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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教师及作家爱主音·罗杰斯 (Pastor Adrian 

Rogers) 向世界各地的人们介绍了耶稣基督

的爱，并以如此简单的方式传讲深奥的圣经真

理，甚至“一个5岁的孩子可以明白，而同时在

对50岁的人讲”，以此影响了无数的生命。      

值得的爱 (Love Worth Finding) 始于1987年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的广播事工，至今仍然

是他全面教学的唯一资源。 我们希望通过书

籍、录像和录音、数字内容及其它媒体资源，

将他简单明了的、永恒的属灵智慧与大家分

享，希望不仅以耶稣的希望来帮助非基督徒，

并同时加强和鼓励日常基督徒的信心。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Pastor Adrian Rogers



本册取自于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的讲道 《带着能力祷告》（＃1692）， 
英文版，可通过以下链接在线获取。

lwf.org /p r o d u c t s / h o w - t o - p r a y - f o r - o u r - d a i l y - b r e a d -1 6 9 2

lwf.org /p r o d u c t s / t h e - s c h o o l - o f - p r a y e r - s e r i e s

值得分享的真理

跟随耶稣在马太福音28:19中留给我们的
最后指示，值得的爱 (Love Worth Finding) 

设计了值得分享的真理汇编以用于你
个人的成长，而且更重要的是，用于给你

的任务：“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Pastor Adrian Rogers

神可以用你，以你所有的，于你所在
之处。他会满足你的一切需求。

https://www.lwf.org/products/how-to-pray-for-our-daily-bread-1692
https://www.lwf.org/products/the-school-of-prayer-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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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能力祷告

带着能力祷告！基督徒在世没有比学会如何祷告更重
要的课题——不仅要学会如何祷告，而且要在圣灵里带
着能力祷告，并使祷告得到回答。 作为基督徒，我们必
须认识到，没有什么是超越祷告范围的，除了神旨意之
外的。 祷告能做任何神能做的，而神凡事都能！

以下是主关于祷告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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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太福音6:9-13)

主在此教导我们要如何祷告。 请注意主没有说：     
“做这个祷告。” 他说：“你们要照这样祷告。” 这不只是

不动脑子而重复的祷告。 有时，在民事礼堂的集会中有
人会说：“现在让我们全体起立，说主祷文。” 这不一定
合适。 首先，其中有许多人甚至可能不是基督徒，他们
实际上没有资格，正如我们一会儿要讲的，称神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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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不只是站起来说祷告。 祷告不是要说的，而
是要祷告的。 你可能会问：“有什么区别？” 

这么说，假如我来你家，坐在你客厅里，你对我说： 
“说个对话。” 这会是愚蠢的。 祷告是和神讲话，不只是

重复字语。 耶稣说，祷告时不要无谓地重复。 关键是在
马太福音6:9，它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这是
教导我们如何祷告的指南。 像这样祷告！

说到此我承认，有时这祷告的话跟我的需要恰好吻
合。 那么我可能会一字一句地重复主在此所教导的。 我
不只是重复字语，而是用他的话从心里向我们伟大的
神祷告。 对许多基督徒来说，人生的主要失败在于没有
学会如何祷告。 你生命中没有罪是适当的祷告所无法
避免的。 你生命中没有需要是适当的祷告所不能满足
的。 这是我为何强调，除了神旨意之外的，没有什么是
超越祷告范围的。 如果我们不学会如何祷告会是多么
的愚蠢啊！ 因此，学习主在马太福音6:9-13中给我们的
示范祷告非常重要。 主在此告诉我们要如何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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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的人

马太福音6:9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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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这祷告中的人
是孩子和他父亲。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我们的父
讲话。 明白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真正的、带有能力的祷
告——得胜的祷告——是给神孩子的。 

你可能会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每个人都是神
的孩子。 不，不是的！不是每个人都是神的孩子。 耶稣对
未得救的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
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约翰福音8:44后）

谁是神真正的孩子？ 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
主耶稣时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
们权柄，作神的儿女。”（约翰福音1:12）所以，不是每个
人都是神的孩子，只有信徒才是！我们经常听人们谈论
全宇宙的父及四海之内皆兄弟。 这是不对的。 神不是全
宇宙、全人类的父，人类也不一定都是兄弟。 

在肉体上我们可能是兄弟，但在灵里我们不是，直
到我们出生在神的大家庭，有一个共同的父。 当我们出
生在神的大家庭时，神成为我们的父。 有些人可能会争
辩说，既然神创造了我们，那他就是我们的父。 那么，神
也创造了老鼠、蟑螂、秃鹰、和响尾蛇。 他不是它们的
父！不，他不以创造为父； 他以新生为父。 



4

因此，如果你希望祷告得到回答，并希望祷告有能
力的话，首先必须发生的是，你要成为神的孩子。 为要
成为神的孩子，就必须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
主。 你这样做了吗？ 基督活在你心里了吗？ 若是的话，
你就可以祷告了。 当你能说“父” 时，你就会明白祷告
是多么容易。 

有时我请人祷告，他们说：“哦，对不起，我不会祷
告。” 这些人名义上是基督徒！他们为何不会祷告？ 显
然，他们可以与尘世的父讲话。 任何能与尘世之父讲话
的人，就可以与天父讲话。 你不必是业余莎士比亚，用
古语、或令人费解的术语、或作诗来祷告。 你可以就从
心里跟神讲话。 孩子跟父亲就是这样讲话的。 

假如当我孩子们还住在家里时，我女儿来找我说： 
“向您杰出的牧师致敬。 欢迎您旅途归来。 您能否授予

您二女儿詹妮斯一些钱，我好旅途去那边的药妆店，为
自己采购一些化妆品来装扮我的脸颊？” 这太荒谬了，
不是吗？ 

更可能发生的情形是：“爸爸，我爱你。 真高兴你回
来了。 爸爸，我需要一些钱。 我要去药妆店买些东西。” 
她会从心里跟我说，因为我是她父亲。 这并不意味着她
不尊重我。 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对神不敬。 我们可以从心
里跟神讲，对他说：“父啊。” 

加拉太书4:6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
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 阿爸这个词是阿
拉姆语的爱称。 最好的翻译是“爸爸”。 

你有没有想过叫伟大的神——那掏空大海，堆积群
山，抛出群星，掌管伟大宇宙的一位——你有没有想过
叫他“爸爸”？ 这会是不敬吗？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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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出生在神的大家庭，神的灵会在你心里呼
喊“阿爸，父”。 你可以在灵里爬上他的膝，双手搂住他
的脖子，像对尘世之父一样地跟他讲话。 

有些人认为，他们得要藉着祭司或圣人祷告。 他们
以与总统交谈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他们说，你不会直
接去找总统； 你会去找参议员或众议员。 然后，他会为
你到总统那里去。 他们以此推测你不能直接到神那里
去。 但你可以去到祭司或圣人那里，然后他们为你到神
那里去。 

但是朋友，如果总统是我爸爸的话，我不会通过议
员去。 我不会说：“议员先生，你能帮我告诉爸爸一件事
吗？” 如果总统是我父亲的话，不会。 

我要你知道，如果你以信主耶稣基督而重生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到神，你的父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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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的目地

马太福音6:10说：“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
上，如同行在天上。” 祷告有个目的，而且只有一个目
的，那就是成就神的旨意。 

祷告不是改变神的旨意，让它符合我们的旨意。 太
多的人认为：祷告是说服神做他通常不想做的事。 不是
这样的。 

祷告是寻求神的旨意，并跟随。 祷告是让神的旨意
行在地上的途径。 

有些人可能会说：“我就知道祷告里有圈套。 我只
能有神的旨意。 如果我得不到我想要的，我不要。” 如果
你这样想的话，让我告诉你，神为你要的，是你会为自
己要的，如果你有足够的明智来要的话。 

神的旨意对你是最好的。 神的旨意不是你不得不
做的。 神的旨意是你有幸可做的。 

神如此的爱你。 他把一切的好处给那些行动正直
的人（诗篇84:11）。 神想要祝福你。 神渴望祝福你。 你
得要明白神的旨意。 

成功的祷告是找到神的旨意，并去行。 你不是被神
的旨意所围困，而是因神的旨意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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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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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一书5:14）我
们必须按神的旨意祷告。 

圣经中有些经文明确表明了神的旨意。 例如，圣经
说主“...不愿有一人沉沦...”（彼得后书3:9）。 还有，当
有人得救时，神要他们成圣，因为圣经说：“神的旨意就
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帖撒罗尼迦前书4:3）

虽然我们知道某些事情是神的旨意，但在其它事
情上，我们必须寻求他的旨意。 你应不应该搬去另一个
城市去接受那份新的工作...你应不应该卖掉房子...你
应该去这所大学还是那所大学...你应不应该嫁给这人
或娶那人？ 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若是寻求神的旨意，
就会明白神的旨意。 但我们怎样才能明白神的旨意呢？ 
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福音15:7）   

“常在里面” 就是每时每刻都倚靠耶稣——仰望耶稣，
依靠耶稣。 这也意味着我们要每天读神的话语，让它从
页面进到我们心里。 然后，圣灵会告诉我们如何祷告
以及祷告什么。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在圣灵里的祷告”。 

要知道，圣灵帮助我们祷告。 我们在圣灵里，藉着
圣子，向圣父祷告。 如果我们降服于神的灵，常在基督
里，那么他的话就常在我们里面。 因此，我们就可以为
所求所想的祷告了。 因为奇怪并奇妙的是，我们现在所
求所想的会是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现在有了基督的心。 
当我们祷告时，我们思想基督的心。 

我从祷告中学到的最美好的教训之一是：到达天堂
的祷告，是从天堂开始的祷告。 我们只是闭合回路。 神
把一些事放在我们心里来祷告，我们为此祷告，它又即
刻回到天堂。 



8

祷告是圣灵找到父神的心愿，把这心愿放在我们
心里，然后以十字架的大能将它送回天堂。 这是不是很
美？ 

因此，祷告的目的是什么？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
的旨意行在地上。” 我们要在一切的祷告中寻求神的旨
意。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祝福会减少； 这意味着更多
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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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的供应

马太福音6:11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主在告诉我们，他会以非常实际的方式来满足我们的
需要。 

圣经中最伟大的经文之一是：“我的神必照他荣耀
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 

（腓立比书4:19）这没有说“我的神必使你们一切所想
要的都充足”， 因为，有时我们想要我们不需要的东西。 

还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我们不想要的东西。 我爸爸
过去常说：“你需要挨打。” 他是对的。 我需要。 但我不
想要。 

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
需要的都充足并丰盛。 注意腓立比书4:19没有说从他
的丰富里。 一个百万福翁可能从他的财富里给你十块
钱，但这并不一定是照他的丰富。 

说到此，我们有很多的需要。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开
始时小心地提到，这不是机械重复的祷告。 这是示范祷
告。 耶稣没有说：“做这个祷告。” 他说：“像这样祷告。” 

如果你需要日用饮食，就向神求日用饮食。 如果你
需要工作，就向神求工作。 如果你需要房子，就向神求
房子。 让圣灵告诉你该求什么，然后在圣灵里祷告，你
的需要能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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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信，许多基督徒的需要未得满足——当神想要
满足这些需要时——是因为他们不祷告而亏欠了自己。 
在雅各书4:2中我们读到：“...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
不求。” 

在我读大学时，我在大西洋边近印度河的佛罗里达
州一个乡村小教会牧教。 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世界上
最好的一些柑橘类水果在那里生长。 

当我准备返校时，我去了那里，遇到了一位执事。 
他有两大个帆布袋，里面装满了橙子、柚子和柑橘。 

他说：“爱主音，这是给你的。” 
“但是，” 我说：“我吃不了这么多橘子，要坏掉

的。” 他说：“那就带回学校去送掉。” 
于是，我把它们放在车厢里，开回了学校，放在一个

柜子里。 一两天后，我正在吃午饭，看去后院，见一个小
男孩偷偷摸摸的。 他一直不知道我在看他，于是我决定
看他要做什么。 见他想从我后院的树上偷橘子。 那颗
橘树就是我们所叫的酸橘树，观赏用的。 他摘了一个就
跑了。 

在那些日子里，我没有多余的钱，但我真的相信我
会给一块钱，就看那小男孩咬那苦橘的第一口。 

但以下是这例子所未意料的。 
如果那小家伙来敲我的门，说：“先生，我能摘一个

那里的橘子吗？” 我会说：“不，孩子，你不能。 但如果你
到我这里来，我会给你很多的橘子。” 我有很多橘子要
给掉。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
求” 的意思。 

我相信有一天，当我们在天堂时，主也许会带我们
去一个很大的柜子，打开门，说：“看里面，你看到所有
这些东西了吗？ 这些本来都是你的。 是我为你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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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要了魔鬼的酸橘子，那是你所得到的。” 你们得不
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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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的赦免

有时祷告没有回答，因为我们没有如同向父一样地向
神祷告。 我们从未得救。 有时祷告没有回答，因为我们
没有按神的旨意求。 我们不是说：“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
的旨意行在地上。” 而是说：“愿我的国降临； 愿我的旨
意行在地上。” 有时祷告没有回答，因为我们没有求。 我
们只是没有说：“父啊，请给我所需要的。” 

又有的时候，祷告没有回答，因为在我们生命中有
未承认、未悔改的罪。 马太福音6:12说：“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在为所需祈求的同时，我们还要记住，有一样我们
肯定需要的是赦免。 

我要给你两个祷告的应许。 这是第一个：“我若心
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诗篇66:18）第二个是：

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
发沉，不能听见。 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
绝。 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以赛亚
书59:1-2）

注意这节经文没有说神听不见，而是罪使你与圣洁
的神隔绝。 因此，我们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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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没有说，如果你犯了罪，主必不听。 如果这样
的话，他不会听我们任何人的。 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语
关于我们所说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
耀。”（罗马书3:23）约翰一书1:8还说：“我们若说自己无
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神告诉我们，我
们若心里注重罪孽，他必不听。 这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假设你像普通基督徒，说：“嗯，没有人是完美
的。 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些罪，因此这个是我的。” 你有
个小小的、宠爱的罪。 也许是怨恨、态度、或习惯。 你对
这罪没有悔改或悲伤，而是注重。 

现在如果说，你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说：“主啊，你知
道我的孩子病了，求你治愈我的孩子。” 你认为神会听
你的祷告吗？ 不，他不能听你的祷告！

你看，这不只是你犯了罪，而是你还注重那罪。 神
若照你所求的去做，他会是鼓励你犯罪。 神不能照你所
求的去做。 你必须首先对付你的罪。 你必须悔改。 你必
须把罪从你心里、从你生命中除去。 除去的唯一办法是
到主的面前来，请求他的赦免。 

圣经在约翰一书1:9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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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带着心里、生命中未悔改的罪祷告，
你在浪费呼吸！你的祷告升不过灯泡。

还要记住，神照我们饶恕别人的方式赦免我们。 你
是如何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人的？ 

你可能会说：“呣，我不会原谅她。” 神说：“我不会
原谅你。” 然后你说：“好吧，如果这样的话，我原谅她，
但我不再跟她往来。” 神说：“好，我原谅你，但不再跟你
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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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看到，我们是在有条件地祷告。 我们在说：  
“主啊，照我饶恕别人的方式赦免我。” 

我听说一个小女孩生她母亲的气。 一天晚上还早，
她母亲带她去睡觉，并告诉她睡觉以前先祷告。 小女孩
跪下来，为她兄弟、姐妹、爸爸、阿姨、叔叔等祷告了。 然
后，祷告完了她说：“阿们。” 她抬头看着她母亲说：“我
猜你注意到了，你没在里面。” 嗯，这种祷告不是能得回
答的祷告。 

我要诚心问你，现在在你心里有未承认的罪吗？ 也
许大，也许小。 但如果你生命中有罪，那么就不要奇怪
神不听你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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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的保护

马太福音6:13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
恶...” “凶恶” 的字面意思可译为“凶恶者” ——魔鬼！

有一个魔鬼。 他是非常真实的，他想阻止你祷告。 
他对他的恶魔说：“不要让这人祷告，因为如果你们能
阻止他祷告，我们就能每次都打败他。 但如果他祷告的
话，他会每次都打败我们！” 

有人说，当魔鬼看到甚至最弱的圣徒跪下来祷告
时，他都会发抖。 因此朋友，我们需要祷告：“主啊，不叫
我们遇见试探。” 

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真实的问题。 神试探我们吗？ 
雅各书1:13说，神不以恶试探人。 彼得后书2:9也说，神
知道如何“...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 因此，主祷文
的这段话可以译为：“带领我们，以免我们落入试探。” 
我们需要每天祷告，求主救我们脱离试探。 

让我问你个问题。 你是曾犯罪，求神赦免你，神这
样做了？ 现在让我再问你个问题。 当你求神赦免你的罪
之后，你有没有再犯同样的或类似的罪？ ——即使在神
赦免了你之后？ 你有没有重复那罪多达十次，然后到神
面前来说“又是我，我又犯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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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不是继续赦免我们？ 如果我们诚心的话，他会
的。 “七十个七次” 他会赦免你。 你犯多少次罪，他会多
少次赦免你！赞美他的美名！

就神而言，这是你第一次犯罪！因为神不仅赦免，他
还忘掉我们的罪！

“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
远！”（诗篇103:12）“...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愆。”（希伯来
书8:12）

但是且慢！每次以同样的罪来，你不感到厌倦吗？ 
你不感到尴尬吗？ 回来说：“主啊，又是我。 我又犯罪
了，我又失败了，神啊，求你怜悯我。” 你不感到羞愧吗？ 
你为何不断地来，如马太福音6:12所说“免我的债”？ 我
想，这是因为你明白了经文第12节而没有明白第13节。 

第12节是祷告的赦免，但第13节是祷告的保护。 我
们屡次回到神面前来求神赦免的原因是，我们还没有
作祷告的保护装备，使我们不至于反复落入试探。 

你看，我们许多人一早从床上跳起，感觉不错，我
们不感到有任何实际的祷告需要。 阳光明媚。 我们吃
早餐，喝咖啡，然后驶出家门，感觉很好。 然后一天中的
某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和撒旦迎面相
撞。 我要你知道，魔鬼每天在为你的脚挖坑。 他知道怎
样绊倒你。 

但说实话，魔鬼并非对你感兴趣。 他真正的争战是
对神。 恶人都知道，如果他们不能直接伤害某人，他们
会试图伤害这人所爱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魔鬼想要伤
害你，这样他就可以间接地伤到神。 

因此，我们成了这场争战的棋子。 魔鬼才是真正的
敌人！他计划要破坏我们，伤害我们的亲人。 但我们度
我们的一天。 一切都好好的。 然后撒旦扔一颗重磅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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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身上。 来得如此的意外，我们失败了。 在一天的
结束时我们说：“神啊，我很抱歉！主啊，赦免我！” 他会。 

要知道，这个祷告不是一天结束时关门的门闩。 而
是一天开始时开门的钥匙。 

当我们醒来时，我们必须穿上主耶稣基督的军装，
不为肉体安排（见罗马书13:14）。 我们必须沉浸在神的
同在和大能中。 

当我们说“亲爱的主，救我们脱离凶恶。 亲爱的主，
带领我们，免得我们落入试探” 时，神就在我们周围筑
一道火墙。 学会如何祷告是多么的重要啊！

我们求保护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有能力对付。 
最糟的不是我们不祷告——而是我们的骄傲！我们认为
可以度过一天，以自己的力量来战胜魔鬼。 最好的保护
是退出防守，进入攻势。 

我有个朋友是迈阿密海豚队的后卫。 人们叫他“嘎
吱队长”。 他是个高大的硬汉子，且他爱主。 有一天我听
他讲到他与教练的谈话。 教练问他：“迈克，你能为我征
一些球员吗？”

“好的，教练，你要找什么样的球员？”
“嗯，有种球员被击倒了就躺在那里。”
“我们不要他，是吗，教练？”“不！”

然后教练说：“然后还有一种人，你击倒他，他站起
来。 你再击倒他，他再站起来。 你击倒他，他再继续站
起来。”

“这是我们要的人，是不是，教练？”
“不，我们不要。 我要你找那击倒所有人的。 这是

我想要的人！”
我感谢神，我们每次被击倒的时候，他都拉我们起

来。 不过，你难道不想抵挡魔鬼，让他离你而逃，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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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说“主啊，我又倒了，请拉我起来”？ 圣经在罗马书
12:21中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我们要藉着祷告“亲爱的主，救我脱离凶恶，带领
我，免得我落入试探” 来退出防守，进入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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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的赞美

马太福音6:13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主祷文以赞美的音符结束，如同它
以赞美的音符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
名为圣。” 

所有带有能力的祷告都是充满赞美的祷告。 为什
么？ 因为神以他子民的赞美为宝座（见诗篇22:3）。 

祈求去到神的面前带走些什么。 但赞美去到神的
面前，且永远留在那里。 它喜悦主。 当我们把赞美的祭
奉献给主时，它为主带来祝福。 因此，带有能力的祷告
是充满赞美的祷告。 

我们祷告时也赞美神，因为赞美是信心的表达！祷
告是内在信心的表现。 是信心使祷告得到回答。 

当我们带着纯洁的心，按着神的旨意祷告时，我们
便有资格期待神回答我们。 因此，我们就可以开始赞美
他。 如果祷告有困难，这可能是因为我们赞美得不够。 

彼利·森得（Billy Sunday）说，我们需要从祷告中拔
除一些呻吟，铲进一些“哈利路亚”！赞美是一奇妙、强
大的东西。 

当我准备去读大学时，我爸爸说：“儿子，我想要供
你上大学； 但我没有能力，但是我想。” 我说：“爸爸，我
感谢你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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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召我传道，他看顾了我。 我从手到口地生活，而
且通常是从神的手到我的口。 但当我爸爸说“儿子，如
果我能的话我想” 时，对我意味很深。 

你看，天父永远不会对我说：“儿子，我想，但我不
能。” 我的天父是万王之王。 我们有父的心和王的手！

我们有一个能听我们的父，我们有一个能回答我们
的王！我们应该迫切地、热切地、期待地、带着赞美地向
神祷告。 

我在和一个年轻小伙子谈话，他对我说：“神召我
传道，他要我去读书，但我没有钱。 所以，我想我不能去
了。” 我说：“如果我能找到一个百万富翁来帮你，你会
去吗？” 他眼睛一亮，说：“我一定会的!” 我说：“好，你有
一个，他拥有世界——万能的神。” 

神所带领的，他会供应。 如果神不能的话，还有谁
能？ 神也许会用百万富翁，或许可能用其它的办法，但
我要告诉你，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他的！我们向多么
伟大的神祷告啊！如果我们不学会如何祷告，会是多么
的愚蠢啊。 

你生命中没有失败而非祷告的失败。 你生命中没
有罪是适当的祷告所无法避免的。 如果你学会了如何
祷告，你生命中就没有无法满足的需要。 

因此，我要你随着门徒和我自己的心一起说...主
啊，教我们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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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的恳请

朋友，你把生命交给主了吗？ 你是否确信，如果你现在
死了，你会直接去天堂？ 若是没有，请让我以神的话语
为权威告诉你，怎样可以得救。

承认你的罪

首先，你必须认识到并承认你是罪人。 圣经说：“没有
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3:10） “因为世人都犯了
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 罪是对神的冒犯，
会受到严重的惩罚。 “罪的工价乃是死（和神的爱与怜
悯之永恒的分离)； 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
稣里，乃是永生。” （罗马书6:23）

放弃自我努力

其次，你必须放弃任何努力来救自己。 我们若能救自
己，耶稣的死便没有必要！ 即使“信仰宗教”也无法让你
进天堂。 圣经说：“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
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神的）怜悯。”（提多书3:5） 得救
是藉着神的恩典，“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
弗所书2:8-9）



承认基督的付出

第三，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你的罪而死。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

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8）这意味着他替你
死。 你的罪债已由耶稣基督“洗净我们一切罪”（约翰一
书1:7后）的血付清了。

接受基督作你的救主

第 四，你 必 须 唯 独 信 靠 耶 稣 基 督 救 你 。 “ 当 信 主 
耶稣，你必得救。”（使徒行传16:31） 救恩是神所赐的礼
物！ “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罗马书6:23）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
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使徒行传
4:12）

真诚地从心里做这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神，我知道我是罪人。 我知道你爱我，想
要救我。 我知道我无法救自己。 耶稣，我相信你
是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付清我的罪而死。 我
相信神让你从死里复活。 我现悔改我的罪，凭着
信心，接受你作我个人的救主。 赦免我的罪，救
我，主耶稣。 以你的名祷告。 阿们。

如果你今天做了这个祷告，请以手册背面的地址与
我们联系让我们知道。 然后找一所附近敬基督、相信圣
经的教会。 找到教会的牧师，告诉他神为你所做的。 他
会与你同欢喜，我们也一样！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Pastor Adrian Rogers

将人们指向圣经
然后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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