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课 

应当遵循的计划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马太福音 6：10）  

如果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它必须首先行在你的心

里。你愿意按照神的旨意行吗？你已经准备好要按照神的

旨意行了吗？  
或许你会说，“告诉我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我才

能告诉你我是否愿意按照它来行。”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而神的话语也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神的旨意就是，你要相信耶稣是他的儿子和你的救

主。你会说“噢，那很容易。我相信他。这就是神的旨意

的全部？”  
不，那不是神的旨意的全部。神还希望所有的信徒都

变得像耶稣。你会说“变得像耶稣？谁能够像耶稣一样

呢？”你能够！这是神对你的旨意。圣灵将帮助你变得像

耶稣！  
那会怎么样呢？噢，如果它使你变得像耶稣的话，你

生活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好的”，那就意味着困难

对你来说也可能是好的。这怎么可能呢？你必须多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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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会明白神为什么让那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这样

做 吗？  

 

 

课文大纲  

为神的旨意祷告  
为神的计划祷告  
藉着圣灵祷告  

委身于神的旨意  
有限的委身  
完全委身  

信心和神的旨意  
关于祷告的若干问题  
有些祷告是没有回应的  
人们所祷告的某些东西  

课文目的  

当你学完本课后，你应当能够：  
 认识到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以及圣灵会帮助你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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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计划。  
 明白“有限的”委身与“完全”委身之间的区别。  
 指出“有限的”委身和“完全”委身，如何影响到我

们对神的敬拜和事奉。  
 使你所作的祷告更加有效。  

学习要领  

1. 阅读课文目的和关键词列表。  
2. 阅读创世记 11：1-9 和使徒行传 2：1，找出在祈祷和

目的之间的各种不同联系，并作比较。  
3. 阐述为什么会有错误的祈求，使用雅各书 4：3 和马

太福音 20：20-24 作为参考。  
4. 按照每个章节有序地阅读课文进程，回答所有的习题

和自我测试题。  

关键词  

一致       保惠师       委身       屈服      条件  

课文进程  

为神的旨意祷告  

目的 1、  阐述神的计划的两个部分。说明祷告将如何帮助

你履行在神的计划中的职责。  
我们必须为每一件事祷告吗？神对我每天所做的每

一件事都有他的旨意吗？他对我应该穿什么鞋有他的旨

意吗？他对我应该走哪条路去上班有他的旨意吗？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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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中午饭应该吃什么也有他的旨意吗？神会为这样的

小事操心吗？  
神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小事。然而，他已经赐给了

我们良好的心智来作决定。我们没有必要为那些既不妨碍

神的计划，对神的计划也没有帮助的事情祷告。对于这些

事情我们应该自己做出决定。我们应该问一问，“这会影

响到神的计划吗？它会坚固我与神同行吗？”这就是神为

什么赐给我们一个头脑的原因所在。他希望我们使用自己

的头脑！  

习题 1、为什么没有必要为某些事情祷告？  
                                            

可是，有些“小”事情并非无足轻重，因为它们会影

响到神的计划。如果我说，“我今天不喜欢祷告”这就不

是小事情。不祷告会削弱我们与神同行，也会使我们不能

在属灵上长大。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今天不喜欢吃鱼”

这是一件小事，便没有必要为这些小事情祷告。吃鱼或不

吃鱼都不会影响到神的计划。  

习题 2、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我们应该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祷告。  
b) 神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  
c) 影响到神的计划的事情 ,都不是小事情。  
d) 神不关心我们所做的小事情。  

但是，有时候，神会通过我们里面的某种感觉，警告

我们不要到什么地方去，或不要去做某些事情，以此来保

全我们的生命。这种“感觉”实际上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

发出的声音。我们必须注意这些内在的告诫。我们必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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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如何聆听圣灵的声音！你知道，虽然神有天使护卫我们

每一个人，但是我们还是要听从圣灵的声音。我们常常会

发现，如果我们没有听从圣灵的声音，我们将会受到伤害。

神的天使保护那些听从告诫的人。  
因此，对于那些不会影响到神国度的事情，我们可以

自己做出决定。但是，我们应该一直聆听圣灵的声音，以

免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  

习题 3、有时候，神如何告诫我们注意危险？  
                                            

为神的计划祷告  

在此，要再重复一遍我们在这本书中一直所说的话：

神有一个计划，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敬虔地力求遵循它。在

我们为别的事情祷告之前，我们应该想一想神的计划，并

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正在做的事，是神希望我做

的吗？我的工作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吗？”  
神的计划不只是为讲道者们而设立的，它是为每一个

人而设立的。一个卖衣服的售货员，知道他正在遵循神的

计划与一个牧师知道他存在于神的旨意中，是一样重要

的。  

习题 4、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神有一个计划，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力求遵循它。  
b) 神的计划只是为讲道者们而设立的。  
c) 一个农民应该知道神对他生命的计划。  
d) 在我们接受某一工作之前，我们应该祷告。  

因此，当你得到某一项工作的时候，在接受这一工作

之前，为之祷告是正确的。但是，你的决定应该基于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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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是否有助于你行神的旨意——而不是基于你将得到

多少报酬。有些人接受到那些没有教会的地方去工作，只

因为薪水比较高。如果你在新工作的地方开始建立一个新

教会，或许你是在按神的旨意行。但是，如果你接受了这

一工作，又停止了在神的殿里祷告，那么，你的所作所为

就是错误的了。低薪水比脱离了神的旨意要好得多。  
神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再来阐述一遍。神的旨意就

是：  
1. 所有的人都相信耶稣。  
2. 所有的信徒都像耶稣。  

请记住马太福音 28：19-20 耶稣赐下的大使命，我们

已经在第 5 课中对此作了阐述。耶稣谈到他对于那些还没

有听到福音的人所给的旨意。  

习题 5、耶稣在马太福音 28：19-20 中吩咐去做的四件事

情是什么？  
                                            

这是耶稣的吩咐，也是神的旨意。与为神的计划所作

的祷告相比，其他所有祷告都是“无足轻重”的祷告。而

要完成神的计划，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我们需要：  

会祷告的人。  
会讲道的人。  
能工作和奉献的人。  
会教导的人。  
能够对他们的邻居作见证的人。  
能够为其他地方的人作见证的人。  
能够用他们的手建造和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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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安慰那些受患难之人的人。  

啊，完成神的计划需要这么多各种各样的人。我们每

一个人都应该祷告，才会知道神希望我们做什么。我们还

应该祷告，其他人也会把他们自己委身于神的计划。  

习题 6、指出帮助完成神的计划所需要的七种人。  
                                            

藉着圣灵祷告  

我们怎么知道应该如何祷告呢？当我们自己的家庭

本身都有很多需要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为人们的得救祷

告，为信徒们变得满有耶稣的样式祷告呢？我们要养育孩

子，要建造房舍，要缴纳各种费用，要买衣服，要获得知

识，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可能做到更多地关注

神的计划，而不是那些其他事情吗？  
答案是“是的，确实如此，但是你需要帮助！”当耶

稣升天的时候，他说他会差圣灵来。圣灵的名字之一是“保

惠师”，其意思就是“在你身边给予帮助的那一位”。啊，

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某个人来帮助我们做正确

的事情。我们需要某个人来帮助我们把 重要的事情放在

首位。我们需要某个人来教导我们应该如何祷告，而所有

这些正是耶稣差遣圣灵来所要做的事！  

习题 7、“安慰师”是谁的另一个名称？  
a）  耶稣基督。  
b）  一只白色的鸽子。  
c）  使徒保罗。  
d）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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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圣灵。你知道为什么吗？圣灵帮助我们为正

确的事情祷告。让我们来看一看圣经在罗马书 8： 26-27
中是怎么说的，“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

不晓得当怎样祷告。”请想一想，这说得多好啊！我们本

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

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

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习题 8、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需要圣灵的帮助？  
                                            

赞美神！我们现在有圣灵“按照神的旨意”为我们祷

告。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圣灵不会为自私的事情祷告！

圣灵将会为下面的两件事情祷告：  

1. 所有的人都相信耶稣。  
2. 所有的信徒都变得像耶稣。  

我们应该使自己顺服于圣灵，让圣灵为我们并通过我

们祷告。有时候，我们感到很有必要为失丧的人祷告，然

后，圣灵会通过我们以一种不为人知的方言祷告。他将会

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像耶稣

那样行事，我们祷告要变得满有他的样式。圣灵将会帮助

我们，因为按照神的旨意祷告是圣灵的工作。  

习题 9、圣灵为我们祷告的一种方式是什么？  
                                            

当然，如果我们要为自己的事情祷告，我们不必期望

圣灵会为我们祷告，除非所祷告的事情与神的计划有关。

如果我们为钱祷告，而这钱是用于神的工作的，圣灵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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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祷告要得到一辆汽车用来事奉神，圣

灵将会帮助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的祷告是自私的，那么，

我们只好自己祷告，因为圣灵的工作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祷

告！  

委身于神的旨意  

目的 3、  定义“有限的”委身和“完全”委身。  

没有一处地方比处于神旨意的中心更加幸福。哪些人

是不幸福的人？哪些人永远得不到满足？哪些人的生活

是空虚和毫无意义的？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没有按照

神的旨意行的人。  
这个世界上 不幸福的人，就是那些认为只有拥有他

们所想要的一切才幸福的人，就是那些要随心所欲的人。

他们是多么地自欺欺人啊！他们都是那些拥有了这个世界

上大多数资产的人，但是，他们的喜乐 少！  
你知道，你不能用一个人笑声的大小来衡量他的幸

福，也不能用他拥有多少东西来衡量他的幸福。生活并不

是由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组成的。那种追求神的旨意和神的

国度高过其他一切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  

习题 10、信徒 幸福的地方在哪里？  
                                            

 “有限的”委身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一下与如何祷告有关的几件重要

事情。有些人会说“我将会按照你的旨意行，如果……”，

然后他们列举出了很多情况。他们说，“我们会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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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那里有房子住。”或者他们会说“我会去——如果他们

付给我足够多的钱。”或者说“我会去——如果我母亲能

够同我一块儿去。”或者说“我会去——如果我能够留在

离我的家和花园不远的地方。”  
弟兄姊妹们！这些就是“有限的”委身。这些人说完

“是的”之后，会加上一个词“如果”！耶稣的大使命永

远都不可能由那些说“如果”的人来成全。只有那些说“主

啊，我在此，请差遣我”的人，才能成就耶稣的大使命

——不会附加任何条件！  

习题 11、大使命为什么不会被有限委身的人所遵守？  
                                            

在诗篇 78：41 中有一节经文说，有两件事对于神显

然是不可能的。这节经文说“他们再三试探神，惹动以色

列的圣者。”他们：  

1. 试探神。  
2. 限制神。  

神会受试探吗？神会受限制吗？这里有一条使我们

心生恐惧的事实，因为这一事实说人可以试探和限制神！

全能的神怎么可能受到限制呢？  
神不可能受到限制，除非他愿意受到限制。而神正是

这样做的。他把人包括在他的计划当中，他说“我要行医

治，但是我将使我自己受限于人的信心。”或说“我要呼

召人去事奉，但是我要使我自己受限于那人的意愿。”  
这是怎样的一种思想啊！它指的是，即使神愿意去做

某件事，这件事也不会做，除非神找到了某个人愿意行他

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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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12、阅读诗篇 78：41，阐述以色列人阻碍神的两种

方式。  
                                            

我们可以在救恩方面限制神。任何一个人的灭亡都不

是神的旨意，然而，很多人还是要灭亡。为什么呢？因为

他们没有把自己的意志顺服于神的旨意。  
疾病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神的旨意是要医治病人。

然而，很多人仍然还在生病，即使神的旨意是要医治他们。

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把将会得到医治的信心，与神对他

们的旨意结合起来。因此，他们仍在生病。他们可以得到

医治，但是，他们对医治会临到他们身上没有信心。神受

到了限制，因为他们不相信！  
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在他的计划中选择这样的方式

来行事，但是他的方式就是这样。请思考一下这种方式！

看看人的信心和意志是多么的重要！  
神希望所有的人都得救。然而，不会所有的人都得救，

因为他们没有把自己的意志顺服于神的旨意。  
神希望所有的人都变得像耶稣，但是，不可能所有的

人都变得像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愿意使他们自己谦

卑起来。因此，神受到了限制，他们也就仍然没有变得像

耶稣。  

习题 13、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医治病人是神的旨意。  
b) 我们可以限制神。  
c) 我们必须把自己的意志顺服于神的旨意。  
d) 所有的人都会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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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委身  
从巴别塔这个故事中（创世记 11：1-9）可以看到，

那时全人类都生活在一个地方，说着同一种语言。他们联

合起来反叛神，他们团结，有决心，但是，这是一种没有

神的人类团结，是一种反叛的决心。结果怎么样呢？神变

乱了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因而，他们不

得不停止了建造巴别塔。  

习题 14、阅读创世记 11：1-9。阐述神为什么要变乱人们

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在使徒行传 2：1-4 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基督徒

们如何全部聚在一起敬拜神。忽然，有声响好像一阵大风

吹过，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开始说起各种不同的方言来。

这是一种神和人的联合。这是怎样的一种联合啊！  
当人的意志与神的旨意相一致的时候，奇迹便发生

了。病人得到了医治，盲者得以看见，跛脚的能够行走。

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在起作用。神和人又重新一起同行

交谈！  
这就是祷告和敬拜的目的。敬拜就是在赞美和感恩中

与神交谈。当我们敬拜的时候，神便从天而降，我们的心

和意志便走到了一起！当神的心和我们的心联合起来的时

候，什么事都可以发生！赞美神！  

习题 15、祷告和敬拜的目的是什么？  
                                            

完全委身就是两个意志的完全联合：神的意志和人的

意志。而不是由我们祈求神把他的意志改变成我们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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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我们必须发现他的意志，遵循他的意志。当我们这样

做的时候，大使命将会得到成就，这个世界将会听到关于

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信心和神的旨意  

目的 4、  列举出人们所祷告的三类东西，并阐述对于这些

东西应该如何祷告。  

现在，我们将对“敬拜的优先顺序”这一单元作总结。

敬拜与神所关注的东西有关。神所关注的东西在我们的祷

告中，永远都必须处于优先地位。神并不是不关心我们所

需要的其他东西，因为他确实关心了。只要我们关注神的

国度以及他对我们的要求高于其他一切，他将会把我们所

需要的东西赐给我们（马太福音 6：33）。  

关于祷告的若干问题  

当今时代，你常常会听到有人讲述信心的力量。他们

说信心使一切事情都成为可能。他们引述耶稣和保罗的

话，如：  
“在神凡事都能。”（马太福音 19：26）“你们若有信

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

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作的事了。”（马

太福音 17： 20）“我的神……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

足。”（腓立比书 4：19）“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

们成就。”（约翰福音 15：7）  
这些经节是没有加上“如果”的无条件的、没有限制

的承诺吗？因为通过祈求可以得到财富，贫穷岂不是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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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吗？难道生病的人因为缺乏信心而要受到歧视吗？在

我们的祷告中加上“如果这是你的旨意”这些话语是错误

的吗？  
如果我们按照自己所应该的那样去祷告，就必须回答

上述问题。  

习题 16、把下面句子（左边）配上正确的圣经节（右边）。 
.. ..a 神将使你们一切所需用

的都充足。  
.. ..b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

给你们成就。  
.. ..c 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

菜种，你们就能做任何事

情。  
.. ..d 在神凡事都能。  

1）约翰福音 15：7 
2）马太福音 19：26
3）腓立比书 4：19 
4）马太福音 17：20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上面所列举出来的圣经经节。这些

经节所阐述的真理是没有条件的吗？我们认为是有条件

的。这些经文中的每一个经节都附有一个要求。在这些应

许中，信徒的职责是要顺服他的诫命，要有信心，要无私

地奉献，要明白神的话语。还请记住，神不会回应那些会

伤害到他的另一个孩子的祷告。  

习题 17、神回应我们某些祷告的一些条件是什么？  
                                            

看一看“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

翰福音 15：7）这节经文。这是一个包括了所有情况的应

许吗？难道这节经文是要吸引我们祈求并得到我们心里

所期望的一切吗？这是一个没有条件（没有“如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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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许吗？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没有条件的应许。  
如果这是一个没有条件的应许，我们可以祈求，我们

的房屋每天都自动清洁。我们可以祈求这个世界上的每一

个人都变得富有。我们可以祈求我们的家庭成员中没有一

个会死。认为这是一个“没有限制”的应许意味着，只要

有足够的信心，上述所有情况都会发生！  
你或许会说“不要那么愚蠢！神不会回答那样的祷

告。”我们同意你的说法。神不会回答那样的祷告。但是，

承认神不会回答那样的祷告，就是承认“在你没有难成的

事”是一个有限制的应许。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所不应该祷

告的！  

习题 18、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有些祷告是我们所不应该作的。  
b) 神的某些应许是有条件的。  
c) 神已经应许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d) 约翰福音 15：7 是一个有限制的应许。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一下保罗在腓立比书 4：19 中的诺

言，“我的神……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是一个

荣耀的诺言，但是，它受到了“需用”这个词的限制。在

一个人的欲望和需要之间，常常会有很大的不同。  
谁不想要一个华贵的家？谁不想要很多钱？谁不想

有健康的身体？谁不想成功和名誉？谁不想变得英俊或

漂亮？  
我们可以把保罗的话作为祈求这些东西的理由吗？

我想不可以。神已经应许供应我们的需用；但是，我们所

想到的需要与神所认为的我们的需要，可能会不一样。我

们可以在祷告中祈求它们，但是，我们必须信靠神。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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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什么对我们是好的。因此，我们必须在祷告中加上这样

的话“如果这是你的旨意”。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福音

15：7）是另一个荣耀的应许。然而，它也有限制的。这

一应许是以这样的话开头的，“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

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它是有条件的！  

习题 19、加在约翰福音 15：7 中的条件是什么？  
                                            

有些祷告是没有回应的  

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两个满了信心的人，他们祈求所期

望的事，可是对他们所祈求的事，并没有为他们成就。耶

稣曾经祷告“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路加福

音 22：42）。哪一个人可以说耶稣缺乏信心吗？那么，神

为什么没有为耶稣撤去这杯呢？原因是通过他儿子在十

字架上的死来拯救人类是神的旨意。由于耶稣整个人都曾

经对“替我们成为罪”的诅咒而抱怨过，那么，他的信心

是软弱的吗？绝对不是！他既没有错，也不是软弱的。事

实上，耶稣是坚强的，因为他把自己的意志顺服于神的旨

意。作为人子，他不想受苦和死亡。作为神的儿子，他不

想使自己有罪。但是， 重要的是耶稣愿意按他父亲的旨

意行。这是他完美祷告的成功。我们也可以学会成功的祷

告！  
自然地，我们宁愿富有而不愿意贫穷。  
自然地，我们宁愿健康而不愿意生病。  
自然地，我们宁愿呆在家里而不愿意远行。  
自然地，我们宁愿活着而不愿意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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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神的孩子，我们宁愿行神的旨意高过其他

一切。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与耶稣一起的原因所在，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习题 20、耶稣祷告的成功之处是什么？  
                                            

保罗是一个满了信心的人。然而，并不是他的所有祷

告，都得到了回应。某一非常痛苦的身体上的疼痛困扰着

他。他曾经祷告神把这一疼痛挪去。还有什么人比保罗的

信心更大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这是对我们的应许，也是对保罗的应许。所以，保罗为此

祷告。他祷告了三次，神回答了三次，“我的恩典够你用

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

书 12：9）。  

习题 21、指出两个祷告充满了信心，却并没有按照他们

的祈求得到回应的人。  
                                            

所有的例子都证明了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每一次祷

告，我们所要求的每一个应许都应该符合神的旨意。任何

违背他旨意的祷告，或者是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行事，都

是神所不能接受的。这种祷告是滥用他的应许。“愿他的

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我们的祷告中，必须永

远处于 优先的地位。  
这就使明白神的旨意，成了 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

有两件事情永远都是神的旨意。当我们为这两件事情祷告

的时候，我们不必说“如果这是你的旨意的话。”这两件

事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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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2. 愿你的国降临。  

我们知道，为任何违背神的这两个旨意的事情祷告都

是错误的。换句话说，“奉我的名祈求一切”，不能被用来

祈求个人的荣耀。我们不能祈求我们自己的名得到荣耀，

同时又真诚地追求荣耀神的名。  

习题 22、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神的名得到荣耀是神的旨意。  
b) 为个人的荣耀祷告是正确的。  
c)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明白神的旨意很重要。  
d) 我们应该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  

再说一遍，神的旨意是所有的人都能得救，成为他国

度的公民。他国度的全部公民都变得满有他儿子的样式，

也是神的旨意。任何废弃了神的这一计划的祷告，都不可

能是“如果你相信，无论你祈求什么你都将会得到”这一

类的祷告之一。这些应许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必须按照神

的旨意来祈求它们。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祷告呢？“请拯救约翰 .道伊”。

没有必要说“如果这是你的旨意的话”，因为我们知道，

神的旨意是要拯救全人类，拯救每一个人。当然，“约翰 .
道伊”可以拒绝神的旨意。一个人要得救就必须符合神的

旨意。  
“请使我变得像耶稣。”没有必要说“如果这是你的

旨意的话，”因为我们知道神希望他的孩子们变得像耶稣。

耶稣对神的旨意的渴望，使他经历了苦难，使他被钉十字

架。我们真诚地希望像耶稣一样吗？我们愿意面对十字



应当遵循的计划 121 

架，以使我们可以变得满有耶稣的样式吗？“他本来富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哥林多后书 8：9）。我们愿意为了那些还没有认识到他

的救恩的“富足”的人，成为贫穷吗？我们愿意为了他的

旨意能够得以成就，而弃绝我们自己，离开我们的父母

吗？  

习题 23、耶稣为了成全神的旨意经历了什么？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这是耶稣所说的

话，他继续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

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雅各书 4：3）。这与“凡你们所

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怎么相符呢？只要我们的意

志顺服于神的旨意，这就能相符。但是，不要期望那些自

私的祷告会得到回应。不要期望那些不荣耀他名的祷告，

会得到回应。我们的祷告必须符合神的旨意。否则，神不

会回应那些祷告。  

习题 24、为什么有些人的祷告得不到回应？  
                                            

人们所祷告的某些东西  

对我们祈求所需要的很多东西，这意味着什么呢？祈

求美好的东西是错误的吗？难道神不是邀请我们祈求

吗？我们可以说，人们所祷告的东西不外乎三类：  
1. 我们没有权力祈求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它们不

是神的旨意。  
2. 我们不确定的东西，对于这些东西，当我们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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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应该加上这样的话，“如果这是你的旨

意”。  
3. 我们明确知道是神的旨意的东西，对于这些东西，

我们不需要加上这样的话，“如果这是你的旨

意”。  

类似于自私的生活、肉体上的欲望和荣耀自己这些东

西，属于第一类，这些是要禁止的。我们不必操心为它们

祷告。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违背神的旨意的。  
第二类是一些有疑问的东西，对于这些东西，我们应

该祷告，“如果这是你的旨意”。生意上的成功、舒适的生

活、名誉、得到一个漂亮的姑娘作妻子……这些东西只有

符合神的旨意，才是恰当的信心之物。我们必须为这些东

西祷告，然后，乐意地接受神的回答。  
第三类所涉及的东西，神已经宣告是他的旨意。我们

已经阐述过，荣耀他的名和愿他的国降临，永远都是他的

旨意。没有一个人应该灭亡，所有的人都应该得救，也是

他的旨意。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祈求失丧之人得救恩，都不

必祷告说“如果这是你的旨意的话”。  

习题 25、人们所祷告的三类东西是什么？  
                                            

医治和拯救是神的旨意吗？它们属于第二类还是第

三类？我们认为它们属于第二类，那些祈求医治和拯救的

祷告，应该用“如果这是你的旨意”这样的话来加以限制。

为什么？因为没有苦难和牺牲，失丧之人就不可能被触

及，有时候只有疾病所带来的忍耐和谦卑，才能变得像耶

稣。神的国度和荣耀，要比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荣耀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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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舒适重要得多。有时候我们不可能两者兼得。  
因此，神的医治和拯救，不可能永远都是神的旨意。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半数有信的人得

了救拔，半数没有得到救拔。那些没有得到救拔的人，其

信心并不比那些得到救拔的人小。  
我们曾经提到了保罗。他也没有从他的疼痛中得到救

拔。藉着顺服神的旨意，神的能力是刚强的，因为保罗是

软弱的。  
我们提到了耶稣。他也没有从十字架中得到救拔。但

是，通过顺服神的旨意，他使得全人类都可以得到救恩。 
请不要误解。神确实行医治和救拔。“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书 53：
5）。耶稣医治那些归向他的人。他医治瘸子，他医治盲者。

但以理从狮子群中被救出来。三个希伯来孩子从大火中被

救出来。为这些事情祷告是正确的。我们只是指出在这些

事情上，必须追求神的旨意高于我们自己的意志。他的荣

耀和国度，要比我们的舒适和我们的需要重要得多。我们

必须随时准备好背上弃绝自我的十字架，这才配得上跟随

耶稣。  

习题 26、阅读以赛亚书 53：5，阐述耶稣所受的刑罚和鞭

打对我们有什么作用。  
                                            

让我们以下面这段话来结束本课的学习。只有在神的

旨意中，才有完全的喜乐和满足。一个在神的旨意中的人，

在受苦受难的时候，也会歌唱。一个在神的旨意中的人，

才能祷告，“父啊，赦免他们，”虽然他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当保罗说“我的神……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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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比书 4：19）的时候，他便是处于神的旨意中。那时，

他被戴上锁链投入了罗马监狱。当约翰写信说“我愿你凡

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约翰三书

2）的时候，他也是处于神的旨意中。那时，他在偏僻的

拔摩岛上，饥饿、仇恨和贫穷并不能剥夺他在耶稣基督里

的丰盛荣耀。学会了祷告的人有福了，“愿人都尊你的名

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

在天上！”  

习题 27、在神旨意的中心可以找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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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  

简答题：在每道试题下面所提供的空白处，写出其正确

答案。  

1 阐述属于神的旨意的两件主要事情。  
                                            

2 圣灵是怎样为我们祷告的？  
                                            

3 神在回应我们的祷告时，为什么会受到限制？  
                                            

4 写出限制神的计划成就的两个例子。  
                                            

5 阅读使徒行传 2：1-4。讲述当人们聚在一起祷告的时

候，发生了什么。  
                                            

6 当人的意志在祷告中与神的旨意相符合时，会怎么

样？  
                                            

7 指出人们所祷告的三类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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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14 因为他们在神之外联合起来反叛神。  
1 对于那些既不妨碍神的计划，对神的计划也没有帮

助的事情，神已经赐给了人很好的心智来做出决定。 
15 在赞美和敬拜中与神一起交谈。  
2 a）  错误  

b）  正确  
c）  正确  
d）错误  

16 a  3）腓立比书 4：19 
b  1）约翰福音 15：7 
c  4）马太福音 17：20 
d  2）马太福音 19：26 

3 通过一种内心的感觉——圣灵在里面发出的声音。  
17 顺服他的诫命，有信心，无私地奉献，明白他的话

语。  
4 a）正确  

b）错误  
c）正确  
d）正确  

18 a）正确  
b）正确  
c）错误  
d）正确  

5 出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 
19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  
6 会祷告的人，会讲道的人，能工作和奉献的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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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的人，建造的人，安慰人的人，作见证的人。  
20 他希望成就父的旨意。  

7 d）圣灵  
21 耶稣，保罗。  

8 因为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祷告。  
22 a）正确  

b）错误  
c）正确  
d）正确  

9 通过不为人知的方言，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

告。  
23 受苦受难和弃绝自己。  
10 在神的旨意的中心。  
24 因为他们祈求用来满足他们自己享乐的东西。  
11 因为他们只有当自己的条件得到满足的时候才顺

服。  
25 违背神的旨意的东西。  

不确定是否符合神的旨意的东西。  
明确地属于神的旨意的东西。  

12 他们试探神。  
他们限制神。  

26 我们得医治，我们得以完全。  
13 a）  正确  

b）  正确  
c）  正确  
d）  错误  

27 完全的喜乐和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