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课 

一种家庭关系 

“我们在天上的父”    （马太福音 6：9）  
 

祷告必须从认识到我们是谁开始。保罗在罗马书 12：
3 中告诉我们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这是一个

很好的忠告。认为“我就是神”的人，把他自己当成万物

的王，他认为他不需要祷告。然而，如果我们这些相信和

热爱神的人，真正地认识到我们是神的儿女，这种认识将

会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使我们充满了信心。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

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 8：15）。 
做神的儿女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成为一个大家

庭中的一员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在这个大家庭里，

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是来自各个种族、各个国家和各个部落

的信徒。知道我们的天父爱我们，供应我们所需的一切，

又是多么的美妙啊！  
因此，我们可以在祷告中大胆地来到我们天父的面

前。当然，我们应该敬虔和谦卑地来到他的面前，没有必

要恐惧，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爱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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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大纲  

众儿女之父  
信心使我们得救  
信心使我们得以保守  

众儿女的手足之情  
旧观点消亡  
新观点已经产生  

众儿女的职责  
赢得人归向主  
敬拜神  

课文目的  

当你学完本课时，你应当能够：  
 认识到祷告在基督徒生活和事奉中的重要性。  
 阐述哥林多后书 5：16-17 中的基本原理如何影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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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孩子的生活和敬拜。  
 明确神的孩子们的 重要职责是什么。  

学习要领  

1、阅读罗马书 8：12-17，并背诵第 15 节。  
2、想一想哪位还没有成为神的大家庭中的一员，为他祷

告，并在祷告中把他的名字说出来。  
3、阅读课文中所列出来的关键词。  
4、按顺序学习课文进程。按要求完成习题。  
5、在你完成课文进程的学习之后，请回过头来看一遍课

文目的，以确保你能够按照课文目的中所提出的要求

来做。  

关键词  

信徒  偏见  
文化  弃绝  
手足之情  悔改  
职责  不信的人  

课文进程  

众儿女之父  

目的 1、  阐述我们在得救的时候以及在基督徒生活和事

奉中祷告的重要性。  

我们的父！这句话是多么的意味深长啊！神创造了人，

当我们想到神创世之初的计划时，心里立刻会涌现出一股

温暖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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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慈爱的神。爱不可能孤立存在，爱必须与他人分

享，否则它就不是真正的爱。这也正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形

象创造人的原因。神立了一个园子，把人安置在那里。每

天晚上，神和人都一起同行交谈，这是多么的美好啊。神

希望与人分享他的爱，他也希望得到人的爱。但是，他希

望人自愿地爱他，因此，他赐给了人选择的权力。我们把

这称为“自由意志”。  
后来产生了罪。撒但诱惑了亚当和夏娃。亚当和夏娃

相信了撒但关于神的谎言，并违背了主的命令。于是，神

与人的相交关系遭到了破坏。罪隔离了神与人的关系，他

们无法分享他们的爱。人被逐出了伊甸园，人被告知要献

带血的祭，直到救主来除去了世上的罪为止。  

习题 1、是什么阻止了神与人之间相交的关系？  
                                            

那时，敬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作赎罪祭。人与神的关

系是以遵守律法为基础的。  
接着，先知来了并预言了救主的到来。救主的名字是

“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 Immanuel）。他将除去

罪，人将再次与神同行交谈。救主将使人用心灵和诚实来

敬拜神成为可能。  

习题 2、在耶稣到来之前，人敬拜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于是，耶稣来了。他在地上过着圣洁的生活。当邪恶

的人把他钉上了十字架时，他变成了神的“羊”，他成了

为所有人的罪而献上的“祭”。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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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罪的刑罚，那就是死。他死了，他们把他放在一座坟

墓里。但是，由于他没有犯过罪，死不可能辖制他，他从

坟墓里复活了，他胜过了罪和死。然后，他告诉他的门徒

们要去传播福音，他们要去告诉全人类，神与人之间的爱

又可以分享了，人和神又可以一起同行了！  

习题 3、谁为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  
                                            

信心使我们得救  

你怎样才能得救呢？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

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罗马书 10：
9）。赞美神！好好想一想吧，如果你相信他，求告他，你

就会得救！但是，你必须首先求告他。  
“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

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

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

10：11-13）  

习题 4、人们如何才能成为神的儿子？  
a）  通过了对新信徒的试验。  
b）  停止他们有罪的行为。  
c）  相信永生神的儿子，认他为救主。  

救恩始于祷告，救恩将临到那些求告主帮助的人身

上。救恩始于你向主承认你的罪并悔改之时。救恩始于你

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是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儿子的时候。

救恩始于你口里承认和心里相信的时候。救恩始于你做信

心的祷告之时。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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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5、在得救的时候，祷告的作用是什么？  
                                            

请留意罗马书 10：12，这节经文说“犹太人和希腊

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

他的人。”神对任何人都一律看待，神希望每一个人都能

得救，神希望每一个人都求告他的名，神希望每一个人做

信心的祷告！  
在此，我们必须更多地阐述一下神的计划。神的计划

并没有止于耶稣的被钉十字架或者耶稣的复活，那只是第

一部分。你知道，基督的死和复活使所有相信他的人，得

以成为神的儿女。“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

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约翰福音 1：12）。神的儿子！

这才是神的整个计划之所在！神希望孩子们热爱他，称他

为“父！我的父！”  

习题 6、阅读约翰福音 1：12。神赐给了那些接受耶稣的

人什么权柄？  
                                            

神起初所想要的，他今天也想要。他要与人分享他的

爱，他要与人建立相交关系。正因为这样才使得敬拜如此

重要。神要他的儿女们爱他，敬拜他。只有神的儿女才会

敬拜神。只有那些信靠他的人才能作信心的祷告。因此，

祷告始于承认和相信，并引发我们对父神的敬拜。  

习题 7、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我们可以没有耶稣而得到救恩。  
b) 神恨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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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d) 只有神的儿女才会敬拜神。  

在这个世界的末日，所有相信的人和神的儿女们都将

在天堂聚在一起。有大声音宣告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

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

同在，作他们的神”（启示录 21：3）。正是如此！这就是

神起初所设立的计划，这就是已经为那些相信他的人开始

实施的计划。所有凭着信心求告他的人，都可以立刻开始

与神建立相交关系。他们可以在祷告和敬拜中一起与他交

谈，他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分享神的爱，他们不必等到进

入天国以后才这样做。  

信心使我们得以保守  

关于神的爱，其奇妙之一是它永远不会落空。当我们

还是罪人的时候，他便爱我们了，但他不能与我们相交，

因为我们不爱他。然而，当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相

信耶稣为我们而死并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再次

与神分享爱，能够再次敬拜他，与他交谈。信心使我们得

以成为神的儿女。只要我们保持对他的信心，没有任何东

西可以破坏我们之间的爱。  

习题 8、神与人之间的相交关系是通过什么得以恢复的 ? 
a）  人尽力行善。  
b）  人为他的罪献上血祭。  
c）  人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  

当然，如果我们放弃了对他的信心，将会破坏我们与

他的相交关系。爱必须是自愿付出的。神自愿地给了我们

爱，但是，如果我们不信靠他，我们对他的爱就会消失，



一种家庭关系 39 

与神的相交关系也会不复存在。  
我们因着信心而得救，我们也靠着信心而得以保守。

如果我们保持我们的信心，我们便保守了我们的救恩。如

果我们放弃了我们的信心，那么，我们与神的关系的基础

便消失了。当我们失去信心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爱也会离

开我们，我们便再次成为罪人和不信的人。  

习题 9、一个信徒将会失去他的救恩，当他：  
a）  不再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b）  犯罪的时候。  
c）  离开他的教会而加入另一个教会的时候。  

我们通过祷告求告神而得救。通过祷告，我们恢复了

我们与神之间的爱。通过祷告，我们保持了与神的相交。

爱必须分享，而当我们停止与神分享爱的时候，我们与神

的关系便死了。但是，通过祷告和敬拜，我们的信心和爱

一直得以保持坚固。  

众儿女的手足之情  

目的 2、  阐释哥林多后书 5：16-17 中的含义，并说明其

如何影响到神的孩子。  

本章节的标题是“众儿女的手足之情”。手足之情指

的是“弟兄的情谊”或“作为弟兄之间的状况”。  
是什么使信徒之间得以成为弟兄的呢？是因为他们

有着同一位“父”。我们从悔改我们的罪和认耶稣基督作

为我们的救主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中的一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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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出自同一个父亲的儿子都是弟兄。当我们说“我

们的父”时，我们便承认了他的全部孩子都是我们的弟兄。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

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罗马书 8：29）。请

想一想！所有真正的信徒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神起初的

计划就是如此，他要成为“许多弟兄”的父，而在这些弟

兄中基督是“大哥”。  

习题 10、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弟兄。  
b）  如果神是我们的父，那么耶稣就是我们的“大哥”。  
c）  我们成了神的儿子，是因为我们良善。  
d）  神不想成为我们的父。  

旧观点消亡  

神把人分为两类，仅只分为两类！属于他家庭里的人

和不属于他家庭里的人。神不像人那样看世界，他没有说

“那是意大利人，那是非洲人，那是白人，那是黑人，那

是富人，那是穷人，那是受过教育的人，那是没有受过教

育的人。”神完全不会这样，这是世界对人的分类，神不

会用人的标准来判断事物。在他眼里只有两类人——一类

是他的孩子，一类则不是他的孩子。他看着人们，说“那

个是我的孩子。那个也是我的孩子，但那个不是我的孩

子。”我们是哪一个则由我们自己决定。  

习题 11、在神的眼里只有两类人，是哪两类？  
                                            

我们应该像神那样看人。在神的家庭里是应该没有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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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世界把人分为各种不同的国家、民族、部落和文化。

我们应该只看到两类人——一类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一类

则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  

习题 12、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神爱所有的人。  
b）  所有的人都是神的造物。  
c）  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子。  
d）  所有的人都是弟兄。  

新观点已经产生  

你会说“这怎么可能呢？在神的家庭里，我们不可能

都是一样的。”这是事实，而神从来都没有打算除去人们

之间的不同之处。神所要做的是要用他的爱来充满我们的

心，直至各种不同之处变得没有什么不同为止。  
美国人仍然是美国人，印第安人仍然是印第安人，黑

人仍然是黑人，白人也仍然是白人。神没有要求我们改变

我们的国籍、民族或部族。他要使各种不同的人能够和平

友爱地生活在一起。如何才能做到这样呢？通过成为一个

家庭——一个通过圣灵和祷告联合在一起的家庭。一起祷

告的家庭才能维持在一起，这是一句千真万确的谚语。一

个由父母以及他们的孩子们所组成的单个家庭是这样，一

个由许多来自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所组成的神的世界范

围内的大家庭也是这样。祷告能够改变一切！  

习题 13、哥林多后书 5：16 中说我们不应该用人的标准

来判断事物，指的是我们应该：  
a）  不要期望不同种类的人和平地生活在一起。  
b）  尽力除去区分人的各种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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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把信徒视为我们的弟兄，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各种不

同之处。  

有许多人不是神的儿女，因为他们拒绝相信耶稣基督

是他们的救主。他们不会向神祷告说“我们的父。”他们

也不是那些相信基督的人的弟兄。当一个信徒遇见一个不

信的人时，他不能把他称为“弟兄”。为什么？因为他们

不是属于同一个父，不属同一家庭。耶稣告诉那些拒绝相

信他的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约翰福音 8：
44）。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信徒遇见另一个信徒，即使他们

是不同民族或国家的人，他们会立刻感受到彼此的爱，因

为他们是弟兄，是同一家庭中的成员。对于神的孩子来说，

把他与其他人分别开来的东西并不是种族或国籍，而是这

样一个事实，即他们不是信徒，与他们在一起，他不可能

有“家”的感觉。  

习题 14、把神的孩子与其他人分别开来的是什么？  
                                            

众儿女的职责  

目的 3、  阐述神的儿女在敬拜和事奉中的作用和责任。  

赢得人归向主  

神的儿女们在地上的时候应该怎么做？神为什么要

让他们呆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就是神的家庭还没

有完全。神不愿意任何一个人灭亡。他希望每一个人都成

为家庭中的一员！但是，只有那些听到了耶稣为他们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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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的人们才能相信这些。因此，神赐给了他的儿女们一

项事工，他吩咐他们要走遍世界，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

每一个人。这是一项多么伟大的工作和一项多么重要的责

任啊！  
但是，我们在完成这一使命的时候并不是孤立的，坐

在神右边的耶稣在为我们祷告。当我们失败的时，他在那

里倾听我们请求帮助的呼喊，并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他

为我们的事情代求！  
圣灵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什么人。他使我们敬拜和喜

乐，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一认识使我们确信，神所要

求我们去做的事，我们一定能做到。我们可以毫无畏惧地

呼喊，“父！我们的父！”  
当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如何祷告时，圣灵为我们祷

告。当神对我们的计划还没有显明，以及神对我们的旨意

也显得不确定的时候，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

他是一位多好的帮助者啊！  

习题 15、指出圣灵为我们祷告的一个例子。  
                                            

当我们为人们的得救而祷告时，圣灵常常会通过我们

用一种不为人知的方言来祷告，担起我们的负担，帮助我

们的祈祷。圣灵会用可知的和不可知的方言来鼓励我们，

赐给我们力量，带着圣灵的大能出去作见证，赢取人们归

向基督。圣灵帮助我们祷告，圣灵帮助我们敬拜。为了什

么目的？为了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使命！  

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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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是什么？祷告是与神的一种关系，有时是说出来

的，有时则是不说出来的。由于我们是把祷告与敬拜分开

来阐述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祷告与人们的需要有很大的

关系，而敬拜则更多地关系到对神的赞美。  
“悔改、请求、寻求、敲门、放弃、要求、相信、感

谢和祈求”这些词描述了祷告的理念。“赞美、感谢、默

想、学习、尊崇、荣耀和喜乐”则对敬拜作了很好的描述。

神的儿女们有各种各样的祷告和敬拜活动。当你在上述活

动的基础上再加上读经时，你便有了神的家庭成员与神交

流的双向交通。  

习题 16、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圣经来与神交通。  
b) 祷告可以说出来，也可以不说出来。  
c) 敬拜通常是赞美神。  
d) 神不想与人交通。  

祷告使我们进入到了神的同在中。祷告坚固了我们领

受神的应许的信心。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祷告会把为我们

代祷的耶稣带到我们身边。当我们需要拯救的时候，祷告

会带给我们力量。总之，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祷告将会

保持爱在神与我们之间流动。我们将在后面的课文中学习

如何“不住地祷告”，而在此，我们说对神的孩子而言，

祷告应该像呼吸一样自然。  
在结束本课之前，我们还要说的一点是，我们不必畏

惧来到神的面前。请记住，他是“我们的父”。一个孩子

可能会害怕陌生人，但是，他不会害怕他的父亲。因此，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被吩咐要勇敢无畏地来到神的面

前，我们被吩咐要唱着歌进入他的同在，要带着赞美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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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院。请你阅读诗篇第 100 篇。我们要对他心存感恩，

称赞他的名。神的同在并不是一个恐怖之地，是不是？神

同在的地方更像一个家——一个家庭的聚会。这正是神所

希望的，因为他是“我们的父”，而我们是他的儿女。  

习题 17、诗篇第 100 篇说我们应该如何进入神的同在？  
                                            



46 祷告与敬拜 

自我测试  

在你复习完本课之后，请做自我测试题。然后，对照

课本后面所给出的答案，检查你的答案是否正确。重温你

没有答对的试题内容。  

简答题：在题目下面所提供的空白处写出其正确答案。  

1 神起初希望与人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2 指出神的儿子可以进入神的同在的五种方式。  
                                            
                                            
 
3 在神的眼里，所有的人只被分为两类。他们是哪两

类？  
                                            
                                            
 
4 指出圣灵帮助我们祷告的三种方式。  
                                            
                                            
 

多项选择题：下面题目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请圈上正确

答案前面的字母。  

5 当哥林多后书 5：16 说我们不应该按照人的标准来判

断人时，它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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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们应该接受所有的人作为我们的弟兄。  
b）我们应该除去区分人的各种不同之处。  
c）  我们应该把信徒视为我们的弟兄，尽管我们有着

各种不同之处。  
6 是非题：圈上正确句子前面的字母。  

a) 只有祷告能够使我们得救。  
b) 我们祷告，因为我们已经得救。  
c) 我们在行走的时候，也可以敬拜神。  
d) 我们可以通过唱歌来敬拜神。  

7 在 好地描述了祷告的词语前写上字母“P”，在 好

地描述了敬拜的词语前写上字母“W”。  
.. ..a 请求  .. ..f 悔改  
.. ..b 荣耀  .. ..g 寻求  
.. ..c 赞美  .. ..h 感谢  
.. ..d 祈求  .. ..i 高举  
.. ..e 尊崇  .. ..j 要求  



48 祷告与敬拜 

习题答案  

9 a）不再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1 人违背了神。  

10 a）错误  
b）正确  
c）错误  
d）错误  

2 为了赎罪而献祭。  
11 一类是神的儿女。  

一类则不是神的儿女。  
3 耶稣基督。  

12 a）正确  
b）正确  
c）错误  
d）错误  

4 c）相信永生神的儿子，认他为救主。  
13  c）把信徒视为我们的弟兄，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各

种不同之处。  
5 在悔改中求告神，得到得救的信心。  

14 他们是不信的人——不是神家庭中的一员这一事

实。  
6 成为神的孩子之权柄。  

15 当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如何祷告的时候。  
7 a）错误  

b）错误  
c）正确  
d）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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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a）正确  
b）正确  
c）正确  
d）错误  

8 c）人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  
17 向他唱歌、赞美和称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