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祷告良辰 5

① 

当你祷告的时候，要以神为念 

    你曾否惊异为何有些人的祷告得着奇妙的应允，
而你许多的祷告却似乎未蒙神答复，或者为什么有些
人毫无困难地与神交谈，而你却不晓得说些什么？为
什么你的祷告里，有时会感到神的同在，有时却像是
对着一面墙说话呢？也许，每个基督徒都曾想过这些
问题。 

甚至耶稣的门徒也有祷告的困惑。他们在主的生
命里看见祷告的重要，以及因衪的祷告而发生的令人
希奇的事，他们求问衪说： 

路加福音 11：1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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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在学习这些功课时，也作这样的祷告。神
愿意应允我们这样的祷告，事实上，我们有愿意祷告
的心乃是衪所赐的。 

在这一课里，你将学习到： 

 神会教导你祷告  
 神是美善的  
 神爱你  
 神是我们的父亲  
 神凡事都能  

这一课会帮助你…… 

 在祷告时思想神 
     满有确据的祷告； 
    知道神爱你，衪要成就那对你最有益处的事 

神会教导你祷告 

神在造我们的时候，赋予我们与衪沟通的能力。
我们知道需要一个比我们自己能力更大的去解决我们
的困难，保护我们，并且供给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因
此，我们就向那超自然的存在者求助。然而，我们祷
告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止于此，我们感到需要敬拜、尊
崇以及服事那超自然的存在者。 

如此可见，敬拜那真正的——就是那创造我们的
神，是何等的重要！惟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衪愿我
们享有的深切满足。神造我们，使我们可以与衪交谈，
衪也可以向我们说话并且帮助我们。没有这种与神交
通的生命就不是完全的生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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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邀请我们在祷告里亲近衪，为着我们一切所需
用的向衪祈求。试想一想——这位创造世界和其间万
物，统管宇宙的主希望与你谈话，衪创造我们，了解、
爱护我们，也愿意帮助我们。衪在所赐给我们的书—
—圣经里，屡次邀请我们将我们的问题交托给衪，凡
事与衪交谈。这就是祷告——与神谈话。衪告诉我们： 

耶利米书 33：3 “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
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 

你或许会确定，当你学习并实践圣经告诉我们如
何祷告时，神必会教导你。这本书每一课的题目，都
给你一个圣经的原则，一项帮助你祷告的简单守则，
课文会提供给你充分的建议，指导你如何去应用这一
课的原则。当你祷告的时候，要以神为念，这是耶稣
教导我们的其中一个祷告的原则。我们若跟随衪所给
予的示范，就能够在祷告里明白神是怎样的神而尊崇
衪，并且为着衪的旨意得以成就而祈祷。 

马太福音 6：9-10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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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请阅读路加福音 11：1 及耶利米书 33：3 五次。你
计划怎样使用这些经文？ 

2.请看前面的目录表，用笔勾出你已经在祷告里实行
了的事，而在你觉得自己应该多操练的事旁边作个
记号。 

3.这课教导我们：当你祷告时，你应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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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神——衪是谁，衪为你成就了的事，衪要你做的
事。 

  2）你自己—你的困难，你想请求神为你做的事。 

我建议你现在将神要你在这课程中所必需要学好
的祷告功课与衪谈谈。 

翻开第一课的标准答案来核对你的答案。 

神是美善的 

当我们与人交谈的时候，我们不会只是想到自己
和自己的需要。我们会首先想到对方——他是谁、他
的工作和来意。我们学习如何有效地祷告的第一课，
就是应用同样的原则来与神交谈：你祷告的时候要以
神为念。实际上，这是敬拜的基础。“敬拜”一词在原
文的意思就是认识神的令人敬仰之处。 

首先，我们要认识神是美善的。因为衪是美善的
神，衪愿意将我们从痛苦中释放出来。衪要赐福给我
们，使我们快乐和健康，而且帮助我们度过美好而有
意义的人生。思想神是何等的美善时，使我们也欲进
入诗人的颂歌里： 

诗篇 100 篇： 
   “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 
   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 
   当来向他歌唱。 
   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 
   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 
   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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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存到永远，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习题 

4.请阅读诗篇一百篇五次，找出以下所示经文问题的
答案。 

1）谁当向耶和华欢呼？（一节）  

2）我们应怎样到衪面前？（二节）  

3）我们要时常记得什么？（三节）  

4）我们应该持什么态度进入敬拜神的地方？  

   （四节）  

5）第五节教导我们神是怎样的？（五节）  

你若晓得任何赞美诗，就要向神歌唱。 

核对你的答案。 

神爱你 

神爱你和我，这是衪爱的本性。天父差遣衪的儿
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乃是要（1）告诉我们衪的爱，
（2）在衪的生命里和衪为我们的死，将这爱显明出来，
以及（3）使我们能与衪一起，永远享受衪的爱。耶稣
说： 

约翰福音 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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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因为神是美善的，衪为衪所创造的世界定下了标
准。衪在圣经里教导我们，纠正我们，并且帮助我们
行正确的事。衪既是宇宙的主宰，就必须按我们所行
的审判我们，行得正确的得着奖赏，行得不对的就要
受到刑罚了。不幸的是，我们都行得不对，除非我们
有办法蒙拯救，否则我们就都要被定罪，永远与神隔
绝。 

这里有一个办法！神很爱我们，以至赐下衪的独
生子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耶稣也极其爱我们，并且
为了我们的罪而死。衪从死里复活，回到天上。有一
天，衪必再来，使父所造的世界的万物都恢复正常。 

约翰福音 10：10 “我来了，是要叫羊（或作“人”）
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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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思想神怎样爱我们，我
们就会想讨衪的喜悦了。我们为着所做的错事而深感
歉疚，哀求衪赦免我们，帮助我们做正确的事。 

约翰壹书 1：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习题  

5. 请阅读约翰福音 3：16 五次。你有什么证据证明神
爱你？  

6. 如何才能使我们的罪得赦免？  

神是我们的父亲  

当我们接受耶稣作我们救主的时候，神就成为我
们的父亲。衪不单收纳我们，也差遣圣灵居住在我们
里面，赐给我们新的性情，使我们成为衪的儿女。耶
稣教导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称呼神为父亲，就像衪所
做的那样。试想，我们能够称宇宙的创造主为父亲，
对我们具有何等大的意义！我们可以随时到我们在天
上的父亲面前，求衪赐给我们所需用的一切。耶稣告
诉我们，天父爱我们，衪要赐给我们所需用的一切。 

约翰福音 16：27 “父自己爱你们…”  

马太福音 6：25-26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
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
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
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马太福音 7：11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
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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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求他的人吗？”  

路加福音 11：9“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
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我们只要向神祈求所需要的就行了，这是祷告的
一个重要部分。我们祈求，衪就应许答复我们。我们
毋须害怕我们所求的某些事情太困难，以致神无法成
就，衪凡事都能！因此，我们既知道神是我们的父亲，
就不用害怕向衪祈求。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路加福音 11：9 

你的需要                 神的充足  
   你的软弱                  神的能力  
   你的失败                  神的赦免  
   你的孤单                  神的慈爱  
   你的无知                  神的知识  
   你的困难                  神的智慧  
   你的疾病                  神的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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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7.你是否接受耶稣作你的救主？若已接受，就要感谢
神作你的父亲；若你还未接受，请你作以下的祷告： 

“神啊，我喜欢有你作我的父亲，感谢你差遣你
的儿子来拯救我。请赦免我所犯的一切过错，帮助我
做您认为正确的事。” 

8.请阅读约翰福音 16：27；马太福音 6：25、26，7：
11；路加福音 11：9 五次。请从上列的表内，在你的
需要旁边画上（+）号，并为这些事祷告，也为着你的
祷告蒙应允而感谢神。 

9.将你希望天父供给你的任何特殊需要写在笔记本
里，然后祷告。当神将你所求的供应你时，在每一项
需要旁边写上你得到答案的日期。 

神凡事都能 

神凡事都能，因为衪是无穷无尽的。这就是说，
衪是无限的。衪不受空间的限制——衪无所不在；衪
也不受时间所限制——衪是自有永有的；换言之，衪
是永恒的主。神看将来，就好像衪看过去和现在一样
清晰，因为衪的知识是无限的。没有事情可以隐瞒他
——甚至我们的心思意念也不例外。 

神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衪知道什么对我们是
最好的。当我们在祷告里到衪面前，求衪引导的时候，
我们可以信赖衪的无限的智慧、良善和慈爱。衪所作
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充满喜乐地将我们的生
命交托给衪，因为我们知道衪必看顾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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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智慧 

知识 

良善 

能力 

慈爱 

 

 

是无限的  神的  

 

 

 

 

神拥有无限权能——衪创造宇宙，并藉衪的命令
来运转它。自然的定律只是神为着这个世界而设立的
方式，衪并不会被它们所限制。无论何时，每当有需
要达成衪的特殊目标时，衪就会加速或减慢它们的运
转。甚至，衪可能会以创造者更高的定律或法则来暂
时停止它们的行动。这就是神迹：衪医治病人、叫死
人复活、使瞎子看见和聋子听见，所有这些都是凭着
衪的一句话或按手成就的。因此，我们永远不必担心
我们的困难太大，以致连神都无法应付！ 

马太福音 19：26 “在神凡事都能。” 

习题 

10.请重温这些伟大的事实： 

神是美善的，衪要应允我的祷告。 

神拥有一切的权能，衪现在能够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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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无所不在，衪现在与我同在。 

神是最有智慧的，衪必行对我们最有益的事。 

神是我的父亲，衪要满足我的需要。 

神爱我，我也爱衪。 

当你重温这些句子的时候，你觉得神是怎样的
呢？我建议你找一处安静的地方，每天在祷告之前，
默想和重复这些事实。你要这样做，直到你养成一种
习惯，无论你何时祷告，都会真正地思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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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 课 答 案 ★  

1. 你的答案可能与我的不同。当我开始学习每一课的
时候，我会以路加福音 11：1 作我的祷告，然后以耶
利米书 33：3 来提醒我们关乎神的应许。  

2. 自己回答  

3. 1）  

4. 1）普天下的人。  

   2）以快乐的诗歌。  

   3）衪创造了我们，我们属于衪。  

   4）感谢和颂赞神。  

   5）衪是美善，衪的慈爱永恒，衪也是时常信实的。 

5. 衪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  

6. 相信耶稣，求神赦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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