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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使徒式的禱告

I. 集體禱告的必要性

A. 耶和華說，在祂回來來前，教會最主要表現⽅方式之⼀一是禱告（以賽亞書56：7;阿
摩司書9：11-15;使徒⾏行行傳15：15-16;瑪拉基書1:11）。 我們必須學習如何
有效的，愉快的集體禱告。

7就是他們(外邦⼈)我要...... 使他們在禱告我的殿中喜樂。因我的殿必稱為萬民禱
告的殿。（以賽亞書56：7） 

B. 耶和華說：教會決定⼀一個城市，或地區所經歷的⽣生活品質。我們以充滿信⼼心合⼀一
的話語，將上帝的話語回應給祂，來來⾏行行使耶穌賜給我們的權柄，這就是代求。⽤用
全⼼心全意的愛（順服），及合⼀一宣告（禱告）的⽣生活⽅方式，來來表現上帝對這個世
界的關⼼心。當我們這樣做時，我們依著所賜給我們的權柄⾏行行事。

19我要把天國的鑰匙(權柄)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
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太16:19） 

C. 耶和華告訴祂的⼦子⺠民，透過調整⽣生活⽅方式，集體禱告以及禁食，可以釋放祝福。
我們很少使⽤用這個重要的特權和責任，但是⼀一旦我們願意使⽤用時，美好的事情就
會發⽣生！（約珥書2：12-17）

12「雖然如此」耶和華說：「你們應當禁食、哭泣、悲哀、⼀⼼歸向我。」 
13你們要撕裂⼼腸、不撕裂衣服．歸向耶和華你們的　神...... 14誰知道他是否會
轉⽽放棄，並在他身後留下祝福- （約珥書2：12-14） 

D. 當全世界的教會，聚集在⼀一起禱告禁食，以全⼼心全意的愛，調整成合乎神⼼心意的
⽣生活時(約珥書2：28-32），神應許的聖靈就會⼤大⼤大澆灌在我們⾝身上（約珥書
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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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以後、(約珥書2：12-17，集體禱告和禁食) 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氣的．
你們的兒女要說預⾔．你們的⽼年⼈要作異夢，少年⼈要⾒異象．29 ... 我要
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和使女。 29在那些⽇⼦、我要將我的靈澆灌。」 （約
珥書2：28-29）

E. 在使徒⾏行行傳第2章中，聖靈的澆灌只是⼀一部分，即將到來來的是，全世界「凡有⾎血
氣的」都會被澆灌，有幾個跡象顯⽰示使徒⾏行行傳第2章，沒有履⾏行行神透過先知約珥
所的啟⽰示。

30「在天上地下、我要顯出奇事、有⾎、有⽕、有煙柱。 31⽇頭要變為⿊
暗、⽉亮要變為⾎、這都在耶和華⼤⽽可畏的⽇⼦未到以前 [耶穌再來]。32
凡求告耶和華名的就必得救。」（約珥書2：30-32） 

1. 在使徒的⽇日⼦子裡，聖靈降在120個⼈人⾝身上（徒1：4,12-15），成就了了
3,000個立即的救贖（徒2:41） - 可是這不是約珥書第⼆二章（第28
節 ）說到的「凡有⾎血氣的」（種族，地區等...）

2. 約珥書第⼆二章聖靈的澆灌，伴隨著宇宙的騷動（第30-31節），這些⾄至
今尚未發⽣生。

3. 聖靈的澆灌，帶來來極⼤大救贖（第32節），包括保護（詩篇91：3-
10），供應(參參⾒見見出埃及記8：22-23; 9：4，6，26）， 我們得以完
全⾏行行走在神的命定中，從欺騙中獲得救贖（提前4：1-2）。 神⼦子⺠民的
集體救贖也還沒有發⽣生。

F. 有三種主要的禱告類型，在這課：我們主要是討論如何代求。不管有沒有⾳音樂，
可以運⽤用這些禱告在集體禱告服事中。 這些禱告也可以運⽤用在私下為某個問題
或某⼈人的禱告。

1. 靈修－我們在愛裡與神相交可以帶來來個⼈人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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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祈求－請求神為我們個⼈人⽣生命景況帶來來改變（內在/外在）
3.
4. 代求－請求神改變他⼈人的⽣生命景況; 不管是個⼈人或群體。

G. 如果我們希望集體禱告有所成長，需要了了解幾件事。 集體禱告可以是少⾄至⼆二到
三⼈人組成，或是1,000名基督徒聚在⼀一起禱告的聚會。

1.參參與：在集體禱告會中要做什什麼？ 你怎麼知道該要禱告甚麼？

2.重點： 由誰決定集體禱告的重點，要如何決定？

3.差異異： 如何統整來來⾃自不同教派、傳統和⽂文化的基督徒？

4.分⼼心： 如何將分⼼心降⾄至最低，維持集體禱告的動⼒力力？

H. 以聖經來來禱告，特別是“使徒式禱告”可以解決這些挑戰並提供許多正⾯面的好
處。

II.使徒式禱⽂文：上帝所賜祂⼼心中的話語

A.聖經也是⼀一本禱告⼿手冊，指導我們如何禱告。 當我們⽤用⾃自⼰己的⼝口宣告神的話，藉
此顯露神的⼼心，也因著聖靈，把祂的⼼心意刻在我們的⼼心裡。 （提後3:16;希伯來來
書4：2;羅⾺馬書10：8,17）。 例例如，當我們看到耶穌⼀一⼼心要我們經歷祂並與祂
同⼯工時，我們就會有信⼼心宣告這應許在我們的⼼心中和教會裡。

24「⽗阿、我在那裏、願你所賜給我的⼈、也同我在那裏、叫他們看⾒你所賜

給我的榮耀．因為創⽴世界以前、你已經愛我了。」 （約翰福⾳17:24） 

B. 我們重視並使⽤用使徒式禱告，因為它們是上帝⼼心中的話語。這些禱告過去在⽗父的
⼼心中燃燒 - 現在仍然還是如此。祂把它們交給了了聖靈為了了要賜給眾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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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們，保羅以及使徒和他] 也就為你們不住的禱告祈求、願你們在⼀切屬靈
的智慧悟性上、滿⼼知道　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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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羅西書1：9-10） 

C. 既然是神給教會的禱告，祂就會回應。因為這些禱告事來來⾃自於聖經裡的話，它們
就是神明確的旨意，保證神會回答和兌現！（約5：14-15）。這些禱告是神賜
給我們的⼀一張空⽩白⽀支票，我們可以為我們的城市，教會或家庭在上⾯面簽上我們的
名字。

14我們若照他的旨意求甚麼、他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他所存坦然無懼的⼼。 15

既然知道他聽我們⼀切所求的、就知道我們所求於他的無不得着。 (翰⼀書5：
14-15） 

D. 使徒式禱告是我們的使徒領袖和⼤大祭司-耶穌-的禱告（來來3：1;弗2:20）也是
聖靈賜給祂眾使徒的禱告。 ⼤大約有⼆二⼗十五到三⼗十個使徒式的禱告。

E. 許多⼈人只在新約中讀過或研究過使徒式禱告，但是從來來沒有⽤用來來禱告。

III.使徒式禱告的特⾊色

A. 使徒式禱告以神為中⼼心。它們講述在天上寶座上擁有無限無可爭議⼤大能的那⼀一位

（啟⽰示錄4-5），也就是我們的⽗父，祂就是最善良、溫柔和完美的那位（詩篇
18:35;以賽亞55：7;路路加福⾳音15:20-24;雅各書1:17;希伯來來書4:6; 12：
9,22-24：啟⽰示錄15：3）。 這樣的禱告不會提到在天上執政掌權的邪靈。

B. 使徒式禱告是正⾯面的。是跟神求美好的事，⽽而不是為了了除去不好的。我們祈求愛
的加添，⽽而非憤怒被挪去（腓立比書1：9-11）。我們祈求聖潔，⽽而不是挪去不
道德或⾊色情（聖經3：9-13）。我們專注於正⾯面的事，因為聖經也就是專注在正
⾯面的，所以當我們繼續⽤用這樣的禱告，多年年下來來我們會看到這禱告對他⼈人的益處。
神的慈祥善良仍然能修改回應我們聚焦負⾯面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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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積極正⾯面的禱告能建立合⼀一。合⼀一是祭司性的代禱服事中領受恩膏的關
鍵（詩133：1-3）。當我們禱告抵擋負⾯面的事，別⼈人可能會有不同的意
⾒見見或是質疑禱告的⼈人，禱告因此可能就此中斷。

2. 積極正⾯面的禱告增強愛。例例如，如果有⼈人禱告，「上帝啊，解決這城市
的罪惡惡，」有些⼈人可能會對這個⼈人或這樣的禱告感到⽣生氣或有所批評。
他們可能會想：「這個⼈人這樣禱告，他以為他是誰？」負⾯面的禱告比較
會有憤怒的語氣，容易易讓⼈人反感。⼀一般來來說，負⾯面禱告不會有聽眾（哥
林林多前書8：1; 13：4-8,13;腓立比書4：8;以弗所4:29）。

3. 積極正⾯面的禱告會增長信⼼心（羅⾺馬書10:17;加拉太書3：2,5）。 當我
們聽到有⼈人以使徒式禱告⽂文禱告時，我們的信⼼心也會因此增加，因為我
們可以看⾒見見神對教會的計劃 –	也就是成為⼀一個得勝，成熟和無瑕疵的
新娘，能與祂同⼯工，了了解祂的⼼心（弗4:13; 5:27 ; 啟21：2）。 你
相信得勝的教會嗎？使徒式以信⼼心禱告的⽅方式會讓你相信得勝的教會！

17可⾒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羅⾺書10:17） 

C. 使徒式禱告是為了了教會。 使徒式禱告是為了了使教會更更剛強，不是為了了迷失的
⼈人。 只有羅⾺馬書10：1是關於失喪的猶太⼈人。神深深地關切救贖失喪的⼈人和改
變社會。

1.神賜給教會所有的權柄（太16：17-19;太28：18-20;可16：14-18）。

18 ...我（耶穌）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 19 ...凡
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太福⾳16：18-19） 

2.神已應許教會得⾒見見神的榮耀，並將祂的榮耀彰顯出來來（⾺馬太福⾳音5：13-15;以弗所
3:21）。 這事會發⽣生。 神說在祂來來之前，教會會擁有屬天的理理解⼒力力（耶23:20;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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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33; 12:10），敬虔的品格（弗4:13; 5:27;太5:48 ）和超⾃自然的能⼒力力（但
11：32-33;太16：18-19;約14:12）。

3.在保羅的時代，因為以弗所教會的複興，因此整個亞洲區域（現今的⼟土耳其）得以聽
到福⾳音，以致翻轉了了異異教社會！ （使徒⾏行行傳19:10，20）。因為教會充滿了了神的同
在，以及聖靈的澆灌，成千上萬受膏的傳道⼈人和教師去到亞洲各個城市講道及傳揚福⾳音。
奇妙的神蹟（19:11），醫治（19:12），釋放（19:12），激發敬畏神的⼼心
（19:17），群眾的懺悔悔和認罪（19:18）以及公開清除魔法/巫術（⿊黑暗）（19:19）
都發⽣生了了。

10這樣(在以弗所有效的事⼯)有兩年之久、叫⼀切住在亞西亞的、無論是猶太⼈、是
希利尼⼈、都聽⾒主的道。... 20 主的道⼤⼤興旺⽽且得勝、就是這樣。（使徒⾏傳

19：10-20）

D. 使徒式禱告能幫助我們有更更⼤大的異異象看⾒見見神可以藉由教會如何祝福我們的城市、

區域、國家，⽽而不僅限於我們⾃自⼰己的需要或是教會會眾的需要⽽而已（例例如，某某
⼈人的貓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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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實務⾯面

A.⾸首先，閱讀使徒式禱告。因為禱告中的⽤用字和詞語並不是⽇日常使⽤用的詞彙，剛開
始時，我們常會覺得這些禱告的⽤用詞有點奇怪。但是慢慢地，我們就不會有這種
感覺。

B.將關鍵詞語分出來來，我們可能不知道要將那些詞語分出來來，因為分出來來後，我們
可能就不能確定整個完整的意思。但是慢慢地，如果我們⽤用這些詞語禱告，跟上
帝⼀一起研究這些經⽂文及對話，我們就能更更了了解它們的意思，也會更更有信⼼心的使⽤用
它們。

C.延伸這些詞語的含義。選擇⼀一些詞語來來詳細探討裡⾯面的思想，同時思考這些話語

為什什麼哪麼重要。

D. 發⾃自內⼼心的禱告，除了了你⾃自⼰己，沒有⼈人能發⾃自你的內⼼心禱告。只有你能⽤用你⾃自發
性的愛來來愛神並且說出神的話（羅10：8,17）。這對神來來說是個重要的芳香獻
祭。

1.如同祭司所做的新約禱告，上帝稱祭司於摩⻄西帳幕中，在祂⾯面前所燒的為
「香」（出埃及記30：8-9;歷代志上23:13; 歷代志上2： 29:11;⾺馬
太福⾳音1:11）

2.上帝將我們的禱告帶到天上，存放在碗中，滿溢時就傾倒出來來（啟⽰示錄 
5：8; 8：1-5）

3.所有天上的活動都來來⾃自禱告（路路加福⾳音18：7）

V. 使徒式禱告

A. 耶穌

1. 主禱⽂文（⾺馬太福⾳音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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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受膏的莊稼⼯工⼈人禱告（⾺馬太福⾳音9：37-38;路路加福⾳音10：2）

3. 為聖靈事⼯工的運⾏行行禱告（路路加福⾳音11:13）

4. 為在試探中得⼒力力量量禱告（⾺馬太福⾳音26：40-41）

B. 保羅

1.為耶穌榮美的啟⽰示和新娘命運得以轉變禱告（以弗所書1：17-19）

2.為⼼心中超⾃自然⼒力力量量的運⾏行行德以經歷上帝的感受禱告，（以弗所書3：16-19）

3.為我們的⼼心中充滿上帝的愛，得以敏銳與正直禱告（腓立比書1：9-11）

4.為明瞭上帝的旨意，事奉得豐碩果效，以及因與上帝建立親密關係⽽而得⼒力力禱告
（歌羅⻄西書1：9-12）

5. 為各城市及地區教會的合⼀一禱告（羅⾺馬書15：5-7）

6.為被超⾃自然的喜樂，平安與盼望充滿禱告（羅⾺馬書15:13）

7.為以⾊色列列因著信耶穌得救禱告（羅⾺馬書10：1）

8.為建立使徒性事⼯工以及被愛和聖潔充滿禱告（帖撒羅尼迦前書3：9-13）

9.為聖靈的加添讓我們得以更更聖潔禱告（帖撒羅尼迦前書5：23-24）

10.為裝備好並準備好接受上帝對教會的命定禱告（帖撒羅尼迦後書1：11-12）

11.為因著上帝的⼤大能，上帝的道能使不信的⼈人回轉向耶穌禱告（帖撒羅尼迦後書
3：1-5;比較上帝⽤用神蹟奇事美化祂的話語：使徒⾏行行傳13:48; 19:20; 6：
7; 12:24;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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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為因著上帝道的⼤大能 上帝能夠打開福⾳音的⾨門禱告（4：2-4;比較上帝為福⾳音
所開的⾨門：使徒⾏行行傳14:27;哥林林多前書16：9; 哥林林多書後書2:12;啟⽰示錄3：
8;提摩太後書2：24-26;使徒⾏行行傳16章：14;路路加福⾳音24:45）

13.為聖靈超⾃自然恩賜的充滿所帶來來的正直禱告（哥林林多前書1：4-8;比照我們所
祈求的：哥林林多前書12:31; 哥林林多前書14：1,39）

14.為建立使徒性事⼯工以及我們被愛和聖潔充滿禱告（哥林林多前書3：9-13）

15.為將洞洞察⼒力力轉為奧秘所建立的使徒式代禱祝福禱告 （羅⾺馬書16：25-27）

C. 彼得（使徒⾏行行傳4：24-31;彼得後書1：2,3; 3:18）

D. 約翰（使徒⾏行行傳4：24-31;啟⽰示錄22：17,20）

VI.使徒式禱告

1.選擇⼀一個⽬目標：這個禱告針對的是什什麼主題，情況或個⼈人/團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2.選擇⼀一個使徒式禱告：這可能是在代禱期間，你個⼈人或禱告組長會做的禱告。 寫
出下列列的經⽂文和參參考資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

3.找出關鍵詞語，就上列列的經⽂文，圈出⼀一些你想在禱告中強調的關鍵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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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延伸關鍵字/詞語， 就上列列，選出⼀一個詞語，寫下你認為的意思，以及為什什麼在現
在的情況下，為什什麼就此祈求上帝是重要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

5.現在開始禱告。 閱讀聖經，就你⼼心中的特定情況為⽬目標，以之前你特別圈出的重
要關鍵詞語來來禱告。試著比你感覺舒服的時間禱告的更更久。禱告時，給聖靈時間提
醒我們，延伸禱告的詞彙和理理解⼒力力。重複整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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