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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Pray 
 
 
引言問題 

 覺得禱告容易還是困難? 
 為甚麼需要禱告? 
 怎樣學習禱告? 

o 門徒要求耶穌教導他們禱告 (e.g. 路11:1) 
 有沒有人教我們禱告? 
 覺得自己禱告是強還是弱? 
 怎樣作公開的禱告, 怎樣作私下的禱告? 

 
 
聖經中一些禱告的例子 

 以聖經的例子來探討禱告的作用和禱告的生活是怎樣一回事 
o 這部份主要是透過數個例子, 探討弟兄姊妹對禱告的看法, 和他們禱告生

活是怎樣的. 
 事例一:  以色列人求立王 

o 1Sa 8:6-7 CUV-T  撒母耳不喜悅他們說「立一個王治理我們」，他就禱

告耶和華。  (7)  耶和華對撒母耳說：「百姓向你說的一切話，你只管依

從；因為他們不是厭棄你，乃是厭棄我，不要我作他們的王。 
 禱告是預備接受神的意思和我們的喜好不一樣 
 應用: 如果我評估這個決定對某弟兄姊妹不好, 但我是否接受神可

以有祂的時間表和安排呢? 
 事例二:  亞蘭圍攻撒瑪利亞, 神人以利沙禱告僕人看見 

o 2Ki_6:17  以利沙禱告說：「耶和華啊，求你開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

看見。」耶和華開他的眼目，他就看見滿山有火車火馬圍繞以利沙。 
 禱告讓神給我/別人看見祂的作為 
 應用: 以利沙知道火車火馬, 但少年人不知道.  聖靈能夠讓人看見

神怎樣行事, 求神讓他 “看見”. 
 事例三:  約拿拒絕服從神的命令被大魚吞吃 

o Jon_2:1  約拿在魚腹中禱告耶和華他的神， 
 在神的管教中祈求拯救 
 應用: 就算是神在管教我們, 還是能夠禱告神的拯救 
 在神的手中, 總比落在人的手中好 

 2Sa 24:14 CUV-T  大衛對迦得說：「我甚為難！我願落在

耶和華的手裡，因為他有豐盛的憐憫。我不願落在人的手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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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例四:  哈巴谷先知因迦勒底人向神的疑問和控訴 
o Hab 1:2 CUV-T  他說：耶和華啊！我呼求你，你不應允，要到幾時呢？

我因強暴哀求你，你還不拯救。 
 神讓我們向祂提出疑問和控訴的.  不要把疑問和控訴帶到別人(配

偶, 兒女, 父母, 朋友, 弟兄姊妹, 同事等) 身上. 
 王上19:14-18, 以利亞控訴以色列人把所有先知都殺了, 只剩他一

人.  神的答覆讓以利亞明白事實和他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神已預備

他的繼承者以利沙並七千未曾敬拜巴力的以色列人. 
 當我們看見神背後的作為時, 控訴和不滿也隨即消失了. 

 事例五:  保羅和西拉在腓立比監中禱告唱詩讚美神 
o Act_16:25  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詩讚美神，眾囚犯也側耳而

聽。 
 徒16:9-10 聖靈引導他們到腓立比, 連猶太人會堂都沒有的地方

(v13), 後因更被打下監(v22-23), 是甚麼讓保羅和西拉能夠在這

處境下禱告讚美神呢? 
 思考:  如果神我們按神旨意生活, 但卻遇上不如意的情況, 這會怎

樣影響我們禱告生活呢? 
 事例六:  彼得行走海面因害怕而下沉 

o Mat 14:30 CUV-T  只因見風甚大，就害怕，將要沉下去，便喊著說：

「主啊，救我！」 
 事例七:  大衞向神認罪 

o 2Sa 24:10 CUV-T  大衛數點百姓以後，就心中自責，禱告耶和華說：

「我行這事大有罪了。耶和華啊，求你除掉僕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

是愚昧。」 
o 2Sa 12:13 CUV-T  大衛對拿單說：「我得罪耶和華了！」拿單說：「耶

和華已經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於死。 
  

 
ACTS 
Adoration 讚美 Confession 認罪 

Thanksgiving 感恩 Supplication 祈求 

 
祈禱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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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 Psa 146:2  我一生要讚美耶和華！我還活的時候要歌頌我的神！  

認罪: 1Jn 1:9 CUV-T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感恩: Eph 5:20 CUV-T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神。 
祈求: 1Sa 1:27  我祈求為要得這孩子；耶和華已將我所求的賜給我了。  

代禱: Eph 6:18-19 CUV-T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

聖徒祈求，  (19)  也為我祈求，使我得著口才，能以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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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66:18-20 CUV-T  我若心裡注重罪孽，主必不聽。  (19)  但神實在聽見了；他側

耳聽了我禱告的聲音。  (20)  神是應當稱頌的！他並沒有推卻我的禱告，也沒有叫他

的慈愛離開我。 
Psa 66:18-20 KJV  If I regard iniquity in my heart, the Lord will not hear me:  (19)  
But verily God hath heard me; he hath attended to the voice of my prayer.  (20)  
Blessed be God, which hath not turned away my prayer, nor his mercy from me. 

 Mercy:  God withstanding his judgement that the individual does deserve. 
 V19 詩人似乎在表達由於神聽了他的禱告, 証明他不是心裡注重罪孽的人. 
 V10-12 詩人曾經經歷各種熬煉, 網羅…. 在經歷這些時怎樣確定上帝是與自己同

在? 
 私禱是一個反醒的過程, 回看過去神的幫助, 今天的處境, 求上帝的幫助. 

 
馬可福音 1:35 CUV-T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裡

禱告。 
Mar 1:35 KJV  And in the morning, rising up a great while before day, he went out, 
and departed into a solitary place, and there prayed. 

 上下文耶穌正在忙於各樣的服事.  門徒亦到處找尋耶穌. 
o V21-28 在迦百農趕鬼, 名聲傳遍加利利 
o V29-34 醫治彼得岳母, 合城聚集, 治病趕鬼 
o V35 獨自退到曠野禱告 

 比較 V6:46 
o V36-39 拒絕門徒請求(眾人都找你), 到邻近傳道 

 早晨, 曠野, 獨自 
 耶穌的祈禱讓他清楚 priority, 拒絕門徒的要求. 

o 應用: 每日清晨, 神到底想我做甚麼? 
 神為甚麼讓我遇到某一個人呢? 
 禱告幫助自己敏感神到底想我做些甚麼? 

 禱告的發展 
o 一般性禱告  針對性禱告 (e.g. 創2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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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11:24-25 CUV-T  所以我告訴你們，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什麼，只要信

是得著的，就必得著。  (25)  你們站著禱告的時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們，就當饒恕

他，好叫你們在天上的父也饒恕你們的過犯。 
Mar 11:24-25 KJV  Therefore I say unto you, What things soever ye desire, when ye 
pray, believe that ye receive them, and ye shall have them.  (25)  And when ye stand 
praying, forgive, if ye have ought against any: that your Father also which is in 
heaven may forgive you your trespasses. 

 上下文關於咒詛無花果樹, 關乎審判的教導. 
o V12-v14 耶穌咒詛無花果樹 
o V15-19 潔浄聖殿 
o V20-26 無花果樹枯乾及其教導 

 V12-v14 
o 這是聖經中耶穌唯一所行的神蹟是關於審判, 毁滅的 
o 為甚麼不是收無花果季節, 耶穌卻因找不到無花果而咒詛這樹?  關於無花

果樹 (Ray Stedman 種植時的發現) 
 無花果樹會在春天是先結一次果 (pre-figs), 但這次果並不能食用, 

細小而乾身.  過後才會結出豐富的無花果.  如果在此其間找不出 
pre-figs 而只找到樹子的話, 無花果樹之後也不會生出真的果實. 

 V15-19 
o 耶穌做的兩件事:  v15 及 v16 

 V15 潔浄聖殿, 由於買賣獻祭用的動物已成為一門生意 
 V16 不許人拿著器具經過 

 在民數記中, 祭師拿東西經過聖殿是獻祭過程所需要的. 
o 當耶穌以王的身份來到時, 他否定以色列人這種敬拜 

 兩件事反映在這民族之中, 像無花果樹一樣只有葉子(外表的宗教

禮儀)而沒有結果(生命的實際改變).  這樣的無花果樹只會佔用珍

貴的土地資源. 
 V20-22 當信服神 

o 難題一: 這裡耶穌是教導我們行神蹟的秘決或公式嗎? 
o 按上下文, 耶穌在教導我們如何不會成為像這無花果樹一樣 

 要怎樣生活才不會受咒詛.  以色列的失敗是由於他們不相信神. 
 信服神是一種生活方式及態度, 以防止自己會成為不結果的信徒. 

 V23 
o 難題二: 我們如不能移山, 是由於我們沒有信心嗎? 

 相信那事會發生, 那件事就會發生?? 
o 信服神的生活一點也不容易的, 我們會在生命中遇到如大山一樣沒可能經

過的路程, 耶穌教導我們, 若我們以信心祈求, 這種阻我們信服神的困難是

會被移除的. 
 V24-25 

o 阻止我們有v24這種禱告的一個 重要因素是我們不能饒恕 
o 饒恕是生命中 難的一樣功課, 試分享饒恕是否困難, 為甚麼這麼困難? 

 對方很 “著數”?  他們要為自己過錯向我付出代價! 
 以色列人的光境, 不正正是他們不願意饒恕外邦人, 羅馬人和一切

他們覺得得罪他們的人嗎? 
 當耶穌上十字架是, 他還在教導我們饒恕把他釘十字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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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路音 18:1-8 CUV-T  耶穌設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2)  說：

「某城裡有一個官，不懼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3)  那城裡有個寡婦，常到他那裡，

說：『我有一個對頭，求你給我伸冤。』  (4)  他多日不准。後來心裡說：『我雖不懼

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5)  只因這寡婦煩擾我，我就給他伸冤吧，免得他常來纏磨

我！』」  (6)  主說：「你們聽這不義之官所說的話。  (7)  神的選民晝夜呼籲他，他縱

然為他們忍了多時，豈不終久給他們伸冤嗎？  (8)  我告訴你們，要快快的給他們伸冤

了。然而，人子來的時候，遇得見世上有信德嗎？」 
Luk 18:1-8 KJV  And he spake a parable unto them to this end, that men ought 
always to pray, and not to faint;  (2)  Saying, There was in a city a judge, which feared 
not God, neither regarded man:  (3)  And there was a widow in that city; and she 
came unto him, saying, Avenge me of mine adversary.  (4)  And he would not for a 
while: but afterward he said within himself, Though I fear not God, nor regard man;  
(5)  Yet because this widow troubleth me, I will avenge her, lest by her continual 
coming she weary me.  (6)  And the Lord said, Hear what the unjust judge saith.  (7)  
And shall not God avenge his own elect, which cry day and night unto him, though he 
bear long with them?  (8)  I tell you that he will avenge them speedily. Nevertheless 
when the Son of man cometh, shall he find faith on the earth? 

 V1 常常禱告, 不可灰心 
o 生命的兩種選擇 – 禱告 OR 灰心 

 如果選擇不禱告, 就必定自然進入灰心(faint)的結局 
 V2-v3 

o 第一個強列對比: 寡婦和官 
 寡婦 – 這個身份是 沒有權勢, 把握, 無助的 
 官長 – 進一步提升對比, 不拍神也不尊重人 
 寡婦面對這官長根本就沒有向對頭伸冤的可能性 

 寡婦面對這種絕境, 她的應付方法是 “求”, 而且是 “不停的” 
 對比我們的人生, 我們都如同寡婦的處境, 面對無望與無助 

 耶穌教導我們, 雖一的出路就是 “求”, 那位有能力 (power) 
的才能解決我們人生的問題 

o 第二個強列對比: 不義的官和神 
 V8 神會快快給伸冤 

 問題: 但實際生活上, 我們如果不停求神以某方法完成一件

事, 以這個比喻為基礎, 是否可以呢? 
o 答案: 不可以 

 我們並不能 blackmail 脅迫神以我們指定的

方式完成我們的祈求 
 問題:  那麼 “神會快快給伸冤” 是怎樣解釋? 

o 答案: 我們所需要的, 在我們祈求以前神都已知道了. 
耶穌的教導是, 當我們禱告, 神就必定會回應我們, 答
案已經在案上了.  當然, 我們得到這個答案可能有很

長的延時, 但這只是接收上的延時.  當我們呼求, 神
就作出回應. 
 Mat 6:8  你們不可效法他們；因為你們沒有

祈求以先，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

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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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8 比喻總結: 常常禱告就是信心(faith) 
o 問題: 如果神已知道我們需要, 為甚麼我還要禱告? 

 禱告的目的是讓我們明白神的計劃和目的 
 禱告是兒子與父交流的方式, 以信心把自己人生交託給神來帶領

(這其實是一種禱告的生命) 
 
约翰福音 15:7 CUV-T  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

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Joh 15:7 KJV  If ye abide in me, and my words abide in you, ye shall ask what ye will, 
and it shall be done unto you. 

  
 
约翰福音 16:24 CUV-T  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什麼，如今你們求，就必得著，叫你

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Joh 16:24 KJV  Hitherto have ye asked nothing in my name: ask, and ye shall receive, 
that your joy may be full. 

 神要我們經由禱告得到喜樂 
 
以弗所書 6:18-19 CUV-T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

徒祈求，  (19)  也為我祈求，使我得著口才，能以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秘， 
Eph 6:18-19 KJV  Praying always with all prayer and supplication in the Spirit, and 
watching thereunto with all perseverance and supplication for all saints;  (19)  And 
for me, that utterance may be given unto me, that I may open my mouth boldly, to 
make known the mystery of the gospel, 

  
 
腓立比書 4:6-7 CUV-T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

要的告訴神。  (7)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Php 4:6-7 KJV  Be careful for nothing; but in every thing by prayer and supplication 
with thanksgiving let your requests be made known unto God.  (7)  And the peace of 
God, which passeth all understanding, shall keep your hearts and minds through 
Christ Jesus. 

 上下文 
o v6 應當一無掛慮, 保羅是教導我們不能掛慮嗎?  不會掛慮嗎? 

 腓立比書的背景(理論上充滿掛慮的背景) 
 保羅個人:  V13 保羅被囚, V17 某些傳福音的人對他加害, 

V23 性命之危 
 腓立比教會:  V28 被敵人驚吓, V29 受苦, V30 same 

conflict which you saw me. 
 掛慮有甚麼影響性? (原文字出現的經文) 

 路12:22-32 為飲食及生命掛慮 
 路10:41 為事務而掛慮影響親近主的關係 

o 掛慮會影響到人與神的關係, 是對神信心的質疑. 
 教導 

 比較路12:26 我們要明白我們生命所有的事都不是由我們

自己控制.  掛慮根本不能對我們生命起任何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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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是教導我們應對掛慮的絕技:  禱告.  耶穌在路12章的教

導同樣把掛慮和禱告連結. 
o 所要的 (anything) 

 所有小事都祈求? 
 對神來說那些才是大事?  不都是小事嗎? 
 Ask for everything we need, but not everything we want as 

something is not permitted. 
o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 

 個人分享:  當我默想這段經文時, 我發現生命中 成功的一次禱告, 
是把自己的婚姻交託主的時候的禱告.  從希望由自己掌控, 到明白

事情根本不是自己所能控制, 到禱告把主權交出, 然後所經歷的平

靜安穩, 看見神自己的工作.  但其實生命總是有自己想掌控的事情, 
金錢, 成就, 原來自己還有很多事未願意以禱告來代替自己的掛慮. 

 禱告反成為我們的不安, 因為我們往往認為怎能交出控制權給主?  
把控制權交出來是我們信仰 大的挑戰之一. 

o 試討論甚麼是我們掛慮的事?  我們想把這些掛慮交給上帝嗎?  為甚麼?  
 
 
歌羅西書 4:12-13 CUV-T  有你們那裡的人，作基督耶穌僕人的以巴弗問你們安。他在

禱告之間，常為你們竭力的祈求，願你們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

站立得穩。  (13)  他為你們和老底嘉並希拉波立的弟兄多多的勞苦，這是我可以給他

作見證的。 
Col 4:12-13 ESV  Epaphras, who is one of you, a servant of Christ Jesus, greets you, 
always struggling on your behalf in his prayers, that you may stand mature and fully 
assured in all the will of God.  (13)  For I bear him witness that he has worked hard 
for you and for those in Laodicea and in Hierapolis. 

  
 
 
1Th 5:16-18 CUV-T  要常常喜樂，  (17)  不住的禱告，  (18)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

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1Th 5:16-18 KJV  Rejoice evermore.  (17)  Pray without ceasing.  (18)  In every thing 
give thanks: for this is the will of God in Christ Jesus concerning you. 

 如果我們經常說想尋求神的旨意, 那麼, 這節經文保羅就向我們展示神向我們的

三個旨意. 
 3樣神的旨意 

o 喜樂, 禱告, 謝恩三件事背後, 是喜樂, 禱告和謝恩的生命….   
 這裡的討論我們要思考我們的生命有甚麼特質阻止我能喜樂, 禱告

和謝恩呢? 
o 常常喜樂 

 為甚麼我們的生活難以喜樂? 
 現今社會的壓力容易讓人失望 
 參考雅各書1:2, 百般的試煉都要以為大喜樂 

o 角度的轉換, 看見試煉背後為我們產生的好處(雅1: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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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雅各的角度:  看到試煉背後帶著甚麼!  成全完備, 毫
無缺久只能連同試煉一起來, 它們是雙生兒一樣. 

 參約16:24, 禱告是幫助我們能夠喜樂的秘決 
o 不住禱告 

 我們怎樣才能不住禱告?  我們想向神訴說我們自己嗎? 
 我們是否願意接受神是我的唯一供應, 就算身邊沒有其它支持, 沒

有其它鼓勵, 就只餘下自己一人, 祂都能供應和滿足我嗎? 
o 凡事謝恩 

 我們容易欣賞的東西, 也容易讚美 
 我們容易抱怨的東西, 通常是我們不能讚美的東西 
 我們要思考甚麼東西是我容易抱怨的 
 禱告是一種生活的方式 – 禱告生活 

 
雅各書 1:5-8 CUV-T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

神，主就必賜給他。  (6)  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因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

的波浪，被風吹動翻騰。  (7)  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裡得什麼。  (8)  心懷二意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沒有定見。 
Jas 1:5-8 KJV  If any of you lack wisdom, let him ask of God, that giveth to all men 
liberally, and upbraideth not; and it shall be given him.  (6)  But let him ask in faith, 
nothing wavering. For he that wavereth is like a wave of the sea driven with the wind 
and tossed.  (7)  For let not that man think that he shall receive any thing of the Lord.  
(8)  A double minded man is unstable in all his ways. 

 你怎樣知道神要你獨身還是結婚, 所以需要向神求智慧 
 無論你做的事是對是錯, 都會有 advantage 與 disadvantage.  必定是賺一些東西, 

失去一些東西. 
o e.g. 賺全世界, 會失去永恆.  而到永恆時是沒法 exchange 的. (太16:26) 
o 耶穌從來沒有要求我們做一件事而不需要計算的, 所以我們需要祈求, 需

要神給予智慧 
 
雅各書 4:1-4 CUV-T  你們中間的爭戰鬥毆是從那裡來的呢？不是從你們百體中戰鬥之

私慾來的嗎？  (2)  你們貪戀，還是得不著；你們殺害嫉妒，又鬥毆爭戰，也不能得。

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  (3)  你們求也得不著，是因為你們妄求，要浪費在你

們的宴樂中。  (4)  你們這些淫亂的人（原文作淫婦）哪，豈不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

為敵嗎？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就是與神為敵了。 

Jas 4:1-4 KJV  From whence come wars and fightings among you? come they not 
hence, even of your lusts that war in your members?  (2)  Ye lust, and have not: ye 
kill, and desire to have, and cannot obtain: ye fight and war, yet ye have not, because 
ye ask not.  (3)  Ye ask, and receive not, because ye ask amiss, that ye may consume it 
upon your lusts.  (4)  Ye adulterers and adulteresses, know ye not that the friendship 
of the world is enmity with God? whosoever therefore will be a friend of the world is 
the enemy of God. 

  
 



愛深查經小組 

 

禱告 Pray P. 10 / 12 

希伯來書 5:7 CUV-T  基督在肉體的時候，既大聲哀哭，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他免死

的主，就因他的虔誠蒙了應允。 

Heb 5:7 KJV  Who in the days of his flesh, when he had offered up prayers and 
supplications with strong crying and tears unto him that was able to save him from 
death, and was heard in that he feared; 

  
 
 
约翰壹書 5:14-15 CUV-T  我們若照他的旨意求什麼，他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他所存

坦然無懼的心。  (15)  既然知道他聽我們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們所求於他的，無不

得著。 
1Jn 5:14-15 KJV  And this is the confidence that we have in him, that, if we ask any 
thing according to his will, he heareth us:  (15)  And if we know that he hear us, 
whatsoever we ask, we know that we have the petitions that we desired of him. 

 有甚麼是神決定你不要和他繼續討論的呢? 

o 摩西進迦南 

 Deu 3:26 CUV-T  但耶和華因你們的緣故向我發怒，不應允我，

對我說：『罷了！你不要向我再提這事。 

o 保羅的三根刺 

 2Co 12:8-9 CUV-T  為這事，我三次求過主，叫這刺離開我。  (9)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

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

庇我。 

 
Mat 6:5-8 CUV-T  「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愛站在會堂裡和十字

路口上禱告，故意叫人看見。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6)  你禱

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

你。  (7)  你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許多重複話，他們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  (8)  

你們不可效法他們；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 

Pro 30:7-9 CUV-T  我求你兩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賜給我：  (8)  求你使虛假

和謊言遠離我；使我也不貧窮也不富足；賜給我需用的飲食，  (9)  恐怕我飽足不認你，

說：耶和華是誰呢？又恐怕我貧窮就偷竊，以致褻瀆我神的名。禱告不可的部份 

 禱告不可的事 

o 故意叫人看見 

o 用許多重複話 

o 祈求 “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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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Pray (組員部份) 
 
詩篇 66:18-20 CUV-T  我若心裡注重罪孽，主必不聽。  (19)  但神實在聽見了；他側耳聽了我禱告的聲

音。  (20)  神是應當稱頌的！他並沒有推卻我的禱告，也沒有叫他的慈愛離開我。 
Psa 66:18-20 KJV  If I regard iniquity in my heart, the Lord will not hear me:  (19)  But verily God 
hath heard me; he hath attended to the voice of my prayer.  (20)  Blessed be God, which hath not 
turned away my prayer, nor his mercy from me. 
 
馬可福音 1:35 CUV-T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裡禱告。 
Mar 1:35 KJV  And in the morning, rising up a great while before day, he went out, and departed into a 
solitary place, and there prayed. 
 
馬可福音11:24-25 CUV-T  所以我告訴你們，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什麼，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

得著。  (25)  你們站著禱告的時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們，就當饒恕他，好叫你們在天上的父也饒恕你

們的過犯。 
Mar 11:24-25 KJV  Therefore I say unto you, What things soever ye desire, when ye pray, believe that 
ye receive them, and ye shall have them.  (25)  And when ye stand praying, forgive, if ye have ought 
against any: that your Father also which is in heaven may forgive you your trespasses. 
 
路加路音 18:1-8 CUV-T  耶穌設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2)  說：「某城裡有一個官，

不懼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3)  那城裡有個寡婦，常到他那裡，說：『我有一個對頭，求你給我伸

冤。』  (4)  他多日不准。後來心裡說：『我雖不懼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5)  只因這寡婦煩擾我，我

就給他伸冤吧，免得他常來纏磨我！』」  (6)  主說：「你們聽這不義之官所說的話。  (7)  神的選民晝

夜呼籲他，他縱然為他們忍了多時，豈不終久給他們伸冤嗎？  (8)  我告訴你們，要快快的給他們伸冤

了。然而，人子來的時候，遇得見世上有信德嗎？」 
Luk 18:1-8 KJV  And he spake a parable unto them to this end, that men ought always to pray, and not 
to faint;  (2)  Saying, There was in a city a judge, which feared not God, neither regarded man:  (3)  
And there was a widow in that city; and she came unto him, saying, Avenge me of mine adversary.  (4)  
And he would not for a while: but afterward he said within himself, Though I fear not God, nor regard 
man;  (5)  Yet because this widow troubleth me, I will avenge her, lest by her continual coming she 
weary me.  (6)  And the Lord said, Hear what the unjust judge saith.  (7)  And shall not God avenge his 
own elect, which cry day and night unto him, though he bear long with them?  (8)  I tell you that he 
will avenge them speedily. Nevertheless when the Son of man cometh, shall he find faith on the earth? 
 
约翰福音 15:7 CUV-T  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

成就。 
Joh 15:7 KJV  If ye abide in me, and my words abide in you, ye shall ask what ye will, and it shall be 
done unto you. 
 
约翰福音 CUV-T  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什麼，如今你們求，就必得著，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Joh 16:24 KJV  Hitherto have ye asked nothing in my name: ask, and ye shall receive, that your joy 
may be full. 
 
以弗所書 6:18-19 CUV-T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19)  也
為我祈求，使我得著口才，能以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秘， 
Eph 6:18-19 KJV  Praying always with all prayer and supplication in the Spirit, and watching 
thereunto with all perseverance and supplication for all saints;  (19)  And for me, that utterance may 
be given unto me, that I may open my mouth boldly, to make known the mystery of the gospel, 
 
腓立比書 4:6-7 CUV-T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7)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Php 4:6-7 KJV  Be careful for nothing; but in every thing by prayer and supplication with thanksgiving 
let your requests be made known unto God.  (7)  And the peace of God, which passeth all 
understanding, shall keep your hearts and minds through Christ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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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羅西書 4:12-13 CUV-T  有你們那裡的人，作基督耶穌僕人的以巴弗問你們安。他在禱告之間，常為

你們竭力的祈求，願你們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穩。  (13)  他為你們和老底

嘉並希拉波立的弟兄多多的勞苦，這是我可以給他作見證的。 
Col 4:12-13 ESV  Epaphras, who is one of you, a servant of Christ Jesus, greets you, always struggling 
on your behalf in his prayers, that you may stand mature and fully assured in all the will of God.  (13)  
For I bear him witness that he has worked hard for you and for those in Laodicea and in Hierapolis. 
 
1Th 5:16-18 CUV-T  要常常喜樂，  (17)  不住的禱告，  (18)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

們所定的旨意。 
1Th 5:16-18 KJV  Rejoice evermore.  (17)  Pray without ceasing.  (18)  In every thing give thanks: for 
this is the will of God in Christ Jesus concerning you. 
 
雅各書 1:5-8 CUV-T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神，主就必賜給

他。  (6)  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因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翻騰。  (7)  這
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裡得什麼。  (8)  心懷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沒有定見。 
Jas 1:5-8 KJV  If any of you lack wisdom, let him ask of God, that giveth to all men liberally, and 
upbraideth not; and it shall be given him.  (6)  But let him ask in faith, nothing wavering. For he that 
wavereth is like a wave of the sea driven with the wind and tossed.  (7)  For let not that man think that 
he shall receive any thing of the Lord.  (8)  A double minded man is unstable in all his ways. 
 
雅各書 4:1-4 CUV-T  你們中間的爭戰鬥毆是從那裡來的呢？不是從你們百體中戰鬥之私慾來的嗎？  (2)  

你們貪戀，還是得不著；你們殺害嫉妒，又鬥毆爭戰，也不能得。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  (3)  

你們求也得不著，是因為你們妄求，要浪費在你們的宴樂中。  (4)  你們這些淫亂的人（原文作淫婦）

哪，豈不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嗎？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就是與神為敵了。 

Jas 4:1-4 KJV  From whence come wars and fightings among you? come they not hence, even of your 
lusts that war in your members?  (2)  Ye lust, and have not: ye kill, and desire to have, and cannot 
obtain: ye fight and war, yet ye have not, because ye ask not.  (3)  Ye ask, and receive not, because ye 
ask amiss, that ye may consume it upon your lusts.  (4)  Ye adulterers and adulteresses, know ye not 
that the friendship of the world is enmity with God? whosoever therefore will be a friend of the world 
is the enemy of God. 
 
希伯來書 5:7 CUV-T  基督在肉體的時候，既大聲哀哭，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

虔誠蒙了應允。 

Heb 5:7 KJV  Who in the days of his flesh, when he had offered up prayers and supplications with 
strong crying and tears unto him that was able to save him from death, and was heard in that he 
feared; 
 
约翰壹書 5:14-15 CUV-T  我們若照他的旨意求什麼，他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他所存坦然無懼的心。  
(15)  既然知道他聽我們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們所求於他的，無不得著。 
1Jn 5:14-15 KJV  And this is the confidence that we have in him, that, if we ask any thing according to 
his will, he heareth us:  (15)  And if we know that he hear us, whatsoever we ask, we know that we have 
the petitions that we desired of hi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