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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介绍 
这间教会的领袖们决定今年学习新城教理问答，因为它是对最重要的基督教真理的极好总结。 一个声音团契是一个由不同的人组成的教
会，他们被同一位救主联结起来。 重要的是，我们对自己的信仰有同样的想法。 

“教理问答”来自希腊语katacheo，意思是”教导”。 新城教理问答有52个问题和答案。 我们以您自己的母语为您提供全部52个问题和答案。
它们也会发布在我们网站的资源部分。 今天，我们来谈谈问题2。 我将阅读问题，然后一起阅读答案。 

问题2：神是什么？ 
神是每个人和万物的创造者和维持者。 祂是永恆、無限、不變的，祂的能力與纯全、良善與榮耀、智慧、公義與真理，都是不可改變的。
若非出于他和他的旨意，什么也不会发生。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 
诗篇 86篇 大卫的祷告。 
1 耶和华啊，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  
2 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  
3 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  
4 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  
5 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  
6 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  
7 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  
8 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  
9 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  
10 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惟独你是神。  
11 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  
12 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  
13 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  
14 神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  
15 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16 求你向我转脸，怜恤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婢女的儿子。  
17 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  

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0：8：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啊，我们想以一种能够改变我们的方式认识你。 我们希望看到你，叫我们可以在所做的一切事上荣耀你。 这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
的。 现在请把圣灵赐给我们，更新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心。 我们奉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以下是今天信息的三个要点： 
第1点.遇到问题该去哪里？ 
第2点.你应该祷告的五个理由。 
第3点.我们向慈悲怜悯的神祷告。 

第1点.遇到问题该去哪里？ 



我们每天做的大多数事情，都可以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完成。 难道不是这样吗？ 即使是你们这些孩子也可以自己做早餐，挑选衣服，做家
务。 成年人可以去上班，去购物，做很多事情，而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但是，当我们遇到不知道如何解决的问题时，我们该去哪里呢？
星期一，我正在浴室里安装风扇开关。 我对电线应该去哪里感到困惑。 我很沮丧，因为我无法解决问题。 那么我做了什么呢？ 我去互联
网寻求帮助，因为网上有很多答案。 但祷告不是我的第一个想法。 有时，我不会带着问题先去找神。 你呢？

大卫是我们的一个好榜样，他帮助我们明白该如何祷告。 神使用像诗篇86篇这样的祷告来教导我们，在一切情况下，遇到一切问题都要祷
告，甚至包括连电线！ 当我们看1-5节时，我们看到大卫向神祈求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 

第1节：“耶和华啊，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 

大卫在第1节中求神“侧耳（俯身）”，并听他的祷告。 神是圣洁的，大卫不是。 神是纯全的，大卫不是。 这就是为什么大卫请求神降到大
卫的高度。 就像你跪下和一个小孩说话一样。 你不会要求孩子长高！ 你变成孩子的高度，去听孩子的声音。 大卫请求神回答，因为他需
要帮助。 
然后在第2-4节中，大卫要求神做四件事，他给出了四个理由。 

2 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  
3 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  
4 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  

你看到大卫求神做的四件具体事吗？ 
“求你保存我的性命。 
拯救我。 
怜悯我。 
使我心里欢喜。 
这些都是害怕，迷失，无助和沮丧之人的要求。 
你有没有这些感受？ 
你去哪里寻求帮助？ 

对于这四个请求中的每一个，大卫都给出了他寻求帮助的理由。 
大卫说：“我是虔诚人（我专一向你）。 
我依靠你（我服侍你、信靠你）。 
你是我的神。 
我终日求告你。 
我的心仰望你（我把自己交给你）。” 

是什么串起了大卫提到的所有这些原因？ 
两个字：我和你。 
你和我。 
大卫祷告的原因是关系。 
假神和偶像不是人。 
他们不是人。 
你不能与佛像有关系。 
只有基督徒崇拜独一的永生神，并称他为我们的父。 
耶稣在马太福音7：9-11中教导了关于祷告的这一个方面。 

9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 
10 求鱼，反给他蛇呢？ 
11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耶稣说，我们的天父回应他儿女的祷告。 他是一位好父親，他給予我們所需要的，因為我們在他裡面有愛的關係。 神不会因为我们的品格
而对我们的祷告说“可以”。 他的祝福乃是来自他的品格。 

教理问答问题2问：“神是什么？” 
我们不能决定神是谁。 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了我们。 我们不能按照我们的形象或想象来塑造他。 我们通过阅读神的话语来了解神是谁。 我
们今天学习诗篇86篇，因为它向我们揭示了许多关于神品格的真理。 

请和我一起看第5节。 
5 “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 

在第5节中，大卫说神“本为良善”。 神不仅是“良善的”。 他“本为良善”或“非常良善”。 主“有丰盛的慈爱”。 你是否觉得很难相信神“本为良
善”且“有丰盛的慈爱”？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生活诚实，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了很多事情。 我们知道我们心中有罪。 这让我们相信，没有人能



真正爱我们。 

但是，在第5节中，大卫也提醒我们，耶和华“乐意饶恕人”。 如果你想确信神爱你，那就看看十字架。 记住他为你的饶恕付出的代价。 神
不能忘记罪。 他不能假装我们是无辜的。 我们的罪是一种道德债务，必须有人偿还这笔债务。 

耶稣在十字架上将我们的罪债吸收到他的身体里，这样我们就可以免除债务了。 耶稣像一个有罪的人一样受到惩罚。 然而，如果我们相信
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我们就会像无辜的人一样被爱。 正如第5节所说，神“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 当你向
他寻求帮助来解决你的罪的问题时，你在十字架上看到天父丰盛的慈爱，他乐意饶恕人。 然后，因为相信他对你的爱，你就已经做好了祷
告的准备。 
让我们看一下第2点。 

第2点.你应该祷告的五个理由。 
在第6节和第7节中，大卫说： 
6 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  
7 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  

大卫求主仔细聆听，因为他的呼求是迫切的。 他的祷告是求救的“呼求”。 我们不知道大卫写这篇诗篇时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可以在第
7节中看到他遇到了麻烦。 但大卫知道要在这里解决严重的问题。 大卫在第7节中说，他要呼求主，因为“你必应允我”。 由于新冠肺炎和恶
劣天气，许多人在过去两周内取消了航班。 打电话给航空公司没有多大帮助，因为没有人会接听你的电话。 人们不得不等待2或3个小时，
航空公司的某个人才能接听他们的电话。 

我们的神不是那样的。 
在约翰福音6：68-69中，我们读到： 
68 “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69 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在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会归从谁（去找谁）”？ 
去能解决你问题的人那里。 当你奉耶稣的名呼求主时，他会应允你。 当你遇到麻烦时，这是要祷告的一个好理由。 在接下来的六节经文
中，大卫给了我们四个向主祷告的理由。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理由。 

在第8节中，大卫给了我们一个属灵的理由。 
8 “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 

很多假神都是人类的思想发明出来的。 历史上不同的文化为着不同的目的发明了不同的假神。 他们向一个偶像祈祷，祈求下雨。 当雨太
多时，他们会要求不同的偶像让雨停住。 但是，向一个不真实的神祈祷就像拨打一个断线的电话号码。 没有人会回应！ 
摩西和以利亚是旧约中两个见证人。 他们向偶像崇拜者证明了世界上唯一真实和永生之神的能力。 

接下來，第9節給了我們一個列国都要禱告的理由： 
9 “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  

参加一个声音团契的祝福之一，就是看到这样的经文真实的应验。 大卫祈求有一天，每个语言、部落和种族的人都会一起来敬拜独一的真
神。 无论你来自哪里，你都可以向万王之王祷告，因为他不是以色列的神。 他不是美国或欧洲的神，也不是白人的神。 他是主、救主和
任何人的父亲，无论任何地方的人，只要悔改自己的罪，信靠耶稣即可。 

第10节提供了另一个祷告的理由，一个历史原因： 
10 “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惟独你是神。” 

许多诗篇列出了主在历史上的事迹。 我敢肯定，大卫在想他可以感恩的具体事情。 你呢？ 
让我们暂停几秒钟，这样我们都可以思考一会儿。 你还记得神所做的一两件奇妙的事吗？ 花点时间思考一下。

當我被懷疑和不相信所誘惑時，我會記得神所做的一些具體的事情。 只有他能做的事。 記住这些事，使我有信心在困難的情況下繼續向他
禱告。 因为只有他才是神。 只有他是伟大的，并做了奇妙的事。 

大卫给我们祷告的第五个原因是个人的。 
这位列国之神，在历史上做过奇妙的事，也是一位位格性的神。 
请和我一起看第11到13节。 

11 “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  
12 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  
13 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  



大卫在第11节中求了两个具体的个人祝福。 他希望神教导他主的道路。 大卫要求一颗专一的心。 大卫所求的祝福是有目的的。 他在第11
节中的两个请求都集中在增进与神的关系上。 大卫想用他的生命给神带来荣耀，但他需要主的祝福才能做到这一点。 

当你祷告时，你是在试图改变神的心意吗？ 通常，当我们祷告时，我们试图说服神做点什么，改变他对某种情况的看法。 但明智的祷告乃
是求神改变我们。 敬虔的祷告对神说：“我可能错了。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请让我看到你所看到的，明白你的心。 让我们在2022年祷
告，求主教导我们所有人他的道路，这样我们就可以按照他的真理而活。 

第3点.我们向慈悲怜悯的神祷告。 
现在让我们一起看第15节： 
15 “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我的朋友们，我们向“慈悲怜悯的神”祷告。 慈悲是一种感觉，怜悯是一种行动。 神对我们的怜悯促使他采取行动。 你还记得神从烧着的荆
棘丛中告诉摩西的吗？ 

出埃及记3：7-8。 
7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8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 

神看见了他子民的苦难。 他听到他们的呼喊，神的心因慈悲而感动。 因此，第8节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 这就是怜悯。 从对我们来说
太大的情形中得蒙原本不配的拯救。 我们都背负罪的重担和债务，这对我们来说太大了。 但是我们在这首诗篇中看到，有人有品格和能力
来帮助我们。 

第5节说：“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 

主已经准备好赦免你的罪，我的朋友。 他“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 当你请求饶恕时，父神会说“可以”，因为他对自己的儿子
说了“不”。 在他死的前一天晚上，耶稣问天父是否有另一条路。 耶稣向神祈求一个不同的计划，这样他就可以避免走向十字架。 但后来耶
稣祷告，希望他的思想改变，以配合天父的思想。 耶稣顺服了天父的旨意。 
听听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3：9-10中对耶稣所说的话。 

9 “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10 耶和华却定意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 

这是神良善的计划，即压垮耶稣，使他悲伤。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神良善的计划。 这怎么可能是良善的呢？ 因为他的生命是为罪做赎
罪祭。 神压垮了耶稣，好叫你和我能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向他祷告。 藉著基督的犧牲，他獲得了許多後裔，包括你和我。 耶稣的死是为了
祝福我们，大卫在这里描述了这种关系。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懷著信心和盼望向在詩篇86篇中向我們啟示自己的神禱告。 谁是神，我的
朋友？他是“慈悲怜悯的神！” 
现在让我们一起向他祷告。 

主耶稣，感谢你允许我们的罪债倾倒在你身上。 你不该像罪犯那样而死。 我们也不配被称为神的儿女。 但是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 阿爸
父，我们知道你的慈爱丰盛，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你乐意饶恕。 求祢帮助我们活在盼望、喜乐和信心中，使祢回应我们的祷告，叫我们得益
处也叫祢得荣耀。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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