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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课. 基础福音点                

第 5点—成长, 第三部分, 祷告 

 

引言：  

这一课将会教几个祷告方法，这些方法可帮助初信者在他祷告生活里成长。 

 

重要性：   

学习祷告对初信者是重要的，因为这是基督徒与上帝交通的方式。 

 

目标:   

通过这课的学习，学生能够教初信者祷告，并且能够向他们介绍各种的祷告方法。  

 

大纲： 

1. 祈祷的原则  

2. 个 人 祷 告 的 日 记  

3. 祈祷事项  

4.  用五个手指, 记得五个祷告 

5. 一个重要的祷告内容—祈求上帝使你成为好仆人。 

 

课堂: 

 

作业讨论 

1. 作业的填空有没有任何问题？谁愿意分享你的答案? 

2. 谁愿意分享你在可 1:29-39 经文里用了什么符号?（包括你选择那些符号的原因）   

[教学笔记：找两位学生分享他们所写下的记录] 

3. 谁愿意分享在过去的星期里你对每 星 期 灵 修心得记录表的使用情况?  [教学笔记：

如果你每个星期上几次课，那么就要等一星期以后才让学生作分享。  

4. 谁愿意告诉我们在你人生里，你选择鼓励谁使用读经记录表，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人? 

 

                                                              引言 

 

必须要意识到祷告不是只向上帝索取东西。   

1. 我们在第 6课里学习了在基督里成长的方式，包括去教堂，献上感恩、 歌唱、赞美

主。这行为就是祷告的形式，在那一课我们也学习到祷告，除此之外，还提到祷告里

包括什么?  [悔改 和请求赦免，代祷，祈求]   

2. 在第 7课我们也谈到读完什么后，以祷告回应上帝？［祂的话］，当时我们强调祷告

是与上帝亲近、愉快的时间。因为这是与上帝双向交通，祂藉祂的话语向我们说话，

我们以祂的话语回应祂。 

3. 我们在将来的课程，会学谢饭祷文和以不同的方式赞美上帝。   

 

 

1. 祈祷的原则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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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祷告 不是只包括 索取东西，但很多人很强调祷告事项，上帝应该怎样回答他们的祷

告。以正确的圣经教导来学习祈祷的原则是重要的。      
 

1. ╬诗. 84:11 下 按照这节经文，有些东西真的对我们好的，上帝会给我们吗?  [会] 上

帝如果保留一些东西不给我们，那样东西在当时对我们来是有益的吗?  [没有] 

 

2. 我们总是知道什么是对我们好的吗?  [不是] 有许多日常生活的例子，是关于地上的
父母知道如何回答他们孩子的要求。 

1) 例如，有一个小孩患了重感冒，他叫妈妈不要带他看医生，原因是他害怕打针。

妈妈会听小孩的话不带他看医生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她要将最好的给自己

的孩子，医生能给小孩药吃，帮助他治愈身体] 

2) 给出其他例子，是父母不按其孩子要求他们做的事，因为父母知道这是对孩子没

益处的。[可能答案：  

a. [一个孩子要求吃很多糖，而不吃蔬菜和米饭，但父母给孩子的都是对他们好

的食物] 

b. [一个孩子要松开父母的手，自由地在交通马路奔跑，但父母不放手，因为这

样做是危险的] 

 

3. 我们应该期待上帝一定应允我们所求的吗?  [不应该]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所求的不一

定是好的] 

1) ╬赛 55:8-9   按照这两节经文，看到上帝的道路与我们的道路是怎样不同?  [上帝

的道路总比我们的高—就是说总比我们的好] 

2) ╬弗 3:20 下  按照这节经文，上帝是如何回应我们的祷告?  [远比我们所求所想的

丰盛] 

 

4. 向上帝祷告祈求的时候，是当祂看成我们的仆人一样 (祂必须按我们所要求的), 还是

把祂看成我们的天父一样?  [我们的天父] 

1) 把上帝当成我们仆人般向祂祈求，表现出什么错误的态度?  [我们的态度就知道

什么是对自己最好的，祂必须听从我们，给我们想要的] 

2) 向上帝祈求时，把祂看待成那位比我们知道得更多的天父般，表现出什么样的正

确态度?  [相信祂所做的是对我们最好的] 

 

5. ╬约壹 5:14 按照这节经文，我们该如何祈求?  [按照上帝的心意求]  祈求时或许说什

么话来表明我们信靠上帝?  [“上帝，按祢旨意成就，不是按我旨意”] 
 

6. 上帝以三个方式之一来回应我们的祷告。这三种方式就是 是, 不是, 或 等。 

1) 圣经中有哪些例子是上帝以, “是”回应的?  [可能答案： 

a. [旧约例子：亚伯拉罕的仆人—创 24:10-21; 以色列—出 2:23-24;  哈拿—撒上 

1:27;  所罗门—王上 3:9,12;  以利亚—王上 18:36-38, 雅 5:17-18;  以利沙—王下

4:32-35;  希西家—王下 19:14-19, 35;  雅比斯—代上 4:10;  亚撒—代下 14:11-12] 

b. [新约例子：撒迦利亚—路 1:13;  盲人—路 18:38, 41-43;  被钉在十字架的贼—

路 23:42-43;  使徒—徒 4:29-31;  基督徒—徒 12: 5, 7, 15-16] 

2) 圣经中有哪些例子是上帝说, “不”的?  可能答案： 

a. [保罗—肉体上的刺—林后 12:7-9] 

b. [耶稣—将杯撒去—太 26:39, 42, 44] 

http://cf.blb.org/search/getBible.cfm?b=1Sa&c=1&v=27#27
http://cf.blb.org/search/getBible.cfm?b=1Sa&c=1&v=27#27
http://cf.blb.org/search/getBible.cfm?b=1Ki&c=3&v=9#9
http://cf.blb.org/search/getBible.cfm?b=1Ki&c=3&v=12#12
http://cf.blb.org/search/getBible.cfm?b=1Ki&c=18&v=36#36
http://cf.blb.org/search/getBible.cfm?b=Jam&c=5&v=17#17
http://cf.blb.org/search/getBible.cfm?b=Jam&c=5&v=18#18
http://cf.blb.org/search/getBible.cfm?b=2Ki&c=4&v=33#33
http://cf.blb.org/search/getBible.cfm?b=2Ki&c=19&v=20#20
http://cf.blb.org/search/getBible.cfm?b=1Ch&c=4&v=10#10
http://cf.blb.org/search/getBible.cfm?b=2Ch&c=14&v=11#11
http://cf.blb.org/search/getBible.cfm?b=2Ch&c=14&v=12#12
http://cf.blb.org/search/getBible.cfm?b=Luk&c=18&v=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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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圣经中有哪些例子是上帝说 “等”的?  [可能答案： 

a. [应许的救主—加 4:4] 

b. [亚伯拉罕和撒拉—创 15:3-4, 21:2,5] 

c. [马利亚和马大—约 11:5-6] 

d. [第二次来—启 22:21] 

 

                                      2.  个人祷告的日记  

 

一起打开 ►附录，第 8课，个人祷告的日记 (第__页) 

 

1. 在这个记录表上应该写上哪四个项目? 

1) [你祷告的日期] 

2) [祈求什么] 

3) [上帝给你的回应] 

4) [你得到回应的日期]  

  

2. 你可以将这个永久的记录放在圣经的后面，让它不断提醒你。上帝以恩慈回应你的祷

告，是超过你所想所求。   

1) ╬诗 77:11-12  这几节经文告诉你要记念什么，思想什么?  [耶和华所行的、古时的

奇事、祂的经营、祂的作为]  就是你思想祂已作的事，就如祂在你人生已为你所作

的事。这些事已记录在祂的话语里。. 

2) 你没有任何记录是关于上帝在你生命的作工，你会常常记念祂对你人生的作为和回

应你的祷告吗?  [不会]   

3) 我们主要强调向上帝的祷告不是“索取”, 纵然是这样做，也不要忘记祂慈爱的回
应。                                                                       

 

3. 上帝总是以最好的方式来回应我们。上帝以哪三种方式回应我们?  说明。 

1) [若果对我们好的，是] 

2) [若果对我们不好的，不] 

3) [若果在以后对我们好的，等] 

 

3.  祈祷事项   

 

打开你课本的第 8课►第 8课, 3.  祈祷事项 (第__页) 

 

1. 你或者会在这个四星期祷告记录表写上哪些人的名字?  [可能答案：非基督徒，朋友，

亲戚，店主，政府人员，有病的人，有需要的人，这个课堂的成员等等。.] 

 

2. 你或者什么时候需要为这些人祷告?  [可能答案：一天当中，早祷或晚祷，饭餐时间，

一个人走路的时候等等] 

 

3. 一天当中你或许在哪里为这些事祷告?  [可能答案：在田里，在炉头边，在公交车上，

在家，任何地方] 

 

4. 你或许会为他们祷告些什么?  [可能答案：祈求他们会信耶稣、与上帝亲近、灵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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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另外也要强调的是，我们要为这些不同的人感恩赞美上帝，感恩赞美上帝在他们人生

中所做的作为。  
 

4.  用 五 个 手 指, 记 得 五 个 祷 告 

       

1. [教学笔记：让学生打开 ►第 8课, 4.  用 五 个 手 指, 记 得 五 个 祷 告 (第__页) ，轮

流读出这个方法的五点]   
 

2. [教学笔记：这次祷告时间分成六人一组。  

祷告时间# 1. 

1) 每一组首先祈祷的五个学生，每人应按顺序指示祷告一项祷告的事项 

2) 当五个学生祷告完后，第六个学生应作一个包括五个祷告事项的祷告] 

 

3. 用 五 个 手 指, 记 得 五 个 祷 告的另一种使用方式就是感谢 和 赞美上帝。当你想起

五个手指代表什么时，你或许要感谢、赞美上帝些什么?  

1) 那些与你亲近的人?  [可能答案：他们的爱、他们的健康、他们在上帝里的信心]   

[教学笔记：关于五项的任何答案都可以。这个方法只是帮助学生更深入地思考如

何感谢赞美上帝。继续问学生关于以下提及到的人，还想到些什么要感谢赞美上

帝的。] 

2) 教会领袖? 

3) 政府领导? 

4) 你所认识的软弱的人? 

5) 你自己?  

 

4. [教学笔记：如祷告时间#1, 分六人一组，现在是祷告时间 # 2。 

1) 这次是为着这些人感谢和赞美上帝。大家为五个手指代表的人感谢上帝，每个人

按次序为一种类的人感谢。第六个人就为五个种类的人感谢上帝。  

2) 当五位学生感谢上帝后，第六位学生应作个包括五个项目的感恩祷告。] 

 

(注意钢琴老师会乐意地说出第四个手指是最软弱的手指，代表在我们那些软弱的人) 

 

 
 

         5. 一个重要的祷告内容—祈求上帝使你成为一个好仆人 

 

1. 想到祷告，求上帝引领你对祂的侍奉是很重要的，在你的课本有一张清单是每个圣经

老师都希望能做到的事，这个可以帮助你思考你对上帝的侍奉。一起打开第 8 课, ►教 

师 的 愿 望 (第__页)。当读到这张清单，你会有更多关于在侍奉主上如何祷告得智

慧、得力量的主意。 

 

2. 当读到每一点时，在数字前圈出你需要改进的几个点。 

 

3. [教学笔记：在课堂上，让每一位学生读一个点，直到所有点读完为止。学生一边读一

边按以上指示圈出数字。   

 

4. [教学笔记：所有的点读完后，将学生分成三人一组或四人一组。在小组里面他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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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享在哪些点上他们已做得很好。 

2) 分享哪些点他们比较少做，或者需要改进 (按圈出的数字分享). 

3) 一起祷告，祈求上帝给他们能力去改变定出来要改进的地方.] 

 

作业： 

 

一起读出所有作业 (包括选择性的作业), ►第 8课, 作业(第__页)。[教学笔记：让学生轮流
读出在他们课本的作业]     

 

[教学笔记：记得在一个月后问学生使用祈 祷 事 项的情况] 

 

第 8 课答案  

 

1.  祈祷事项   

 
意思，我的，天父，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