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 12:32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
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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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簡介	  
A.   父神期望和樂意“把國賜給我們”路 12:32你们这小

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1.   父神的心：不僅是先知／國王，而且是小群(little flock)

2.   情緣，樂意的父神

3.  Prayer	  is	  not	  overcoming	  God’s	  reluctance	  but	  laying	  hold	  of	  His	  
willingness.—Mar>n	  Luther	  （禱告不是勝過神的不情願，而是抓住神

的情緣。－馬丁 路德）

B.   一個願神的國更多彰顯的方式：求神實現應許和先知

性的應許。 
1.   神在每一個時代，族群和個人都有祂的計劃，我們當為這些內容來禱

告。

2.   三大類的應許：聖經中的應許；時代性的應許；個人性的應許。

(Biblical prophetic, contemporary prophetic, personal prophetic prom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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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簡介	  
C. 我們追求和服事的基礎，特別是關乎先知性：

1.  耶穌，神的話，和我們建立在這些之上的與神的關係。

2.  我們絕不把我們的服事和追求建立在個人先知性的預言上。

3.  我們也絕不聽取任何不合聖經真理的預言。

4.  聖經是任何預言和真理的權威。

5.  任何關於時代和個人的預言必須有聖靈的印證，同時有2－3

位證人(林後13:1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要定准。)

6.  先知性的預言常常是為了堅定我們的努力。

7.  例如：神造訪5分鐘可能意味著我們50年的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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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簡介	  
D.  先知性的預言更多是“邀請性”而不是“應許性”。

1.   Bickle 牧師關於24/7 禱告殿預言的經歷

2.   持續禱告 和 先知性的應許 常常緊密相連。

3.   先知性的應許 往往也是我們常想放棄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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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提前 1:18我儿提摩太阿、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

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1.   神的賜給，確立

2.   人努力的回應 (fight the battle well)

太16:18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
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II)	  與神同工：三個階段	  

A.   神主動邀請，感動 （藉著聖經，聖靈的感動，

屬靈人的分享，等）

B.   人的回應，特別當有謙卑，順服的心

C.   神對人禱告的回應

D.  羅11:36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

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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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聖經中關於聖靈大大澆灌的應許	  
A.   Bickle 牧師相信在耶穌再來前的一代會經歷聖靈極

大的澆灌，教會將為神做出極美的見證

B.  弗 5:27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

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C.   在末世，雖然惡者會大大的逼迫，但是教會將經歷極大

的復興，包括：

1.   得勝，合一的教會：約17:22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

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 	  

2.   新婦生命的見證（愛，謙卑，純潔）：(太5-7)啟

19:7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

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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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聖經中關於聖靈大大澆灌的應許	  
C.  … 教會將經歷極大的復興，包括：

3. 末世的大豐收：啟7:9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

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

树枝．。。14.。。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

净了。

4. 聖靈的澆灌：徒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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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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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大誡命和大使命： 太22:37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

爱主你的　神。 22:38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22:39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28:19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28:20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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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聖經中關於聖靈大大澆灌的應許	  
A.   Bickle 牧師相信在耶穌再來前的一代會經歷聖靈極

大的澆灌，教會將為神做出極美的見證

B.  弗 5:27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

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C.   在末世，雖然惡者會大大的逼迫，但是教會將經歷極大

的復興，包括：

1.   得勝，合一的教會：約17:22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

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 	  

2.   新婦生命的見證（愛，謙卑，純潔）：(太5-7)啟

19:7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

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10 



III)	  聖經中關於聖靈大大澆灌的應許	  
D. 張力：神國／主權部分的體現（現在）和將來完全

的掌權。我們為神完全的掌權禱告，同時積極的參

與神現在的工作。太25:21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

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1. 	  消極等待	  
2. 	  常常氣餒	  
3. 	  從小事做起	  

關鍵：學習耶穌是如何活在這個張力中，同時又在神

的同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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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Bickle	  牧師1982年在埃及開羅的個人經歷	  

A.   特別的屬靈經歷：聽到“內在的”聲音(internal, 

audible voice)，同時有極強的神同在的感受。

B.   “I will change the understanding and express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whole earth in one generation.”我要

在一代人的時間在全地改變世人對基督教的理解和

教會生命的見證。 

C.   世人對基督教的理解：不再是無關緊要，而是看到

神的榮耀且充滿敬畏（徒5）。

D.   教會生命的見證：耶穌的權柄，聖靈的大能，聖徒

生命的見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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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Bickle	  牧師1982年在埃及開羅的個人經歷	  

E. 福音在全地的復興，雖然是一片，一片的；

F.  徒2:16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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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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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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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日
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

日子未到以前。 2:21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

得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