  1）无神论者  

.. ..b 相信“祖先之灵”的人。  2）不可知论者  

.. ..c 认为“不可知”的人。  3）泛神论者  

.. ..d 认为“什么神都行”的人。 4）自我中心论者  

.. ..e 认为“没有神”的人。  5）弃绝神的人  

.. ..f 认为“我就是神”的人。  6）宇宙神教徒  

.. ..g 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神”的

人。  
7）万物有灵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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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10 必然公开报答他们。  
1 a）他不相信神的存在。  

11 c）故意叫人看见他们祷告。  
2 因为他们喜爱黑暗，而不是喜爱光明。  

12 我们可以通过先学会在暗中祷告来学习公开祷告。  
3 他不能回答、不能爱、不能听、不能看。（任何顺序

都行）  
13 我们应该花时间在祷告中与神单独在一起。  

4 他自己关于是非的观念。  
14 用摆在我们面前的神的话语来祷告，求告神帮助我

们明白它。  
5 宇宙神教徒。  

15 a）正确。  
b）错误。  
c）错误。  
d）正确。  

6 因为他惧怕死人的灵。  
16 因为即使我们跪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心也不总是在

我们的祷告上。  
7 先知和使徒。  

17 因为他在永远行在神的旨意中来不住地祷告。  
8 耶稣基督。  

18 名，国，旨意。  
9 神的灵使神自己进入我们的灵中，宣告我们是他的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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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a）  饮食。  
b）  赦免。  
c）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d）  救我们脱离凶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