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学 - 《生命更新》 

 

05_祷告（老师）_2017  Page 1 of 8 

 

第五讲：祷告 

一、什么是祷告？ 

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在第 98 问对祷告做了一个很有帮助的定义： 

问：祷告是什么？  

答：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又认自己的罪 ，并诚实感谢神诸般的恩慈 ，向神祈求心中所愿 ，

而又合乎神旨意的事 。 

祷告是一个行动，祷告同时也是一个态度：一个表明自己需要倚靠神的态度。 

 

二、神期待我们祷告 

在耶稣被称为“登山宝训”的教导中，耶稣在马太福音 6:5-8 给我们一段祷告的范本，我们称之为“主祷

文”。耶稣期待他的门徒们能够这样祷告：“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

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

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

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

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保罗在歌罗西书 4:2 则教导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 

我们要让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丰丰富富地彰显出来，这意味着说在基督徒生活的各样关系上显明真理

的教导。那么，我们该如何持守这样的基督徒生活呢？保罗说我们应当“恒切祷告、警醒感恩”。祷告

表达了我们对神的性情和神的能力有完全的信靠。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5:16-18：“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

所定的旨意”。在这节经文中，保罗呼吁我们要常常喜乐，持续地祷告，并且在无论何种情况下都有

感恩的心。我们之所以应当这样做，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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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祷告需要学习 

从一个方面来说，祷告应当是自然的，就像呼吸一样。但是同时祷告也是需要操练的，我们在祷告上

应当有成长。透过学习、操练和领受教导，我们会在祷告上越来越合乎圣经。即便是基督的门徒，他

们也会问耶稣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路加福音 11:1）我们该如何学习祷告呢？这里给大家三个

学习祷告的途径： 

A. 祷告是借着祷告而学习的 

如果这是一门其他学科，你就要学习课本，但是你应该知道，除非你付诸实践，否则你永远不会真正

掌握这门学科。 

我们应当借着祷告学习祷告，清教徒们也给我们这样的建议，他们认为说，“我们应当祷告到我们真

的开始祷告了为止”，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在一个祷告时间里，我们应当摆上长时间的祷告、真诚

地祷告，并且持续地祷告，直到我们的心开始被温暖，我们的思想开始活跃，我们的敬拜和感恩开始

变得触及内心，我们的祈求也开始变得紧要。D.A. 卡森指出说：“要进入祷告的灵，我们必须坚持祷

告一会儿。如果我们“祷告，直到我们祷告”，最终我们将会欢喜快乐地经历神的同在，安息在祂的爱

里，喜爱祂的旨意。” 

B. 祷告是借着与其他人一起祷告而学习的。 

我们可以从其他人敬虔的祷告中学习如何祷告。学习他们在祷告中的热情、急迫感和真切。这里有一

些实践的建议可以帮助你从别人的祷告中学习： 

1. 建立一个祷告伙伴的关系 

同你信赖的信徒一起祷告，建立祷告伙伴的关系。 

2. 有一个祷告的榜样 

我们如何发现好的祷告榜样？好的祷告者会带着严肃认真的态度、有热情地并且真切地祷告。好

的祷告者同时也是荣耀神的人、爱神的人、谦卑的人，也是在祷告中勇敢的人。 

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祷告的好榜样呢？ 

• 圣经 

• 教会的祷告会 

• 好的祷告书，以及基督徒传记（例如司布真传、钟马田传，陶恕，等等）。 

• 其他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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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祷告是借着默想圣经而学习的 

最重要的是，祷告是借着默想圣经而学习到的。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我们应当顺服神的话、歌唱

神的话、听到神的话被教导，我们同样应该用神的话祷告。当我们这样祷告时，我们就是在把神的话

语和祷告这两个属灵操练联系起来了。 

英格兰的清教徒们非常重视祷告中默想经文的重要性。托马斯•曼顿这样说：“默想是在读经和祷告之

间的一种操练，神的话语为默想提供了原料，默想为祷告提供了原料。这三种操练责任都是必须的，

默想必须在聆听之后、在祷告之前。只聆听而不默想就没有结出果子来，只祷告而不默想则是轻率的。

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读经和祷告这两个操练连结在一起了。” 

现在，我们要查考圣经中的一些祷告。这些祷告的例子应当指导我们的祷告。 

【问大家对前面的内容有什么问题。】 

 

四、祷告的内容 

A. 主祷文 

马太福音 6:9-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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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

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1.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称呼这位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的称呼提醒我们，因为基督代替我们所承担的责罚，是基

督为我们开辟了到神那里去的道路。所以，我们在祷告中应当有信心，也带着勇敢，因为我们已经是

神的儿子。我们借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的大能，称呼神为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的祷告应当是谦卑的、

敬畏的、尊重神的。 

2.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神的名反映神的属性 --- 也就是神的性情和神的完美。为神的名能够被称为圣而祷告，其实也是为神

的名得荣耀和得高举而祷告。我们从神开始我们的祷告，而不是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的祷告。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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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是祷告的中心，祷告的中心应当是神。我们当为神的荣耀而祷告，我们的祈求应当是以神的荣耀

得着彰显为中心的。 

3. “愿你的国降临” 

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目光也得以注视在永恒的事务上。这样的请求把我们的期待放在将来

的事，而不是当下的事上。也表达了我们对基督再临和在新天新地掌权的渴望，以及我们对于主永远

同在的渴望。 

4.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这句祷告包含了多个请求： 

1) 神的旨意：现在在地上就像现在在天上那样得到彰显； 

2) 神的旨意：将来在地上就像现在在天上那样得到彰显； 

3) 神的旨意：在地上的方式就和现在在天上那样的方式得到彰显 

如果我们祷告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同时也在承诺承担两个重要的责任： 

1) 我们在承诺说我们将尽力学习神的旨意，包括认识圣经。 

2) 这也是我们在向神承诺说我们会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你有没有注意到，主祷文的一开头完全是以神为中心的，焦点是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旨意。认真地

照着这主祷文的精神祷告必然迫使我们谦卑地顺服神、荣耀神和委身于神。 

5.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这句话提醒我们，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在承认我们对神完全的信靠，信靠神会供应我们的需

要。这句话也提醒我们，神是唯一的供应者。一切美好的供应都是从天父而来，神永不改变。我们所

有的一切都从他而来，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向神表示感恩。 

6.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在这里，“罪”被称为“债”。这句话是向神承认自己的罪，并且寻求来自神的赦免。当我们这样祷告的

时候，我们是在认识神的圣洁，并且认识自己如何得罪了神。这也是认识到神是满有恩典和怜悯的。

因为神在基督里爱了我们，神是信实的、赦免我们的罪，也从一切的不义中洁净我们。 

这句话是不是说，只有我们饶恕别人，神才会饶恕我们？不是这样的，这句话是教导我们既然我们得

到了神的饶恕，我们也应当饶恕别人。”约翰•斯托得写道 ：“一旦神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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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如何得罪了神，其他人对我们的得罪其实就变成极小的事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高看了别人对我

们的得罪，我们就是轻看了自己的罪。” 

这句话同时也表达了我们对其他人的爱，它把人与人的关系也带到了我们的祷告中。这句话提醒我们，

相信福音会给我们在基督里如何对待别人带来深远的影响。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很难用主祷文认

真祷告的。事实上，我们应当在和其他信徒交通团契时用主祷文一起祷告，因为主祷文中的第一人称

代词是“我们”。卡森这样写道 ：“当然，我们应该有个人的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还可以比个人的祷

告更宽广。所以，作为基督很多跟随者中的一员，我们需要用‘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日用的饮食’、

‘我们的罪’、‘我们的试探’来提醒我们自己，而不是单单为‘我的’而祷告。” 

7.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这句话是说是神试探我们犯罪吗？不是的！雅各书 1:13-15 说，“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里的关键是理解“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换句话说，这句祷文的意思是

“带领我们不要进入试探，而是远离试探、进入公义，进入一个远离试探的处境当中，在那里神可以

保护我们、保守我们的纯全。”所以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在祈求脱离仇敌的手。 

这句话提醒我们，正如我们在物质的食物和需要上仰赖神的供应，我们也需要在品行的果子上和属灵

的争战得胜上仰赖神。事实上，不倚靠神必然带来失败，因为不倚靠神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揭露了我

们的骄傲和自足。基督徒成熟的标记是承认自己的失败，并且为这圣灵所带给我们的果子而欢喜快乐。

我们需要常常地看到我们心里的自欺，以及那恶者撒下的种籽。我们需要被提醒说惟有神是我们的力

量和倚靠。我们因此而祷告说我们可以在基督里稳固，穿上惟有基督才能提供的属灵的兵器（弗

6:10-18）。 

主祷文是我们祷告的一个好榜样。我们并不是要盲目地记住主祷文，而是让主祷文成为我们祷告的框

架。保罗的祷告也同样非常地以神为中心、非常荣耀基督。保罗的祷告同样反映了主祷文中的优先次

序。现在，让我们来看几个保罗的祷告，从中学习。 

B. 保罗的祷告 

歌罗西书 1:9-14 

 

 保罗不住地祷告 

1) 我们需要常常为别人祷告，包括那些从未见过面的人。 

2) 不住地祷告表达了我们对神的倚靠。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一刻钟都离不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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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祷告说，基督徒应当在属灵的智慧和理解力上得知神的旨意。 

1) 明白神的旨意就是顺服神在祂的话语中已经向我们显明的命令。在罗马书 12:2，保罗呼吁

基督徒不要随从世界，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

旨意。”保罗为歌罗西的基督徒们祷告，求神使歌罗西的信徒们能够心意更新、经历神的

旨意。 

2) 要得知神的旨意，就要有属灵的智慧和理解力。这不仅仅是知识上的“得知”，而是作为神

的百姓我们该如何以与世界不同的方式生活。 

3) 我们是否为自己或者别人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而祷告？ 

 

 保罗祷告说，基督徒应当“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 

1) 什么叫做“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呢？这意味着说，要凡事蒙主的喜悦。这时候你就明白为什

么要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认识神的旨意了吧？除非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否则我们不能够

蒙神的喜悦。 

2) 保罗祷告的目的是基督徒能够顺服他们的主，并且荣耀神。我们带有基督的名，我们的生

活应当和我们所宣称的身份是一致的。这是为什么保罗为歌罗西人祷告。我们这样为自己

和别人祷告吗？ 

3) 蒙神喜悦的生活包括四件事情： 

a. 在每一件善事上结果子。 

b. 增长对神的认识和知识。 

c. 从神得力，能够坚韧和有耐心。 

d. 带着喜乐常常感恩，因为神蛮有恩典地在祂的爱子里拯救了我们。 

 

保罗其他的祷告 ： 

• 以弗所书 1:15-23 

• 以弗所书 3:14-21 

• 腓立比书 1:9-11 

• 帖撒罗尼迦前书 1:3-12 

【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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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祷告带来的帮助 

A. 神回应祷告 

耶稣在马太福音 7:7-8 这样告诉我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约翰壹书 5:14-15 这样写道：“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

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常常祷告，在祷告上坚持，记得耶稣在路加福音 18:1-17 所打的那个有关寡妇和不义法官的比方吗？ 

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

虽不惧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她常来缠磨我！’”主说：“你

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久给他们伸冤

吗？”。这是一个比喻，更加表明神是听祷告的神，而且一定会听。 

B. 神是完全掌权的神 

但以理书 9:2-3 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

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 

祷告并不会与神的主权互相冲突。从圣经的开始到圣经的结尾，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一直都是两条平

行的主线，它们是互相成全而不是互相矛盾的。神有主权，人有祷告的责任和权利。神在祂完全的主

权里设定了我们是成全他旨意的器皿，而他给我们成全他旨意的工具之一就是祷告。 

我们祷告，因为神是全权的神。神有能力使祂的旨意能够成全。如果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求，神就必定

答应我们的祷告，正如约翰壹书 5:14 所说的：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六、结论：一些对祷告有帮助的建议 

首先，有一个祷告的计划。 

• 建立祷告的习惯。 

• 设定祷告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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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可有规律地、简短地祷告，而不要偶尔地、长长地祷告。 

• 利用时间（走路、开车、坐车时……） 

 

其次，找到注意力集中的方法。 

• 出声地祷告。 

• 用经文祷告（主祷文、保罗的祷告、诗篇等） 

• 根据读经的看见而祷告。 

• 用诗歌祷告。 

• 做祷告的记录。 

 

第三，建立祷告的系统。 

• 参加教会的祷告会。 

• 按照成员名单为成员们祷告。 

• 列出和记录需要代祷的事情。 

• 根据一个礼拜七天的节奏安排祷告的大类。 

 

【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感动。】 

 

【为这个献上感恩的祷告】 

 

================================  本课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