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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度。                      第 29 课 
 

1 
祷告 
 

 

组长。求神藉着祂的灵指引我们，让我们意识到祂的同在，并聆听祂的声音。 
将你的小组和这一课有关传扬神的国的教导交托给主。 
 

2 
分享（20 分钟）                                                     ［灵修］ 

箴言第一、三、四、五章 
 
轮流简短地分享（或读出你的笔记）你在灵修中从所指定的经文（箴言第一、三、四、五章）学到什么。 
聆听别人的分享，认真地对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讨论他的分享。写下笔记。 
 

3 背诵经文（5 分钟）                                            ［神的伟大］ 
(5) 耶三十二：32:17 

 
两人一组复习。 
(5) 神是全能的：耶三十二：17。主耶和华啊，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4 
讲授 （85 分钟）                                              ［耶稣的比喻］ 

  请求的朋友和锲而不舍的寡妇 
 

路十一：5-10 中的“请求的朋友” 

和路十八：1-8 中的“锲而不舍的寡妇”是关于 
在神国里恳切祷告的比喻。 

 

“比喻”是一个含有属天意义的世俗故事。它是一个反映真实生活的故事或例证，旨在教导人一个属灵的真

理。耶稣以常见的事物和日常生活的事件来阐明神国的奥秘，叫人面对他们的现实处境和更新的需要。 
我们会采用研读比喻的六个指引来研读这个比喻（参看手册 9，附录 1）。 
 
 

A. 请求的朋友的比喻 
 

阅读路十一：1-10。 
 

1. 理解比喻本身的故事。 
 

引言。比喻是以形象化的言语来讲述，比喻中的属灵意义也是以此作为基础。因此，我们要先研习故事的用词

，以及其文化和历史背景的资料。 
讨论。这个故事有什么反映真实生活的元素？ 
 

笔记。耶稣以问题的形式讲述这个故事。耶稣所提出的问题和祂所描绘的情景记载在第 5 至 7 节，重点在第 7
节。耶稣在第 8 节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个故事是关于三个朋友的。为了区分他们，我们将会称他们为“需要帮助的朋友”、“代为请求的朋友”，

也就是那个主人，以及“极有能力的朋友”。 
 

主人或代为请求的朋友所提出的要求。当时已经很晚了。突然，有一个需要帮助的朋友来到他的门前。这个需

要帮助的客人从远路来到，十分疲累，肚子也饿了。他期望受到款待，有食物和住宿给他。然而，主人并没有

预期会有客人到访，所以他毫无准备，家里也没有食物。他在陷入窘况之际，去到一个极有能力的朋友家里。

于是这个主人变成了一个代为请求的朋友。这个代为请求的朋友请求他那个极有能力的朋友借三个饼给他。他

答应第二天便会还给他三个饼。这时候，主人变成了一个代为请求的朋友。 
 

那个极有能力的朋友可能作出的回应。代为请求的朋友的那个极有能力的朋友会给他一个拒绝的回应吗？他那

个极有能力的朋友住在一所只有一个房间的房子里，他已经把门锁上，他和他的家人都已经躺在他们的床垫上

了。如果这个极有能力的朋友起来，从地面走过，把那根巨大的门闩从门上抽起来，所发出的噪音会把他的家

人从睡梦中惊醒。他那个极有能力的朋友会说：“很抱歉，我不能起来给你任何东西”吗？在地上的日常生活

中，主人的那个极有能力的朋友可能被视为一个不愿意、甚至不肯给他所需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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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饼。这是近似面包的蛋糕，是又平又圆的薄烤饼，仅仅足够一个人一餐的份量。 
 
 

2. 观察紧接的上下文，并确定比喻的元素。 
 

引言。比喻“故事”的上下文可能包括比喻的“背景”和“解释或应用”。比喻的背景或指出讲述比喻的场合
，或描述讲述比喻时的情形。背景通常在比喻故事之前找到，而解释或应用通常在比喻故事之后找到。 
探索和讨论。这个比喻的背景、故事，以及解释或应用是什么？ 
笔记。 
 

 (1) 这个比喻的背景记载在路十一：1-4。 
耶稣的一个门徒求耶稣教导他们祷告。接着，耶稣教导他们“主祷文”。与太六：9-13 中的主祷文相比，路十

一：2-4 的主祷文较为短一些。马太福音中的第三项和第六项祈求，包含在路加福音中的第二项和第五项的祈

求中。耶稣也许曾经好几次给人们教导主祷文。祂的原意不是要求基督徒每次祷告的时候都使用完全相同的字

句。主祷文的目的是作为基督徒祷告的模范或模式。 
这时候，耶稣讲述这个有关代为请求的朋友的比喻。 
 

 (2) 这个比喻的故事记载在路十一：5-7。 
 

 (3) 这个比喻的解释或应用记载在路十一：8-13。 
耶稣在第 7 节中隐含的回答是：“你们向一个极有能力的朋友寻求帮助，没有一个人会从他那里得到这样的拒

绝。”耶稣在第 8 节的真正答案甚至更好。那个极有能力的朋友必定会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他的动机可

能是因为他是一个真诚和富有同情心的朋友，但纵使不是这样的话，他也仍然会起来，也必照这个代为请求的

朋友所需用的一切给他，因为这个代为请求的朋友不住的请求！ 
 

关于路十一：9-13 的解释，参看手册 11，附录 9：“祈求的儿子的比喻。”耶稣说：“要不住祈求！”“要不

住寻找！”“要不住叩门！”这三个动词都采用了祈使语气和现在时态。因此，它们表达坚持不懈或坚毅不挠

的意思！因此，耶稣不断强调祷告的功效。这个有关请求的朋友的比喻的主要信息是，当天父的儿女祷告的时

候，天父总不会让他们失望！人们祷告的时候若不断的寻求和叩门，换句话说，凭信心行事，并且坚持不懈，

神必应允这样的祷告！ 
 
 

3. 找出比喻中相关和不相关的细节。 

引言。耶稣无意给比喻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赋予一些属灵意义。比喻不是寓言！相关的细节是指比喻故事中

那些加强比喻的中心思想、主题或教训的细节。因此，我们不应给比喻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赋予独立的属灵

意义。 
探索和讨论。这个比喻故事中的哪些细节是真正重要或相关的？ 
 

笔记。耶稣只解释了一个细节，那就是这个人的勇气。 
 

这三个朋友都是相关的细节。他们分别是需要帮助的朋友、主人或代为请求的朋友，以及极有能力的朋友。这

三个朋友说明了祷告的情况。“需要帮助的朋友”代表一个基督徒可能会有的特定需要，特别是意料之外的需

要，这可能包括神让他们在生命路上所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代为请求的朋友”代表基督徒，即你或我。他愿

意在半夜成为那个需要帮助的朋友的朋友。他是一个当各人都在睡觉的时候去关顾别人的人。“极有能力的朋

友”代表父神，但不同之处是，在这个比喻的故事中，那个极有能力的朋友的动机是地上一个普通而不情愿的

人的动机，但神的动机却是无庸置疑的！ 
 

代为请求的朋友的勇气是一个相关的细节。这是耶稣有作出解释的唯一细节。它不仅隐含在故事中，而且是耶

稣对这个比喻的应用的一部分。“勇气”是指毫无畏惧的坦率、充满信心的坚持，或总不羞耻的坚毅。一如既

往，这清楚表明一个比喻只有一个中心要点、一个主要信息。它的主要信息是，天父必应允基督徒所发出勇敢

而坚持不懈的祷告（代求）！故事中的所有细节都加强了这个主要信息。 
 
 

4. 找出比喻的主要信息。 
引言。比喻的主要信息（中心主题或教训）可以在解释或应用部分中找到，也可以在故事中找到。我们可以从

耶稣基督解释或应用比喻的方式知道应当如何解释那个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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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比喻通常只有一个主要的教训，表明一个要点。因此，我们不要尝试从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寻找属灵真理

，而是要寻找一个主要的教训。 
讨论。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什么？ 
笔记。 
 

路十一：5-13 中，请求的朋友的比喻是教导有关“在神国里恳切祷告”。 
 

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即使是世上的朋友，无论他是出于什么动机，当你向他寻求帮助时，他也必帮助

你。可是，你那个在天上的朋友，祂的动机是无庸置疑的，祂必应允勇敢而坚持不懈的祷告！” 
 

第 8 节说：“因他情词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情词迫切的直求这句话，译作毫无畏惧的

坦率、充满信心的坚持或总不羞耻的坚毅更可取。它的意思是勇敢地提出具体的请求，并且不断请求，而不会

感到羞耻，也不会害怕提出请求。 
 

勇敢而坚持不懈的祷告或代求，是神国的其中一个基本特征！真正属于神国的人以毫无畏惧的坦率、充满信心

的坚持和总不羞耻的坚毅来祷告或代求（来四：16）。 
 

然而，当我们代求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困难，并且祷告迟迟未蒙应允。这仿佛神正在对你说：“我不能给

你任何东西”或“我现在不能给你这东西！”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难以坚持相信神垂听我们的祷告。

这样，我们的信心就受到考验，我们必须学会坚持不懈。 
 

正如罗四：20-21 中所说的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总不因不信而对神的应许起疑惑。我们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

能作成，所以我们必须不住地祈求。这就是神想要从我们身上看到的。神十分重视我们对祂的信心，祂必设法

训练我们，操练我们对祂的信靠。当神迟迟不应允祷告、默不作声，或似乎拒绝给予所求的，基督徒却仍然不

放弃，这样的基督徒有福了。基督徒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作成，这样的基督徒有福了。这样的信心叫人坚

忍，甚至在有需要的时候，毫不羞耻地坚持下去，这人总不会得不到他所需的！ 
 
 

5. 将比喻与圣经中相似和相对的经文作比较。 
 

引言。有些比喻是相似的，可以作比较。然而，在所有比喻中找到的真理，在圣经中其他经文也有教导相似或

相对的真理。可尝试找出最重要的参考经文来帮助我们解释比喻。总要以圣经直接明确的教导来检视比喻的解

释。 
探索和讨论。这些经文的教导与这个比喻所教导的有何异同？ 
 

 (1) 自由自在、坦然无惧的祷告。 
阅读来四：16。“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所

有基督徒都可以自由自在、坦然无惧地去到神面前。他们得到劝勉，只管坦然无惧的去到神施恩的宝座前。在

那里，他们得怜恤，他们的问题得以解决；他们也蒙恩惠，他们的罪得蒙赦免。在那里，他们蒙恩惠，作随时

的帮助！（参看来十一：6） 
 

 (2) 不要用许多不必要的话祷告。 
阅读太六：7。耶稣基督警告说“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并不等于坚持不懈地祷告。不是口若悬河、强而有

力地祷告就会使祷告有果效。重要的是，我们寥寥几句话是凭着信心说的，神垂听了，并按着祂自己所定的时

候、以祂自己的方式应允我们的祷告。 
 
 

6. 总结这个比喻的主要教训。 
 

讨论。这个请求的朋友的比喻的主要教导或教训是什么？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知道什么或相信什么，祂教导我

们要成为怎样的人，或要做什么？ 
 

笔记。请求的朋友的比喻教导为人祷告或代求的基督徒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 
 

 (1) 代为请求的朋友必须看到迫切的需要。 
代求源于看到别人的迫切需要。那个需要帮助的朋友饿了，却没有东西吃；而且在晚上那个时候，他也买不到

饼。如果我们想要学习如何为别人祷告，就必须睁开眼睛，也要敞开心怀，留意我们周围的人有什么需要。 
 

基督徒应当知道，在属灵上，有成千上万的非基督徒生活在充满罪恶、无知和冷漠的黑暗午夜里。他们因为不

知道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而将要灭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也是被社会排斥的、经济拮据的、情感破碎的、目不

识丁的、身体患病的。他们吃不饱，又被忽视、受迫害，过着灵命患病或毫无果效的生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

般。有许多这样的人住在我们周围的城市、城镇和社区。除了祈求神的帮助之外，什么都没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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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代为请求的朋友必须无私地爱那个需要帮助的朋友。 
在午夜里，那个主人或代为请求的朋友是真正的朋友。他把那个又累又饿的朋友带进自己的房子里，也把他带

进自己的心里。他没有找借口，说：“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他没有这样做。在午夜里，当所有的商店都

关了门，人人都在睡觉的时候，他却出去想方设法的帮助他那个需要帮助的朋友。他牺牲了自己睡眠的时间，

也牺牲了在自己温暖的家里享受舒适。他舍己（路九：23）。他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是自我牺牲（林前

十三：5）。基督徒的爱使人因别人的缘故而忘记自己。爱使人把别人的需要视为自己的需要。基督徒的爱藉

着为别人而活和为别人而死找到真正的喜乐，正如耶稣基督一样。正是因为缺乏基督徒的爱而常常导致基督徒

的祷告百孔千疮。真正的基督徒的爱就是必须祷告，也必定祷告！ 
 

 (3) 代为请求的朋友必须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 
这个代为请求的朋友十分乐意把那个需要帮助的朋友所需的给他，但他根本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他既没有方法

也没有能力给他什么。他自己也处于贫穷匮乏和无能为力的境况！正是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促使他祷告和恳

求。他向他那个极有能力的朋友承认自己贫穷匮乏和无能为力。他说：“我有一个饥饿的朋友来到我这里，但

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这种体会使代求的意识变得更强。人若要得拯救脱离罪恶和免受审判，就必须靠着神

的超自然能力，唯有这个信念才能促使我们去代求。我们感到自己能够去做拯救别人的一切事情都是完全不足

够的，这种感觉会激励我们去代求。我们要知道只有神才能赐人生命并使人成长，这认知促使我们去恳求。在

这个代为请求的朋友看来，代求似乎是他寻求帮助的唯一盼望，也是表达他对那个需要帮助的朋友的爱的唯一

方法。这是向那些认为自己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作工的基督徒同工所发出的一个警告。同时，这也是对那

些感到软弱无力的基督徒同工的一个鼓励。最单纯、最软弱的基督徒能够祈求全能的神赐福。 
 

 (4) 代为请求的朋友必须相信他那个极有能力的朋友必定帮助他。 
这个代为请求的朋友没有的东西，另一个朋友却可以提供！这个代为请求的朋友有另一位朋友住在附近，他知

道那个朋友既能够也愿意把他所需要的东西给他。他确信只要他开口请求，他就会得到。因此，他在半夜时分

到他那个极有能力的朋友的家里去，求他给予所需要的饼。我们有一个极有能力的朋友，祂不是别人，而是全

能的神。祂靠近每一个基督徒，也垂听和应允每个按着祂旨意发出的祷告。祂能够帮忙我们，也愿意帮忙我

们！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圣经中充满这样的应许，而且神既能够也愿意把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再者，许多

基督徒的见证也促使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无法为需要帮助的人做的事情，神既能够也必定在回应我们的祷告

（代求）时做到。 
 

 (5) 代为请求的朋友必须勇敢而坚毅地祷告。 

这个代为请求的朋友向他那个极有能力的朋友求助，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然而，这个代为请求的
朋友的信心受到意想不到的考验：他那个极有能力的朋友拒绝帮忙！他那个极有能力的朋友说：“我不能起来

给你任何东西。”这个代为请求的朋友一颗充满爱的心，因这样令人失望的境况而多么没有指望啊！然而，这

个代为请求的朋友坚决不会因这次挫折而放弃。于是，他不断地恳求：“我有一个朋友需要帮助。你丰足有

余。我是你的朋友。请你帮助我！”这个代为请求的朋友不肯接受拒绝。相反，他以更大的勇气或毅力去请求

（祈求）。他站在那个极有能力的朋友的门外不停地叩门，也总不停止寻求帮助！这个代为请求的朋友对他那

个需要帮助的朋友的爱必定胜利！ 
 

 (6) 代为请求的朋友知道失望是不可能出现的！ 

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但因他情词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只要我们相信神是信实

的，当我们为别人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代求。那么，代求将会是我们找不到时间去做

的最后一件事情！代求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也是一项充满盼望和喜乐的工作，因为每当我们代求的时候，我

们都知道神必按祂自己所定的时候应允祷告。失望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耶稣说：“他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

他。”花在祷告上的时间，比只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更有果效！祷告使你的工作变得有价值，并且满有果效！祷

告开通一条道路，让神在我们里面动工，同时也藉着我们动工。我们透过祷告得着神的同在，也得着与我们同

行的力量。作工有果效的要诀，就是首先领受神的恩赐，然后施予给别人。代求是我们的无能为力与神的大能

大力之间赐福的连系。 
 

总结。因此，真正的代求者的特征包括： 
• 了解人们的需要 
• 效法基督的爱去满足这些需要 
• 意识到自己没有能力满足这些需要 
• 相信全能的神，祂既能够也愿意应允祷告 
• 有勇气在重重困难之下坚持不懈地祈求 
• 确信神必按着祂自己所定的时候应允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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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锲而不舍的寡妇的比喻 
 

阅读路十八：1-8。 
  

1. 理解比喻本身的故事。 
 

讨论。这个故事有什么反映真实生活的元素？ 
笔记。 
 

审判官。审判官大有可能是派驻在城市里的，而不是在小城镇里。这个审判官敌对神，也敌对人民：他不惧怕

神，也不尊重世人。他只关心自己。他从来没有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神要我做什么呢？”或“百姓一般赞

成什么，或不赞成什么呢？”他是一个不爱正义的审判官，也是一个不怜恤受欺压者和弱势群体的审判官。 
 

寡妇。“寡妇”是一个无助、受欺压的人的写照。在圣经中，寡妇被描绘为弱势群体，而且经常受到欺压。 
 

当面对质。这个寡妇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或许有人夺去了她所拥有一丁点的财物，又或者有人阻止她得到她有

权得到的东西。这个寡妇到这个审判官那里，希望他确认她的诉求，并且给她伸冤。然而，这个卑劣的审判官

断然拒绝了她，不想与她扯上任何关系。寡妇失望地回到家里，因为她知道她的申诉是公正的。 
 

寡妇的坚持。显然，审判官知道她的申诉是公正的。可是，他也知道她无法给他贿赂，而且她在城里也没有任

何影响力。过了不久，寡妇又再作尝试，结果还是一样。然而，她不肯放弃！于是，她再三来到这个不义之官

那里，恳求他给她伸冤。最后，审判官因她不断地唠叨而感到烦扰疲惫。于是，他心里说：“我就给他伸冤

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最终战胜这个审判官的是她的坚持！ 
 
 

2. 观察紧接的上下文，并确定比喻的元素。 
 

探索和讨论。这个比喻的背景、故事，以及解释或应用是什么？ 
笔记。 
 

 (1) 这个比喻的背景记载在路十七：20-37 和十八：1。 
耶稣刚刚告诉祂的门徒，在祂第二次降临之前会有一段漫长而越来越困苦的日子。基督徒应当坚定不移地祷

告，不可灰心丧胆。耶稣以一个不义之官的故事作为例证，教导我们坚定不移地祷告的功课。 
 

 (2) 这个比喻的故事记载在路十八：2-5。 
 

 (3) 这个比喻的解释或应用记载在路十八：6-8。 
 
 

3. 找出比喻中相关和不相关的细节。 
 

讨论。这个比喻故事中的哪些细节是真正重要或相关的？ 
笔记。 
  

耶稣没有给这个比喻故事中的任何细节赋予任何特别的意义。 
 

不义之官。这个邪恶的审判官与神是完全相反的。这个邪恶的审判官不关心任何人，只关心自己，但神关心世

人，尤其是那些相信祂的人！这个邪恶的审判官不断拖延和耽搁（希望能收到贿赂），然而，神必快快确保信

徒得到伸冤！ 
 

耶稣基督以一个不义之官的例证，来突显他与一位公义的神之间的对比！祂的目的是强调神必应允祷告，这是

绝对肯定的事！因此，祂鼓励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相信神必按着祂自己所定的时候应允每一个祷告！ 
 

寡妇的坚持。耶稣说：“她常到那个邪恶的审判官那里，求他给她伸冤。”这是耶稣赋予重要意义的唯一细

节。在第 1 节，祂说这代表那些“常常祷告，总不灰心”的基督徒！“寡妇”代表“选民或基督徒”，他们昼

夜呼吁神（第 7 节）。 
 

“她不断地烦扰那个邪恶的审判官”，这代表勇敢而坚持不懈的祷告！不是祷告中的勇气和坚毅使人更有信

心，而是人对一位确实存在、既垂听又应允祷告的神的信心，使人勇敢而坚持不懈地祷告！在这个比喻中，耶

稣把天上那位公义、慈爱、全能的神的性情，与地上那个邪恶、自私自利、相应毫无能力的审判官的性情作对

比。 
 

因此，耶稣问祂能否找到这样的信心，换句话说，这信心是相信在天上的神与这个在地上的邪恶审判官是完全

不同的！这信心是相信神必快快为勇敢而坚持不懈地祷告的基督徒伸张公义。这种信心是以勇敢而坚持不懈的

祷告表达出来的。耶稣要每个人都自我省察，看看自己是否有这样的信心；也看看自己是否真的相信，当他勇

敢或坚持不懈地祷告时，神必快快采取行动。 
 



 
© 2016 “空中门训” 门徒训练手册 11       第 29 课：请求的朋友和锲而不舍的寡妇 6 

4. 找出比喻的主要信息。 
 

讨论。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什么？ 
笔记。 
 

路十八：1-8 中，锲而不舍的寡妇的比喻是教导有关“在神国里恳切祷告”。 
 

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即使地上一个不公正、自私自利、相对毫无能力的审判官，最终也可以被驱动为

一个微不足道的反对者伸冤。在天上那位完全公义、慈爱、全能的神能够、愿意也必定以更快的速度为那些勇

敢和坚持不懈地祷告的基督徒伸冤！” 
 

全能和慈爱的神会像那个邪恶的审判官一样不断地把祂的选民（基督徒）拒之门外吗？耶稣说：“不会”。神

刚刚相反，祂会迅速地采取行动，确保他们得以伸冤！这个真理必能激励基督徒的信心！神必定快快回应那些

勇敢和坚持不懈地祷告的基督徒（参看来十一：6）！ 
 

接着，耶稣以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来结束这个比喻。耶稣提出这个问题，不是要人作出推测，而是叫人自我

省察。“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祂所指的是勇敢和坚持不懈地祷告的信心，像那个寡妇的信

心一样。耶稣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能自我省察，看看自己是否真的相信，神必快快采取行动，对勇敢而坚持不

懈的祷告作出回应。 
 

勇敢而坚持不懈的祷告，是神国的其中一个基本特征。真正属于神国的人怀着毫无畏惧的坦率、充满信心的坚

持或总不羞耻的坚毅去祷告。 
 
 

5. 将比喻与圣经中相似和相对的经文作比较。 
 

 (1) 这些经文的教导与这个比喻所教导的有何异同？ 
阅读出二十二：22-23；申十：17-18；诗六十八：5。 
世人若剥削弱势群体，如孤儿寡妇，当他们向神哀求，神必听他们的哀求，并且采取行动！神大有能力，大而

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祂为孤儿寡妇伸冤！神必作孤儿的父，也必作寡妇的伸冤者。同样，神也必

眷顾那些勇敢而坚持不懈地祷告的基督徒！ 
 

 (2) 谁是神的选民，或神所拣选的？ 
阅读耶三十一：3；路十：20；约六：44，37；徒十三：48；罗八：28-30；九：6-21；十一：1-8；弗一：4；
帖后二：13-14；提后一：9-10；彼前一：1-2；二：4-10；启七：3；十三：8。 
“神的选民，或神所拣选的”是对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称呼。神总不会让祂所拣选的人失望！神在创立世

界以前就按着祂的主权拣选（预定）他们得救，使他们事奉祂，并且归荣耀给祂。祂以永远的爱爱他们。因

此，祂必确保他们得到伸冤！祂必应允他们勇敢而坚持不懈的祷告，为他们伸张正义。 
  

 (3) 在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的历世历代，神必成就哪一类应许呢？ 
阅读诗三十四：18-19；赛四十三：2；罗八：28；林前十：13；林后四：17。 
主必救我们脱离一切患难。我们经历困境和逼迫，如逿过翻腾的江河、从熊熊烈火中行过，祂必与我们同在。

无论我们处于什么境况，祂都使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祂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祂也

总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脱离每一个试探。我们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因此，要凭信心祷告，这信心是以勇敢而坚持不懈的祷告表达出来的。 
 
 

C. 总结有关在神国里勇敢而坚持不懈地祷告的比喻的主要教导或教训 
 

讨论。这个有关在神国里坚持不懈地祷告的比喻的主要教导或教训是什么？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知道什么或相
信什么，祂教导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人，或要做什么？ 
 

笔记。主耶稣基督认为勇敢而坚持不懈的祷告非常重要，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因此，祂在圣经中讲述了三个相

关的比喻： 
• 太七：7-12 中的“祈求的儿子的比喻” 
• 路十一：5-8 中的“代为请求的朋友的比喻” 
• 路十八：1-8 中的“锲而不舍的寡妇的比喻”。 

祂在这几个比喻中教导我们，祷告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也要预期会遇到困难，这些困难只能够靠着勇敢

的坚持和坚定的毅力才能胜过。基督徒祷告的时候，总要预期会遇到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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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祷告方面所遇到的困难，有的在于我们自己这一方。 
赛五十九：1-2 概括了在祷告方面所遇到的困难，经文说：“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由于有某些罪

在我们与神之间成为拦阻，所以有些祷告不蒙应允。因此，在祷告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乃在于祷告者自己！ 
 

在祷告方面所遇到的另一个困难，可以从祈求的儿子的比喻中看到（太七：7-12，参看手册 11，附录 1）。虽

然神既乐意也能够把我们所需用的和我们在祷告中所祈求的给我们，但我们却不愿意祷告（祈求）、不愿意采

取行动（寻找），也不愿意坚持不懈（叩门），这成为神与我们之间的拦阻。因此，在祷告方面所遇到的困

难，也是在于祷告者自己！ 
 

 (2) 在祷告方面所遇到的困难，有的在于世界那一方。 
弗六：12 写道：“我们……乃是与那些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因此，在祷告方

面所遇到的困难，乃在于世上的邪恶势力那一方。在天上的灵界也有许多困难需要胜过（参看但十：12-13；
可九：25-29）。 
 

 (3) 在祷告方面所遇到的困难，有的在于神那一方。 
在代为请求的朋友的比喻和锲而不舍的寡妇的比喻中，耶稣基督提到在应允祷告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在于“那

个不情愿，甚至不肯帮忙的朋友”和“那个不义之官”！因此，在祷告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乃在于神那一方！

耶稣将世上这两个不完美的榜样（那个富有的朋友和不义之官）与完全的神作对比，藉此激励基督徒，要相信

勇敢而坚持不懈的祷告可以克服一切障碍。 
 

然而，我们在祷告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同时也成为神在应允祷告方面所遇到的困难。有些东西我们若太早或太

容易得到的话，会给我们带来伤害，但神的智慧、公义和慈爱，不会让我们受到伤害。罪和它所带来的后果，

往往使神无法立刻赐予所求的（诗六十六：18；雅四：2-3）。我们要冲破在我们自己生命中的罪恶权势（诗

三十二：1-5），或我们代求的对象生命中的罪（但九：1-23），因此，我们在祷告中竭力的祈求，这是不争的

事实（西四：12-13）。当我们恳求神除去这些已知和未知的障碍时，我们坚持不懈的祷告会把我们带进一个

在神面前破碎和无助的状态（诗五十一：1-17）。我们与一切已知的罪断绝，我们向神降服，我们全心全意地

遵行神的旨意，并且我们的信心不断增长，抓紧神的应许，这一切都能够克服在我们这一方的障碍，同时也能

够克服在神那一方的障碍。神使我们降服，我们也在祷告中降服障碍。神胜过我们，我们也在祷告中得胜！ 
 

 (4) 勇敢而坚持不懈的祷告是大有益处的。 
神要我们勇敢而坚持不懈地祷告，也许我们觉得这个要求是不合理的，或者至少是无法理解的。不过，在身体

方面，持续的运动可以锻炼肌肉，努力工作可以培养耐力，困难可以培养品格。在教育方面，每天克服新的智

力问题可以培养洞察力和智慧。我们正是在面对和克服困难当中取得最大的成就。 
 

在属灵生命方面，原则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只要（在祷告中）祈求，就立即得着所求的，然后就转身离去，

我们将会蒙受损失。我们自己生命中的困难、我们代求的对象生命中的困难，以及在天上的灵界中的困难，促

使我们勇敢而坚持不懈地祷告。我们正是在这竭力而坚持不懈的祷告中找到许多属天的福气。 
 

我们正是在竭力祈求的时候，发现我们是何等不喜爱与神相交、我们的信心是何等的小、我们让神的圣灵来掌

管我们生命中的领域是何等的少。我们藉着坚持不懈地祷告认识到自己的软弱、缺点和不配。我们藉着坚持不

懈地祷告把我们自己的意愿、力量和良善都钉在十字架上。然而，我们也藉着坚持不懈地祷告学会靠着恩典为

荣耀神而活、相信神的应许，并且倚赖神的大能。因此，我们在坚持不懈地祷告时所遇到的困难成为了我们最

大的特权，因为困难必定能够克服，并且带给我们最丰盛的福气！ 
 

5 
祷告（8 分钟）                                                      ［回应］ 

以祷告回应神的话语 
 

在小组中轮流作简短祷告，为你今天所学的教训回应神。 
或把组员分成两个或三个人一组，为你今天所学的教训回应神。 
 

6 
备课（2 分钟）                                                       ［习作］ 

准备下一课 
 

（组长。写下并分派此家中备课事项给组员，或让他们抄下来）。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门徒、建立教会，并且传扬神的国。 
2. 与另一个人或群体一同传讲、教导或研习“请求的朋友” 的比喻和“锲而不舍的寡妇” 的比喻。 
3. 与神相交。每天在灵修中从箴言第六、七、八、十章阅读半章经文。  
    采用“领受最深的真理”的灵修方法。记下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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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背诵经文。回顾 Ｋ 系列：“神的伟大”。(1) 神是无可比拟的：赛四十：25-26，(2) 神有无限的荣耀：代上

二十九：11，(3) 神是满有权能的：弗一：11-12，(4) 神是无所不知的：来四：13，(5) 神是全能的：耶三十

二：17。 
5. 研经。在家里准备下一次研经。罗八：1-17。 
    采用五个研经步骤的方法。记下笔记。 
6. 祷告。这个星期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祷告，并看看神的作为（诗五：3）。 
7. 更新你关于传扬神的国的笔记簿。包括灵修笔记、背诵笔记、教学笔记和这次准备的习作。 
 


	国度。                      第29课
	祷告
	准备下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