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课 

平安的需要应该得到满足 

“救我们脱离凶恶。”   （马太福音 6：13）  

魔鬼是真实存在的。他是一个咆哮着要把人吞掉的狮

子。他披着羊皮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他是宇宙间各种属灵

势力的统治者。他是邪恶之父。  
魔鬼尽力使信徒们灰心丧气。如果不是主为他的子民

们建起了一道“墙”，魔鬼将会成功。神知道，如果没有

试验和试探，我们就不会在灵里长得强大。因此，神不时

地把这道墙挪去。他允许撒但来困扰我们，这是为了我们

的益处，但是，我们只有通过祷告和敬拜，才能知道其中

的益处。当我们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祈求神的第一个问

题是，主啊，你要教训我什么？”  
苦难能够为我们效力。“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

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哥林多后书 4：17）。
让我们使苦难成为我们的仆人！让我们尽可能地把苦难中

的全部益处都挖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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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大纲  

救拔的来源  
祷告的力量  
爱的力量  

平安的秘诀  
身体的平安  
灵魂的平安  

主祷文的样式  
中心主题  
我们的一篇祷告文  

课文目的  

当你学完本课后，你应当能够：  
 说明为什么祷告与爱和救拔有关。  
 描述为什么通过祷告和敬拜可以得到平安。  
 概述耶稣在马太福音 6：9-13 中所教导的祷告。  

学习要领  

1. 按照每个章节有序地阅读课文进程。写出习题答案和

自我测试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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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背诵约翰一书 4：18。  
3. 慢慢地作马太福音 6：9-13 中的祷告，在你学过这篇

祷文之后，尽力记住每一个句子的意思。  
4. 复习第七课至第十课中的自我测试题。  

关键词  

平安     总结     剧烈的痛苦  
 
 
课文进程  

救拔的来源  

目的 1、  阐述神的爱对于那些相信祖宗之灵的人为什么

很重要。  

现在我们已经学到了本书的 后一课。在这 后一篇

课文中，我们将探讨触及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事情。我们

将探讨从外面临到我们的苦楚。我们将探讨邪灵、疾病、

洪水和饥荒。我们还可以从这些事情中得到保护和救拔。

赞美神！  
要记住的一件事情是魔鬼不能使我们陷入苦楚，除非

神允许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神允许了这样的事，那么，

神这样做一定有他的旨意，他一定是要教训我们某样东

西。因此，再说一遍，我们要关心神的国度高于其他一切

东西，以使我们能够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中，学到对

神的国度有益处的东西。因而，当我们祈求救拔的时候，

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因此，我们的图示看上去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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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是这样的：  
 

加给我们的东西 寻求的东西

救拔 国度 

 
习题 1、请说明上面的图示。  
                                            

我们千万不要试图“利用”神来得到救拔，神必须是

我们永远寻求的目标。我们一定不要这样做：  
 

救拔 神

 
习题 2、请说明上面的图示。  
                                            

祷告的力量  

那些相信看不见的属灵世界的人，明白祷告的重要

性。对于那些知道撒但及其邪灵力量的人来说，属灵世界

是非常真实的存在。耶稣知道关于邪灵的事实，他知道存

在着各种邪灵。他知道这些邪灵折磨着那些没有得到神保

护的人们。主驱赶了很多鬼魔，所有的鬼魔都惧怕他，因

为它们知道他的权柄比撒但的大。  
赞美神，我们可以拥有耶稣的力量。这是魔鬼所惧怕

的力量！它们不惧怕我们，但是，它们惧怕在我们里面的

那一位。“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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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一书 4：4）  

习题 3、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耶稣知道关于邪灵的事实。  
b) 魔鬼们不惧怕耶稣。  
c) 我们没有胜过魔鬼的力量。  
d) 撒但的力量比我们个人的力量更大。  

如果我们要拥有耶稣胜过魔鬼的同样力量，我们就必

须关心神的国度高于其他一切，使得我们的意志与他的旨

意完全一致。只有我们的意志与神的旨意保持一致，圣灵

才能通过我们动工。我们必须再次强调祷告和敬拜的必要

性。如果我们要知道如何运用神的大能的话，我们必须常

常与神交谈。  

爱的力量  

当我们谈论到魔鬼以及如何从魔鬼的力量中得到救

拔的时候，我们必须论及爱的力量。当然，我们指的是我

们对神的爱。在此，我们再一次明白到我们需要敬拜，以

此来增加我们对神的爱。  
约翰一书 4：18 是一节很好的经文，这节经文谈到了

爱的力量，它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

除去。”  
对于那些相信看不见的属灵世界，但又不明白神的大

能的人，我们所看到的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啊！对他们来说，

惧怕就是他们的王。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背后都存在着惧

怕。因为惧怕他们形成了很多惯例。不要继续走有黑猫穿

越过的道路；不要吃生病的妇女所准备的食物；不要在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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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下面行走；不要使用你孩童时的名字；不要住在没有用

避邪药处理过的房子；不到某一天，不要种植庄稼；不要

在月圆的夜晚工作。不要！不要！不要！每一个部落和民

族都有它的“不要”，而所有的“不要”，都是出于惧怕。

惧怕邪灵，惧怕死亡！  

习题 4、人们为什么形成了很多惯例？  
                                            

 “惧怕里含着刑罚”（约翰一书 4：18）。惧怕！生

活在没有休止的惧怕当中是多么可怕啊！这样的人甚至惧

怕他们会死亡！他们寻求符咒和药物来打破邪灵的权柄，

他们寻求某样东西，来把他们从自己所惧怕的各种事物中

救拔出来。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图示来说明这种情况：  

 

习题 5、当我们说“惧怕里含着刑罚”的时候，我们指的

是什么？  
                                            

我们所阐述的内容，不仅仅只适用于没有受过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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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同样适用于受过教育的人群和

地位很高的人们。不只是穷人和无知的人才有惧怕，政府

官员有惧怕，皇宫中有惧怕，在大海中航行的船只有惧怕，

到处都有惧怕，因为哪里有不明白爱的力量的人，哪里就

有惧怕！  
对于惧怕，我们应该怎么办？使徒约翰为我们提供了

答案。他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约翰一书 4：18）  

习题 6、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只有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才有惧怕。  
b) 一个国王从不惧怕。  
c) 到处都有惧怕。  
d) 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我们越爱神，就越少惧怕。我们对神的爱越少，就越

多惧怕！学会爱神，惧怕将远你而去，因为爱将把惧怕除

去！现在，你会明白到祷告和敬拜的重要性，因为正是通

过祷告和敬拜，我们才认识了神和爱神！因此，当有了爱

的时候，我们的图示看上去应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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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害怕死亡吗？你害怕贫穷吗？你害怕战争吗？你

害怕邪灵吗？你害怕生病吗？你害怕意外事故吗？你害

怕闪电吗？你害怕风暴吗？你害怕黑暗吗？这些东西是

不会消失的，它们永远与我们同在。但是，对于它们的惧

怕是可以除去的。认识神，爱神，在我们里面建立神的国

度，就能把惧怕除去，神将会把我们从惧怕中救拔出来！ 

习题 7、我们怎样才能把惧怕除去？  
                                            

平安的秘诀  

目的 2、  阐述平安的秘诀。  

身体的平安  

首先，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需要从什么东西中得

到救拔。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 坏的事情是什么？有些人

会说，可能发生的 坏的事情是死亡。另外一些人会说，

可能发生的 坏的事情是瞎眼，或者是残疾。还有一些人

会说，贫穷比死亡更糟。  
但是，神是怎么说的呢？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

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

正要怕他。”（马太福音 10：28）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

呢？”（马太福音 16：26）  
“神……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

（雅各书 2：5）  
“我知道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启示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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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神所说的是，有些东西比身体的死亡更糟，有些东西

比财富更有价值。明白什么东西拥有真正和永恒的价值颇

为重要，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祷告。  

习题 8、关于身体和世上的财富，神是怎么说的？  
                                            

你还记得使徒保罗听见如果他上耶路撒冷去，他将会

被杀时的情形吗？在使徒行传 21：13 中，他回答说“你

们为什么这样痛苦，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

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所说的

是“我会发生什么事并不要紧，为耶稣的名所发生的事才

是重要的！”  

灵魂的平安  

平安的秘诀是有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

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 17：3）。
永生是时间问题，同时，也包含了一种认识。除非生活永

远是好的，否则，永生也没有什么令人渴望的东西！当你

认识了神的时候，我们便有了永生。而当我们有了永生的

时候，我们便永远有平安。当我们背弃神和拒绝认识他的

时候，那么，我们便失去了神所应许我们的平安。  
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可能发生的 坏的事情就是远

离神。如果疾病可以使我们更加接近神，那么，疾病就不

是邪恶的。如果贫穷使我们更加信靠神，那么，贫穷就不

是邪恶的。如果某一意外事故使我们从一种漫不经心的生

活中清醒过来，那么，这一意外事故就不是邪恶的。  



186 祷告与敬拜 

 

习题 9、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可能发生的 坏的事情是： 
a）  生病。  
b）  贫穷。  
c）  遇到某一意外事故。  
d）  远离神。  

那种使我们远离主的邪恶，我们必须从中得到救拔。

如果我们的享乐使我们远离主，那么，这享乐就是邪恶的。

如果财富使我们远离神，那么，这财富是邪恶的。如果健

康使我们忘掉了神，那么，健康对我们来说便成了邪恶！ 
使徒保罗是一个有着很多苦楚的人。他遭受船难；他

被鞭笞；他坐过监狱；他还被人扔石头击打。然而，他从

来都没有从这些事情中寻求救拔。他接受它们作为自己为

基督而活的一部分。保罗知道平安的秘诀！他有永生，没

有人能够夺去他的永生！他只寻求“认识基督，晓得他复

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腓立

比书 3：10）。通过认识耶稣，保罗得到了平安。  
那些把神的国度置于其他一切之上的人，明白祷告带

来平安。他们将逃过那邪恶者的凶猛飞箭，并将在神的宝

座前被称为“得胜者”！  

习题 10、平安的秘诀是什么？  
                                            

主祷文的样式  

目的 3、  用一句话来概述马太福音 6：9-13。  

耶稣所教导的祷告文，用这样的话来结束，“因为国

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马太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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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6：13）。  
因此，正如耶稣所教导的那样，祷告以敬拜开始，也

以敬拜结束。只有在我们的祷告和生活中，把神的名、神

的国度和神的旨意放在第一位，神才会垂听我们的祈求。

我们知道，神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习题 11、用适当的词语填空。  
“因为       、       、       ，全是你的，直到永

远。阿们。”  

习题 12、用正确的词语填空。  
耶稣所教导的祷告文以        开始，也以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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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题  

敬拜是赞美神，是事奉神。因此：  
1. 祷告永远都意味着敬拜，就是常常与神交谈，以

明白如何运用他的大能。  
2. 敬拜意味着在我们的祷告中，永远把神的名、神

的国度和神的旨意放在第一位。  
3. 敬拜意味着在我们的生活中，永远把神的名、神

的国度和神的旨意放在第一位。  

我们的一篇祷告文  

我们用这篇祷告文来结束《祷告与敬拜》这一课程的

学习：  
我们的父，我们作为你的孩子、作为天家中的一员来

到你的面前。我们敬拜你。愿人都荣耀你的圣名。愿你的

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得以成就。愿你的名、你的国度和你

的旨意，在我们的生活中永远处于首位。我们确实有各种

需要，请你按照你的旨意和计划来满足我们。我们需要维

持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各种生活所需，我们需要与我们周围

的人和睦相处，我们需要胜过我们生活中的各种罪，我们

需要你救拔我们脱离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各种疾病和危险。

当我们不住地寻求你那虽看不见而又永恒的国度高于其

他一切时，请应允我们的这些祈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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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  

简答题：在每道题下面所提供的空白处，写出其正确答

案。  

1 如果我们要得到救拔，必须怎么做？  

                                            

2 完全的爱会怎么样？  

                                            

3 为什么神的爱对于那些相信各种灵的人很重要？  

                                            

4 指出人们寻求从中得到救拔的三件事情。  

                                            

5 平安的秘诀是什么？  

                                            

6 一个人可能发生的 坏的事情是什么？  

                                            

7 写出马太福音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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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7 通过藉着祷告和敬拜来学会爱神。  
1 我们应该寻求神的国，救拔便会加给我们。  
8 灵魂比身体更重要，生命比财富更有价值。  
2 神被利用为获得救拔的途径。  
9 d）远离神。  
3 a）正确  

b）错误  
c）错误  
d）正确  

10 认识耶稣，并把神的国度置于其他一切之上。  
4 因为各种惧怕。  

11 国度，  
权柄，  
荣耀。  

5 生活在没有休止的惧怕当中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12 敬拜，  

敬拜。  
6 a）错误  

b）错误  
c）正确  
d）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