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sson	  3b:	  Characteris*cs	  of	  Effec*ve	  Prayer	  	  
第三課：有效的禱告的特點 

1) 	  簡介	  
2) 	  以信心為基礎的禱告	  
3) 	  以好的關係為維繫的禱告	  
4) 	  義人日常生活流露的禱告	  
5) 	  懇切的禱告	  
6) 	  有效的禱告中神和人的角色	  
7) 	  我們禱告的永恆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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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好的關係為維繫 	  
A.   雅各 5:16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

可以得医治。 

B.   不僅是分享自己的軟弱，更是在彼此的關係上認罪。

C.   好的人際關係 和 有力的禱告生活

1）過於注重禱告，不注重人際關係

2）過於注重人際關係，不注重禱告

3）有力的禱告生活應當帶出好的人際關係，禱告是一個經

歷和活出神的愛的過程；例如：聖經對夫妻關係的教導

（在外／教會和在家對配偶的態度）

彼前3:7你们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

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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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義人日常生活方式的流露(A) 	  
A.   雅各 5:16 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B.   條件：從舊約到新約，強調我們要過 義人 的生活

C.   義人：

1）不是指超級聖徒。每個人都有掙扎，包括以利亞

2）指願意順服神的人 (set their hearts to obey) , 失敗後再來，

不放棄；

3）也不輕易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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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義人日常生活方式的流露(B) 	  
D.  雅各 5:16 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E.   義人的祈禱：

1）軟弱但誠心的人發出的禱告

2）义人：這裡不是指 我們白白領受的基督的義，而是指我

們過義人的生活。

3）義：稱義（羅），行義（雅各），等義（加），得義

（腓），成義（羅）

4）一方面：如果沒有基督的義加在我們身上，我們不可能

過一個義人的生活；但是，神的恩典 不能代替 我們竭力

順服神，過 義人 的生活。

5）扭曲的“恩典論”：耶穌已經成就一切，幫我做了一切，

所以我不需要來竭力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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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義人日常生活方式的流露(C) 	  
     雅各 5:16 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F.   恩典和順服：

1）我們應當的回應：因感恩而完全的順服，希望與神有更好更

深的關係；

2）1約 3:22 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

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because	  we	  keep	  his	  commands	  
and	  do	  what	  pleases	  Him.)	  	  	  －順服的體現	  

3）我們有禱告的特權和神也願意聽我們禱告：基礎在於神的愛和

耶穌的寶血。但是 有效的禱告 在於我們順服神，過義人的生

活以至於我們明白神的心和旨意。 

4）順服不是我們來賺取我們禱告想要的結果；

5）順服是認同神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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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義人日常生活方式的流露(D) 	  
     雅各 5:16 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G.  禱告不能代替順服神：

1）賽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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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不能用禱告／禁食來“平衡”我們的罪。我們不能用禱

告來換取什麼。禱告是我們接受神願意與我們交流的心

願，同時我們也願意順服神。

3）常常阻擋我們禱告的，是我們知道但又不願意悔改的罪。

4）“分裂”的生活（某些屬神，某些不屬）會使得我們禱

告艱難／無味。太 5: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

见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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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義人日常生活方式的流露(E) 	  
     雅各 5:16 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H.  當我們犯罪後：

1）承認犯罪了；特別是向神承認；

2）不要找藉口，更不要在聖經中找經文來做藉口；

3）向罪宣戰

4）接受神完全的饒恕和恩典；

5）藉著這個饒恕來更新我們，坦然無懼來到神面前；

6）抵擋惡者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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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義人日常生活方式的流露(F) 	  
     雅各 5:16 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I.  向神禱告：

1）不是向神匯報；

2）不是擔心神不理解我們的想法；

3）不是來勸告神

4）不是向神表示我們配得；

5）神已經給予我們許多普遍恩典，但祂希望把更多的恩典

賜給那些願意與祂建立關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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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恳切祷告 (A) 	  
雅各 5:17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

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 

A.  以利亚禱告的重要特點：懇切（王上17）

B.    神國的建立 不是 基於我們的日常感受

C.    懇切的禱告不是決定於外顯的特點：大聲，長時

間，激動，長篇，好聽，等。

D.    神國的建立是基於 耶穌基督的所是和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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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恳切祷告 (B) 	  
雅各 5:17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

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 

E. 	  懇切的禱告源於 我們的心專注在神，不管我們所

處的環境；	  

F. 	  懇切的禱告是堅持的禱告：太7:7	  你们祈求、就给你

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7:8 因为凡祈

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弗6:18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儆醒不

倦、为众圣徒祈求、  

路11:8 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词迫切的直

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 11:9 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

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Ask, Seek, Knock） 18 



5)	  恳切祷告 (C) 	  
雅各 5:17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

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 

G. 	  懇切的禱告不一定需要大聲（撒上1:13，27）；	  

H. 	  懇切的禱告不依賴我們感受；	  

I. 	  懇切的禱告也在於不但尋求神的心意。	  
賽55:8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

非同你们的道路。 55:9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

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1約5:14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甚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

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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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效祷告中神和人的角色 (A) 	  
A.  神：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工作，神的大能，福音	  

B.  人：認同	  (in	  agreement	  with	  God)	  

C.  例如：過義人的生活意味著我們認同神的屬性和

心意。純潔，謙卑，柔和，等。	  

D.  例如：懇切持久的禱告表明我們認同神所認為重

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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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效祷告中神和人的角色 (B) 	  
E.  有效禱告的十大特點：	  

1.  信心（太21:21-‐22；可11:23-‐24；1約5:14-‐15）	  

2.  正確的關係（彼前3:7）	  

3.  過義人的生活（詩66:18；賽59:2；1約3:19-‐22）	  

4.  懇切，持久（賽30:18-‐19；	  62:6-‐7；太7：7-‐11；路11:5-‐13；18:1-‐8；

各5:17）	  

5.  按神的心意（1約5:14-‐15）	  

6.  奉耶穌的名（約14:13-‐14，26；16:23-‐24）	  

7.  純潔的動機（各4:2-‐3）	  

8.  坦然無懼（希4:16）	  

9.  饒恕人（太6:15；5:23-‐24）	  

10.  同心合意（太1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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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們禱告的永恆價值
啟5:8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

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A.  神記得每一位聖徒的禱告，每位聖徒的禱告加起來使得“金

爐”滿起來。	  

	  

希6:10	  因为　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作的工、和你们为

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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