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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11:24 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賽62:6 耶路撒冷阿，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

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

歇息，7  也不要使他歇息，直等他建立耶路

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 



希6:12 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

耐承受应许的人。 



Growing	  in	  Prayer	  	  
	  	  	  成為禱告的人 和 在禱告中成長 

Lesson	  1:	  The	  Call	  to	  Prayer	  
第一課：禱告的呼召	  
Lesson	  2:	  The	  Fellowship	  of	  the	  
Burning	  Heart	  	  
第二課：與火熱的心交通	  
Lesson	  3:	  Characteris?cs	  of	  Effec?ve	  
Prayer	  	  
第三課：有效的禱告的特點	  
 Mike	  Bickle	  2014 

2 



Lesson	  4a:	  The	  Prayer	  of	  Faith	  and	  the	  Authority	  of	  
the	  Believer	  	  

第四課：有信心的禱告和信徒的權柄 

1) 	  在信心上成長的重要性	  
2) 	  實現信心的禱告的兩個方面	  
3) 	  在信心中禱告的五個原則	  
4) 	  信徒的權柄	  

3 



1)	  在信心上成長的重要性	  
A.   103:2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103:3 他

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103:4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103:5 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

致你如鹰返老还童。

David	  wants	  to	  experience	  ALL/everything	  the	  Lord	  had	  for	  him.	  The	  
fullness	  of	  our	  covenant	  blessings	  will	  come	  in	  the	  resurrecCon	  and	  the	  age	  

to	  come.	  Yet	  we	  must	  not	  draw	  back	  from	  experiencing	  all	  the	  blessings	  
tha	  God	  has	  ordained	  for	  us	  in	  THIS	  age.	  But	  how	  to	  understand	  “ALL”?	  

B.   Since	  we	  do	  not	  fully	  understand	  “ALL”,	  let’s	  seek	  “double	  porCon”.	  
C.   We	  sCll	  need	  to	  learn	  to	  pray	  in	  faith	  so	  that	  our	  prayers	  can	  actually	  

produce	  results.	  If	  the	  purpose	  includes	  wanCng	  to	  see	  God’s	  Kingdom	  
established	  throughout	  the	  Earth,	  then	  we	  must	  not	  stop	  at	  the	  inCmacy	  
with	  God.	  Instead,	  we	  must	  go	  further	  into	  the	  realm	  of	  seeing	  God’s	  
power	  and	  providence	  in	  all	  aspects.	  	  	   4 



1)	  在信心上成長的重要性(2)	  
D.   5:15	  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

蒙赦免。 Prayer	  of	  faith:	  1)	  Authority	  of	  Jesus	  over	  all	  opposing	  powers;	  
2)	  Blood	  of	  Jesus	  fully	  qualify	  weak	  and	  broken	  people	  to	  stand	  in	  His	  
presence	  and	  to	  be	  vessels	  of	  His	  glory;	  3)	  It	  is	  God’s	  desire	  to	  manifest	  His	  
glory,	  His	  resources	  and	  His	  ways	  through	  His	  people.	  	  

E.   Faith	  is	  a	  foundaConal	  kingdom	  principle	  (Mt.	  8:13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

了。)	  We	  must	  develop	  	  this	  faith	  intenConally	  and	  culCvate	  it.	  	  
F.   CulCvaCng	  growing	  faith	  by	  hearing	  and	  speaking	  God’s	  word	  (Rom	  10:17).	  

Hearing:	  from	  others	  and	  also	  from	  our	  own	  mouth	  by	  speaking	  the	  Word.	  
But	  avoid	  two	  extremes:	  1)	  humanisCc,	  posiCve-‐thinking,	  human	  ability.	  

We	  have	  a	  very	  specific	  focus	  on	  Jesus	  as	  a	  being	  who	  honors	  the	  covenant	  
relaConship;	  2)	  secling	  into	  un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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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信心上成長的重要性(3)	  
G.   Faith	  is	  the	  Ctle	  deed	  of	  God’s	  will	  in	  our	  lives	  (Heb	  11:1).	  	  It	  shows	  what	  we	  

possess	  in	  the	  spirit	  before	  it	  manifests	  in	  the	  natural.	  	  We	  engage	  in	  using	  
our	  faith	  acCvely,	  first	  in	  the	  spiritual	  realm,	  then	  in	  the	  natural.	  	  

H.   1	  John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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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This	  is	  the	  confidence	  that	  we	  have	  in	  Him,	  that	  if	  we	  
ask	  anything	  according	  to	  His	  will,	  He	  hears	  us.	  (1	  Jn.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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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現信心的禱告的兩個方面
A.   Mk	  11:23	  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5:	  24 	  所以我告诉

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B.   Growing	  in	  faith	  is	  essenCal	  for	  keeping	  the	  prayer	  life.	  	  
C.   We	  receive	  prayers	  in	  two	  ways:	  first,	  we	  “receive”	  them	  in	  the	  spirit	  realm;	  

then	  “have”	  them	  in	  the	  natural.	  	  

D.   Note	  that	  even	  though	  the	  specific	  words	  “in	  God’s	  will”	  were	  not	  menConed	  
here,	  whatever	  Jesus	  teaches	  should	  ALWAYS	  be	  interpreted	  in	  the	  context	  of	  
according	  to	  God’s	  will.	  Then,	  in	  the	  spirit	  realm	  means	  that	  we	  have	  
evidence	  from	  the	  Spirit/Word	  that	  this	  is	  the	  will	  of	  God,	  even	  though	  the	  

situaCon	  may	  seem	  impossible.	  	  
E.   When	  we	  get	  a	  promise	  from	  God,	  we	  need	  to	  stay	  in	  the	  dialogue,	  engaging	  

in	  the	  faith.	  It	  may	  take	  long	  but	  we	  need	  to	  learn	  to	  love	  the	  conversa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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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4b:	  The	  Prayer	  of	  Faith	  and	  the	  Authority	  of	  
the	  Believer	  	  

第四課：有信心的禱告和信徒的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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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信心上成長的重要性	  
2) 	  實現信心的禱告的兩個方面	  
3) 	  在信心中禱告的五個原則	  
4) 	  信徒的權柄	  



3)	  在信心中禱告的五個原則	  
A.   張力：信心 vs. 忍耐／堅持

希6:12 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

的人。 

B.   第一個原則：要說出來

1）腓4:6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

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2）各4:2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3）不只是在思考中，要說出來。這會幫助我們的心更向

神敞開，也更能與神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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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信心中禱告的五個原則(2)	  
C. 第二個原則：在屬靈／靈界得著應許

1約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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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神已經賜給我們各種的屬靈福氣：弗1:3 愿颂赞归与我

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

灵的福气。 

2）靈界的真實：希11:3 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

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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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信心中禱告的五個原則(3)	  
C. 第二個原則：在屬靈／靈界得著應許

1約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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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聖經沒有直接提及的禱告內容：可11:24 所以我告诉你

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

必得着。

a) 必須是在神的旨意中

b) 必須有從神來的感動和應許

c) 願意順服神的時間和方式

d) 不要被神“得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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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信心中禱告的五個原則(4)	  
D.   第三個原則：憑信心接受感動中所應許的

可11:24 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1）不斷的操練信心，用信心回應，與神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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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信心中禱告的五個原則(5)	  
E.   第四個原則：持續的求(特別是得到應許／感動)

賽62:6 耶路撒冷阿，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

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7  也不要使他歇息，直

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 

Q: 持續的求和在信心中已經得著是否矛盾？ 

1）提醒神： 賽43:26 你要提醒我，你我可以一同辩论，你可以将你的理陈

明，。。 但是必須注意心態：感恩；祈求；

2）不是說服神，而是與神更深的交流。希望看到更大／更多，時間和方

式，等等。

3）耶穌也強調要持續的求（路11:8-9， 太7:7-8）

4）從靈界的應許到自然界的體現

5）保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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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3)	  在信心中禱告的五個原則(6)	  
F. 第五個原則：讓應許彰顯

1) 生活的各個方面

2) 神的時間和方式

G.   如何使我們的信心成長？

1）聽道，承認(confess) 神的道

2）持續

3）感謝神的恩典／應許，提醒祂

14 



4)	  信徒的權柄	  
A.   領受神的拯救和恩典

羅1:16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要

救一切相信的

1）救：從罪中，從黑暗中，。。

2）與黑暗權勢爭戰，持續

B.   耶穌得勝

西2:15 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

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1約3:8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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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徒的權柄（2）	  
C.  我們是屬神國／家的人，有各樣的賞賜

西1:13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

子的国里． 

D.   耶穌賜我們權柄勝過惡者

路10:19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

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甚么能害你们。 

E.  耶穌賜我們天國的鑰匙

太16:19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

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

也要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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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徒的權柄（3）	  
F.    持續屬靈爭戰

各4:7故此你们要顺服　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彼前5:8务要谨守、儆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

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5:9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

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G.    穿戴屬靈軍裝

弗6:12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

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两争战原文都作摔跤〕 6:13

所以要拿起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

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6:14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

当作护心镜遮胸． 6:15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 6:16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6:17并戴

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　神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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