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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8b:	  The	  Value	  of	  Using	  Biblical	  Prayers	  
第八課：使用聖經中的禱告是極有價值	  

I)  簡介：	  
II)  使徒們（性）的禱告是以神為中心	  
III)  使徒們（性）的禱告常常是正面的	  
IV)  使徒們（性）的禱告常常是為了教會	  
V)  我們代禱的重點	  
VI)  禱告的三類主題	  
VII)   附件：Bickle	  牧師禱告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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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8a:	  本課第一部分在 May	  2015	  discussed	  by	  Bro.	  Shengtai 



I)	  簡介	  
A.  我們可以多多來使用使徒們（性） 的禱告，包括耶

穌，保羅，彼得，等等。這些是聖經和聖靈所賜給

我們的，是神心意的表達，是神保證要實現的內容，

神希望我們能在這些內容上與祂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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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使徒們（性）的禱告是以神為中心	  
A.  聖經記載的使徒們（性）都是向著神的，即使是靈

界征戰的禱告也是向著神的。（太18:19，路11:2，

13，約14:16，17:5，11，15，25，弗1:16-17，3:14，

16，20，6:12，林後10:3-5）。一般我們不直接與魔

鬼／惡者交流／對話。 



耶穌：約14:16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下同）叫他永远
与你们同在。

17:5父阿，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11 圣
父阿，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15 我不求你
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25公义的父阿，世人未曾认识你，我
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 

教導門徒：太18:19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路 11:2 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有古卷只作父阿愿人都尊你的
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13 你们虽然不好，尚
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使徒們：弗1:16-17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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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
强起来，..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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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後：10:3-5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争战。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
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
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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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神是我們禱告的對象 



III)	  使徒們（性）的禱告常常是正面的	  

A.  使徒們（性） 的禱告常常是正面的，祈求神把正面

／好的建立起來／實現，而不是除去壞的方面（並

不是這樣禱告不對。）例如：腓1:9，羅15:5，13，

帖前3:12-13，帖後3:2

B.   正面的禱告會幫助建立合一和愛，也幫助我們在信

心中來回應。

C.   長期使用這樣的禱告幫助我們的靈性生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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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 1:9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
多而又多。 
 

羅15:5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13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
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帖前3:12-13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
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
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
无可责备。 


帖後3:2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作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
（作神执事的有古卷作与神同工的）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
的道上劝慰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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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正面的禱告 



IV)	  使徒們（性）的禱告常常是為了教會	  

A.  使徒們（性） 的禱告常常是為了建立教會，而不是

福音和社會改變。這不是說神不關心這些內容，而

是神希望通過祂的能力和愛把教會建立起來，進而

帶出福音和社會改變。（例：以弗所，徒19:10-20）。
19:10 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

都听见主的道。。。20 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

A.  當為一個城市／地區所有的教會禱告，而不僅僅是

我們自己的教會。我們特別要學習為別的教會禱告，

學習合一。

B.   神是無以倫比的策略家。我們當學習多為眾教會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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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我們代禱的重點	  
A.   耶穌教導我們代禱中的兩個重點內容：聖靈和公義

路11:13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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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B.   聖靈：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已有聖靈的內住，所以我

們祈求聖靈通過我們有更多更大的彰顯。

C.   例如：更多的恩典， 大恩，等。各4:6：但他赐更多

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

卑的人。徒4:33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

人也都蒙大恩。提前1:14； 徒6:8； 彼後3:18，1:2

D.   公義：把錯改成對。拯救 和 審判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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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禱告的三類主題	  (Three	  Prayer	  Themes)	  
A.   禱告常圍繞的三個主題：聖靈的恩賜，果子，和智

慧 (gifts, fruits and wisdom of the Holy Spirit) 

B.   求多多賜于我們恩典和聖靈的恩賜：神的能力，恩

典，供應，保護。林前 12:7-10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

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

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

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

C.   求多多賜于我們聖靈的果子：

1.   果子：神的性情和生命在我們裡面形成。加5:22-23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2.    重點：不僅為果子禱告，更為我們有決心，明白神的開啓

來禱告。 約16:8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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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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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禱告的三類主題	  (Three	  Prayer	  Themes)	  

D.   求多多賜于我們聖靈的智慧：更多的認識和理解神

的心意和計劃，不僅為自己，也為他人。
西 1:9-10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

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

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 

徒2:17-19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

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作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

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

血，有火，有烟雾。

E.  小結：求神把聖靈的果子／神的性情／生命建造在

我們的裡面，藉著聖靈使我們為罪，為義，為審判來

省察自己，顯明神的心意，認識神，呼求聖靈的大能

來彰顯，讓我們能認識祂的榮美，敬畏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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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附件：Bickle	  牧師禱告的例子	  
A.   家庭：
Fruit:	  Father,	  release	  the	  spirit	  of	  convic?on	  to	  them	  in	  a	  greater	  measure	  
(John	  16:8)	  and	  pour	  out	  Your	  love	  into	  their	  hearts	  by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Rom.	  5:5).	  Fill	  them	  with	  love	  for	  Jesus	  and	  for	  others	  and	  with	  the	  
spirit	  of	  the	  fear	  of	  the	  Lord	  (Phil.	  1:9).	  
Wisdom:	  Father,	  grant	  my	  sons	  wisdom	  to	  know	  Your	  specific	  will	  for	  each	  
area	  of	  their	  lives—their	  ministries,	  finances,	  rela?onships,	  business	  
ventures,	  marriages,	  and	  in	  raising	  their	  children	  (Col.	  1:9–11).	  Fill	  Diane	  
with	  understanding	  of	  Your	  will	  for	  her	  ministry	  and	  business	  and	  as	  a	  
grandmother	  (Col.	  4:12).	  
Gi,s:	  Father,	  give	  prophe?c	  dreams	  and	  visions	  to	  Diane,	  my	  sons,	  their	  
wives,	  and	  their	  children	  (Acts	  2:17).	  Release	  the	  spirit	  of	  glory	  and	  the	  
power	  of	  God	  in	  their	  lives	  and	  through	  their	  words.	  I	  ask	  for	  physical	  health	  
for	  them.	  Grant	  them	  favor	  in	  rela?onships	  and	  in	  the	  marketplace	  and	  
protect	  them	  from	  the	  a`ack	  of	  the	  enemy	  and	  from	  all	  sickness	  and	  
financial	  a`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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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附件：Bickle	  牧師禱告的例子	  
B. 教會：
1.   Pray	  for	  the	  presence	  of	  God	  to	  be	  manifested	  in	  church	  services	  and	  for	  people	  to	  be	  saved,	  set	  free,	  healed,	  

and	  refreshed	  by	  the	  Spirit	  during	  the	  worship,	  preaching,	  and	  ministry	  Emes.	  
2.   Pray	  that	  love	  will	  abound	  and	  that	  God’s	  people	  will	  approve	  the	  things	  that	  God	  calls	  excellent	  (Phil.	  1:9–10).	  
3.   Pray	  that	  the	  anoinEng	  of	  convicEon	  will	  rest	  on	  the	  preaching	  of	  the	  Word	  so	  that	  both	  believers	  and	  

unbelievers	  are	  impacted	  greatly	  (John	  16:8).	  	  
4.   Pray	  for	  a	  spirit	  of	  holiness	  and	  love	  to	  prevail	  in	  the	  congregaEon.	  
5.   Pray	  for	  a	  great	  increase	  of	  the	  giSs	  of	  the	  Spirit	  in	  the	  church	  and	  the	  manifestaEon	  of	  these	  giSs	  through	  

words	  of	  knowledge,	  words	  of	  wisdom,	  discerning	  of	  spirits,	  healings,	  miracles,	  and	  so	  on.	  
6.   Pray	  for	  a	  propheEc	  spirit	  to	  rest	  on	  preachers,	  worship	  teams,	  and	  ministry	  leaders,	  according	  to	  Acts	  2:17.	  
7.   Pray	  that	  the	  Spirit	  will	  open	  more	  doors	  to	  minister	  to	  unbelievers	  and	  that	  He	  will	  prepare	  them	  to	  receive	  

the	  gospel	  (Col.	  4:3;	  2	  Thess.	  3:1).	  
8.   Pray	  that	  the	  Spirit	  will	  moEvate	  more	  believers	  to	  share	  the	  gospel	  and	  give	  more	  believers	  a	  burden	  for	  

evangelism	  (MaZ.	  9:37–38).	  
9.   Pray	  for	  the	  spirit	  of	  wisdom	  and	  revelaEon	  in	  the	  knowledge	  of	  God,	  His	  will,	  and	  His	  ways	  to	  be	  given	  to	  

leaders	  of	  churches	  and	  the	  individual	  members	  (Eph.	  1:17).	  
10.  Pray	  that	  believers	  will	  be	  strengthened	  with	  might	  by	  the	  Spirit	  in	  their	  inner	  man	  (Eph.	  3:16).	  
11.  Pray	  for	  unity	  among	  all	  the	  believers	  and	  all	  the	  families	  in	  the	  church	  (John	  17:21–23).	  
12.  Pray	  for	  an	  increase	  of	  the	  spirit	  of	  prayer	  to	  be	  released	  in	  the	  church	  (Zech.	  12:10).	  
13.  Pray	  for	  every	  family	  member	  to	  be	  saved	  and	  healed	  and	  for	  every	  family	  to	  prosper	  with	  secure,	  steady	  jobs	  

(3	  Joh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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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使徒們（性）的禱告	  
h`p://mikebickle.org/resources/category/prayer-‐fas?ng/apostolic-‐prayers/ 

1.彰顯基督的美麗，改變我們的心成為合 神心意的新婦。 
v.17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v.18	  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

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v.19	  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弗一:17-‐19） 

 

2.釋放心中超自然的力量，以致可經歷主的情感。 
v.16	  求他按著他豐盛的榮耀，藉著他的靈，叫你們心裡力量剛強起來，v.17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叫你們的愛心有
根有基，v.18	  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v.19	  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便叫　神一切所充滿的，
充滿了你們。（弗三:16-‐19） 

 

3.求主的愛充滿在我們心中，使能分別是非，充滿仁義果子。 
v.9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v.10	  使你們能分別是非〔或作喜愛那美好的事〕，作誠實無過

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v.11	  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與　神。（腓一:9-‐11） 

 

4.禱告要知道神的旨意，在服事上多結善果，藉著與神的親密得以力上加力。 
v.9	  因此，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就為你們不住地禱告祈求，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　神的旨意；v.10	  好叫

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漸漸地多知道　神；v.11	  照他榮耀的權能，得以在各樣的力上加
力，好叫你們凡事歡歡喜喜地忍耐寬容；v.12	  又感謝父，叫我們能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同得基業。（西一:9-‐12） 

 

5.禱告在教會中同心合意。 
v.5	  但願賜忍耐安慰的　神叫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v.6	  一心一口榮耀　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v.7	  所以你們要彼此接
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　神。（羅十五:5-‐7） 

 

6.禱告被超自然的喜樂、平安和盼望充滿。 
v.13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　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羅十五: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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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使徒們（性）的禱告	  
h`p://mikebickle.org/resources/category/prayer-‐fas?ng/apostolic-‐prayers/ 

7.禱告以色列經由耶穌得救。 

v.1	  弟兄們，我心裡所願的，向　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羅十:1） 
 

8.禱告充滿聖靈的恩賜。 

v.4	  我常為你們感謝我的　神，因　神在基督耶穌裡所賜給你們的恩惠；v.5	  又因你們在他裡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識都全備，v.6	  
正如我為基督作的見證，在你們心裡得以堅固，v.7	  以致你們在恩賜上沒有一樣不及人的，等候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v.8	  他也
必堅固你們到底，叫你們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日子無可責備。（林前一:4-‐8） 
 

9.禱告釋放使徒的職事，並充滿愛及聖潔。 

v.9	  我們在　神面前，因著你們甚是喜樂；為這一切喜樂，可用何等的感謝為你們報答　神呢？v.10	  我們晝夜切切地祈求，要見
你們的面，補滿你們信心的不足。v.11	  願　神我們的父和我們的主耶穌一直引領我們到你們那裡去。 v.12	  又願主叫你們彼此相
愛的心，並愛眾人的心都能增長，充足，如同我們愛你們一樣，v.13	  好使你們當我們主耶穌同他眾聖徒來的時候，在我們父　神
面前，心裡堅固，成為聖潔，無可責備。（帖前三:9-‐13）  
 

10.禱告被裝備及預備接受神給教會的一切豐盛。 

v.11	  因此，我們常為你們禱告，願我們的　神看你們配得過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們一切所羨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作的
工夫， v.12	  叫我們主耶穌的名在你們身上得榮耀，你們也在他身上得榮耀，都照著我們的　神並主耶穌基督的恩。（帖後一:
11-‐12）  
 

11.禱告藉著聖靈的能力釋放神的道。 

v.1	  弟兄們，我還有話說：請你們為我們禱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開，得著榮耀，正如在你們中間一樣，v.2	  也叫我們脫離無理
之惡人的手；因為人不都是有信心。v.3	  但主是信實的，要堅固你們，保護你們脫離惡者〔或作脫離兇惡〕。v.4	  我們靠主深信，
你們現在是遵行我們所吩咐的，後來也必要遵行。v.5	  願主引導你們的心，叫你們愛　神，並學基督的忍耐！（帖後三:1-‐5）  
 

12.禱告藉著神蹟奇事的彰顯，傳遞聖靈的剛強。 

v.24	  他們聽見了，就同心合意地高聲向　神說：「主阿！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v.25	  你曾藉著聖靈，託你僕人-‐-‐我
們祖宗大衛的口，說：『外邦為甚麼爭鬧？萬民為甚麼謀算虛妄的事？v.26	  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也聚集，要敵擋主，並主
的受膏者〔或作基督〕。』v.27	  希律和本丟彼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這城裡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聖僕耶穌〔僕或作
子〕，v.28	  成就你手和你意旨所豫定必有的事。v.29,30	  他們恐嚇我們，現在求主鑒察，一面叫你僕人大放膽量講你的道，一面伸
出你的手來醫治疾病，並且使神蹟奇事因著你聖僕耶穌的名行出來〔僕或作子〕。」v.31	  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
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　神的道。（徒四:24-‐31）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