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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

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4:24  　神是个灵．〔或无个字〕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

和诚实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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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代禱的榮美和奧秘：與神同心	  
（Majesty	  and	  Mystery	  of	  Intercession:	  Agreement	  with	  God）	  

A.  代禱性的敬拜是神所使用來顯明祂大能最主要的方

式，不僅是現在，而且在將來。通過代禱性的敬拜，

神的子民表達他們完全同意神的心意。我們同意神

是誰（神的屬性），同時我們同意祂的所為。 

約4:23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

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1.  我們隨時都可以來代禱（不僅是在禱告會）。任何時候我們

用信心向神表達神的屬性和所為，神就在顯明祂的能力。神一

定聽我們的禱告。有時我們馬上看到回應，有時沒有。

1約 5:13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　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

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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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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代禱的榮美和奧秘：與神同心（2）	  
（Majesty	  and	  Mystery	  of	  Intercession:	  Agreement	  with	  God）	  

A.   1. 敬拜和禱告都達到神的寶座，同時藉著敬拜和禱告我們也

與神在全地的所為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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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他们唱新歌、

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

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　神、 5:10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

祭司、归于　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啟 8:3	  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

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8:4	  那香的烟、和众圣徒

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　神面前。 8:5	  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

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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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代禱的榮美和奧秘：與神同心（3）	  
（Majesty	  and	  Mystery	  of	  Intercession:	  Agreement	  with	  God）	  

A.   2.神使用代禱性的敬拜來顯明祂的公義 （審判祂的敵人）	  
	  
詩149:6	  愿他们口中称赞　神为高、手里有两刃的刀．149:7	  
为要报复列邦、刑罚万民． 149:8	  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

用铁镣锁他们的大臣． 149:9	  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

判．他的圣民都有这荣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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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代禱的榮美和奧秘：與神同心（4）	  
（Majesty	  and	  Mystery	  of	  Intercession:	  Agreement	  with	  God）	  

B. 代禱的榮美(Majesty)： 神使用代禱來顯明祂的大能。耶穌

也不斷為我們代求 （希7:25； 羅8:34）	  	  
希7:25	  凡靠着他进到　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

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1.	  耶穌也通過代禱來彰顯祂的能力來統管萬有	  

詩 2:7	  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

儿子、我今日生你。 2:8	  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

将地极赐你为田产。 	  
	  2.	  天地的創造也是藉著耶穌的代求（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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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代禱的榮美和奧秘：與神同心（5）	  
（Majesty	  and	  Mystery	  of	  Intercession:	  Agreement	  with	  God）	  

C. 代禱的奧秘： 最根本原則是：向神訴說神告訴我們的內

容，這樣神的大能就會彰顯。代禱的奧秘就在於：簡單，所

有“軟弱”的人都可以來做。這是神精彩的策略，讓屬神的

人與神一同來掌權。



1.  代禱：Tell God what He tells us to tell Him. 

2.  例如：a) 聖經說：讓智慧啟示的靈運行；

            b) 我們說：求“讓智慧啟示的靈運行”；

   c) 神說：智慧啟示的靈運行

8 



II)	  耶穌創造天地：代禱的原則	  
A.   神創造的過程就體現了代禱的原則 （創1:2-11；詩

33:6）父神的計劃由子神說出來，然後靈神釋放能

力。父神心中有許多的計劃，都由子神藉著代禱

把它們表達出來。所以，“萬物都是藉著祂（子

神）造的”（約1:3，弗3:9）。

詩33:6 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

B.   耶穌也“托住萬有”

希1:3 他是　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　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

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西1:17 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 

各1:18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

像初熟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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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耶穌創造天地：代禱的原則（2）	  
C.   當耶穌說出父神的心意，祂體現生命的道和神活潑的話。

祂被稱為“道”的一個原因，就是祂藉著代禱把父神的心

意帶進自然界。祂藉著說出神的話來統管萬有。

約1:1 太初有道、道与　神同在、道就是　神。 1:2 这道太初与　神同

在。 1:3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D.   當魔鬼來試探耶穌的時候，藉著說出神的話來抵擋試探。

太4:4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　神

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4:5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顶原

文作翅〕 4:6对他说、你若是　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4:7 耶稣

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　神。』 4:8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

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 4:9 对他说、你若

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4:10 耶稣说、撒但退去吧。〔撒但就是

抵挡的意思乃魔鬼的别名〕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　神、单要事奉

他。』  10 



II)	  耶穌創造天地：代禱的原則（3）	  
E.  神的話就像聖靈的寶劍，與惡者爭戰。

弗 6:17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　神的道． 

賽49:2 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荫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箭、将我藏在他

箭袋之中。   

賽11:4 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

嘴里的气杀戮恶人。 

F.  新約其中一個特點：神把祂的話放在我們的嘴裡。

賽59:21 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

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 

G.   神把祂的話放在先知的口中，闡明祂的心意

賽1:9 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 1:10 看哪、我

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 

書1:8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

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11 



III)	  耶穌回應我們的代禱：	  
顯明神的公義	  

A.   公義：神把錯誤的改正過來。神把彰顯公義和聖徒

日夜的禱告相連起來。耶穌，作為一個改變社會的

人，也把公義和禱告接起來。禱告直接也與靈界的

不公義爭戰。 

路18:7 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

时、岂不终久给他们伸冤(justice)么。 18:8 我告诉

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justice)了．然而人子来

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么。(Will He find faith 

on th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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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耶穌回應我們的代禱：	  
顯明神的公義 (2)	  

B.   神彰顯公義和審判的例子：

1.   醫治：神通過彰顯醫病的能力來顯明對疾病的審判

2.   復興：神通過聖靈使教會復興來顯明神對不冷不熱的審判

3.   得救：神通過拯救靈魂來顯明神對黑暗國度的審判

4.   末日審判：神對敵基督的統治和作為的審判

5.   公義的法律：神對不義的法律的審判

C.   我們不僅為我們在神國中所做的事情禱告，要明白禱告就是我

們一部分的工作。Oswald Chambers 說：“禱告不是裝備我們去

做大事，禱告本身就是偉大的工作。”

D.   當我們說出神的話，我們就斥責不義和惡者的謊言，因為這些

常常使我們心下沈。這樣，我們的禱告就激勵了別人的心。同

樣，神醫治的大能也可以通過我們宣告神醫治的話來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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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世上軟弱的”和代禱的智慧：
7個益處	  

A.   神使用世人認為軟弱的人來使強壯的人羞愧。

林前1:27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

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1.   花時間禱告常常被認為是“軟弱”的做法

2.   在禱告中常常我們也感覺不到神，所以覺得我們努力沒

有果效。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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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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世上軟弱的”和代禱的智慧：
7個益處（2）	  

B.   益處＃1: 使我們的信心更新

1. 代禱幫助我們消化神的話，更新我們的信心，加深我

們與神的關係，改變我們。神的話是靈，是生命。每次我

們說出神的話，祂就改變我們的內心，我們也領受生命，

心意更新，心柔軟。

約6:63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

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2. 堅持禱告，堅持參加禱告會，堅持與弟兄姐妹們一起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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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世上軟弱的”和代禱的智慧：
7個益處（3）	  

 C.益處＃2: 增強我們對神的認識

1.   代禱帶出我們的屬靈看見。就像但以理禱告，天使加百列

來給他智慧。

弗1:17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1:18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

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但9:20 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　神

的圣山、在耶和华我　神面前恳求． 9:21 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

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

身上。 9:22 他指教我说、但以理阿、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

明。 9:23 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

．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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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世上軟弱的”和代禱的智慧：
7個益處（4）	  

 D.益處＃3: 彰顯（釋放）神的大能

1.   代禱帶出神的大能，改變屬靈的空氣。歷史多次體現，大

復興都是以強有力和持續的禱告為基礎的。

太17:21 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

〔或作不能赶他出来〕

但10:12 他就说、但以理阿、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

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　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

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 10:13 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

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君〔就是天使长二十一节同〕中的一

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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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世上軟弱的”和代禱的智慧：
7個益處（4）	  

 E.益處＃4: 相愛和合一

1.   代禱帶出相愛和合一。 

腓1:19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

帮助、终必叫我得救．

林後1:11 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

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

2.   用代禱來服事他人需要更大的愛心，信心。

3.   當我們為什麼代禱，我們就培養對那個人／事／地方更多

的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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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世上軟弱的”和代禱的智慧：
7個益處（5）	  

 F.益處＃5: 更大的祝福

1.   為他人求祝福的代禱也會帶出對我們自己更大的祝福。 

路6:38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

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甚么量

器量给人、也必用甚么量器量给你们。

2.   神永遠希望來多多祝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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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世上軟弱的”和代禱的智慧：
7個益處（6）	  

 G.益處＃6: 永久的影響

1.   代禱帶出永久的影響。 我們的禱告不僅在現今有功效，

同時也有永久的影響。 世世代代聖徒的代禱都存在神的

寶座前，並且在末世產生影響。（啟5:8；8:1-6） 

瑪 3:16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

有记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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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世上軟弱的”和代禱的智慧：
7個益處（7）	  

 H.益處＃7: 基業

1.   代禱使得我們與所代禱的人／事／地方有份，使得我們承

受基業。 

帖前2:19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甚么呢．岂

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么。 2:20 

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  



總結：代禱是神讓人來參與和祂一同來掌權的策略。代禱更新我

們的信心，改變我們，加深我們與神的關係，幫助我們理解神，

帶出合一，更大的祝福和深遠的影響，並領受基業。讓我們都多

多來禱告。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