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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以禱告進入水深之處  

 

一、 以禱告貼近神的心 

1. 以禱告經歷屬靈能力 

a. Koinonia: 相交, fellowship, communion, close relationship (約一 1:3) 

b.禱告是與創造我的父神相交的本能 –屬靈的談心熱線(約一 1:3) 

 與憐憫慈愛父神親密的傾心吐意 （詩 42:8；66:20） 

c. 禱告是搖動父神的手-- 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 禱告是拉動全能

者肌肉的纖細神經 （詩 141:2; 143:1） 

d.禱告經歷神能力彰顯 (代下 7:14；賽 19:22；太 21:22) 

e. 禱告是屬靈的呼吸，讀經是屬靈的靈糧 

2. 以禱告打開神的心門 

a. 禱告是不斷的叩門 –不斷的禱告（太 7:7-8） 

b.禱告是經歷神的最直接管道 – 是我們信心的眼睛 （弗 1:16-19；3:20） 

c. 要叩門： 

 為自己的生命和環境來禱告 

 環境不是主，神才是主 

3. 禱告的功用 

a. 開傳道的門以講基督的奧祕（歌羅西書 4:3） 

b.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 （弗 6:18-19） 

 並要在此儆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祕 

c. 倚靠神的靈方能成事（亞 4:6） 

4. 禱告對象：向父神; 為國度,教會; 為自己；為肢體(需要的人，家人，)； 屬

靈爭戰禱告 

5. 主禱文 （太 6:9-13）（5 根指頭） 

a. 向父神禱告：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

你的名為聖 (太 6:9)。 

b.為國度禱告：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太 6:10)。 

c. 為自己禱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太 6:11)。 

d.為肢體禱告：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太 6:12)。 

e. 屬靈爭戰：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或作：脫離惡者）。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有古卷無因為

至阿們等字）(太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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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十二種有功效的禱告 
1
 

a. 讚美的禱告： 帶來能力(詩 8:2，太 21:16)，醫治疾病(箴 17:22)，勝

過仇敵，超越難處 

b.等候的禱告：是將心靜靜地降伏在神面前，享受在神愛裡的靜默 

（詩 46:10；賽 30:15） 

c. 認罪的禱告：遮掩自己罪過的,必不亨通，同意神對我的罪的宣判，

開口承認離棄罪過的，必蒙憐恤(箴 28:13) 

 罪的可怕影響（羅五 12-14,21） 

 每天時刻省察言語，向神認罪悔改，轉離惡行（代下 7:14） 

 認罪的應許（約壹 1:9; 雅 5:16） 

d.禱讀神的話: 仔仔細細, 反反覆覆, 禱禱告告。重點在禱，不在讀。 

 觸摸生命 (約 5:39-40，約 6:63) 

 增加信心(羅 10:17) 

e. 儆醒的禱告：保持清醒，察看戒備，明白神的心意，不灰心，更優功

效為人代求 （羅 13:11; 尼 2:13; 尼 4:16） 

f. 代求的禱告: 「中間的調停人」(go in between)，也稱為「堵破口的人」 

 屬靈的爭戰 (賽 49:24-25) 

 代求的四個原則: 認同的原則(看見需要);代價的原則(聽見神的

聲音，願意順服主); 信心的原則(有堅持到底永不放棄); 權柄

的原則(憑信心宣告主的得勝). 

g.祈求的禱告：是針對個人的需要向神提出的禱告(如雅比斯)， 是一種

無助的倚靠 （代上 4:9-10；來 5:7-8） 

 要具體，要有所期待，要持續，要有正確的態度（路 18:41; 

徒 3:5） 

h.禁食的禱告：是一種信心的經歷，也是一場屬靈的爭戰（太 4:4） 

 內裏誠實、純潔的禁食：(太 6:16) 

i. 感恩的禱告：是承認神的祝福，是向神發出感謝，是使我們進到神面

前的途徑（詩 100:4；帖前 5:18） 

j. 靈歌的禱告：原意是“神的氣息”；神透過順服祂的歌唱者將歌呼出

來；是新歌 （西 3:16; 詩 96:1） 

k.按主禱文的禱告：是主耶穌對禱告的教導，是一個禱告的軌道，使我

們可以反覆在上奔跑 (太 6:9） 

l. 祝福的禱告：是神的本性與心意，帶來環境與人的改變，帶來醫治與

釋放 (創 1:22; 路 6:28,37) 

                                                           
1
 Rev. Tong Liu 劉彤牧師, "十二種有功效的禱告, 1995," River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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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禱告方法： 

a. 方言的禱告：是在靈裡與神交通，講說各樣的奧秘 （林前 14:2， 4， 

22） 

 天使的話語 （林前 13:1) 

 地方的語言（徒 2:4） 

 造就自己（林前 14:4） 

 為不信的人作證據（林前 14:22） 

b.饒恕的禱告：饒恕是為了自己的好處，與人和好（太 6:14-15; 18:35） 

 先求神赦免我自己所犯的罪 

 把得罪我的人帶到主面前: 奉主的名饒恕(釋放他出我心中的監

牢) ,奉主的名祝福他。 

 常帶來心靈和身體的醫治 

 饒恕七十個七次 

c. 宣告的禱告： 

 神的話語有能力（創 1:3；來 11:3） 

 耶穌已經給我們權柄，我們要行使這樣的權柄，來勝過撒但一

切的能力(路 10:17-19) 

 宣告主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腓 2:9-10） 

 靠主的寶血宣告主在十字架上的得勝（啟 12:9-11） 

二、 以默想聆聽尋求神 

1. 默想神生活化：謙卑地單純地來到主面前，默想神。 

a.David P. Gushee 牧師教導我們在默想神過程中，當我們的心思意念

轉到其他的人或事時，就把這些帶到神面前禱告。再把心思轉回專注

在神身上。 

2. 聆聽神的聲音： 

a. 從讀經開始 

b.向神禱告尋求神，花時間安靜聆聽 

c. 查驗確定神的聲音 

i. 與聖經無相抵觸 

ii. 主觀的經驗 

iii. 屬靈長輩的印證 

iv. 環境的印證 

d.從小事忠心順服神 

3. 聆聽神聲音的十二要點2
 

                                                           
2
 Loren Cunningham and Janice Rogers, Is That Really You, God? (Grand Rapids, Mich.: Chosen Books, 1984), 

appen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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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認識神，我們就已經聽到祂的聲音，就是最初帶領你到祂面前

的那種內在引導。聆聽神的聲音是每一位神兒女的基本權利。3
 

a. 不要把帶領複雜化：保持謙卑 

 順服祂的主權 

 抵擋仇敵 

 期待答案 

b.容許神以祂所選的方式向你說話 

 祂的話語 

 可聽見的聲音 

 異象，異夢 

 內在聲音 

c. 為隱藏的罪認罪 

 需要一顆清潔的心 

d.運用斧頭原則 

 王下 6 

 回到上一次聽見神清楚說話的時刻 

 問“你是否已經順服了神上次要你去做的事？” 

e. 找出你自己蒙引導的方式 

 神會使用他人來證實祂的帶領，但你必須自己聽見祂的聲音。 

f. 不要談論你所得的帶領，直到神允許你 

 等候的目的避免落入四個陷阱 （1）驕傲 （2）自以為是 （3）

錯失神的時機和方法 （4）造成他人的混淆  

g.運用三博士原則 

 三博士各自跟隨星星而都被領到同一位基督，神也會使用二或

多位屬靈上敏銳的人證實祂所對你說的話。 

h.提防假冒 

 分辨的原則是：是否遵照聖經的原則？ 

i. 人的反對有時候是神的帶領 

 徒 21:10-14 

 順服神 

j. 每一個跟隨耶穌的人都有一項獨特的職事 

 在正確的地方，正確的時間，正確的次序，用正確的心態，正

確的方法，向正確的的對象做和說正確的事。 

k.操練傾聽神的聲音，它會變得越來越容易。 

                                                           
3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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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聆聽神的聲音最重要的原因是與神的關係。 

三、 進入水深之處  

1. 以禱告內在化進入水深之處 

a. 主說祂所做的事，信祂的人也要做。（約 14:12-14） 

b.主耶穌在地上最常做的事就是禱告（路 6:12） 

c. 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路 18:1-8） 

d.總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可 14:38，太 26:41，路 22:40；西 

4:2） 

e. 唯有藉著奉主耶穌的名禱告，我們才能到神那裡去。 

2. 以默想聆聽神生活化進入水深之處 （賽 34:1；賽 51:4；賽 55:3；啟 2:29） 

a. 地和其上所充滿的要側耳聽神 （賽 34:1） 

b.因為訓誨必從神而出 （賽 51:4） 

c. 側耳而聽，就必得活 （賽 55:3） 

d.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啟 2:29） 

e. 時刻側耳聽神順服神，進入與神同行的水深之處 

3. 操練禱告默想聆聽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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