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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6:18-20
18.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19.也為我祈求，使我得著⼝口才，能以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祕，
20.我為這福⾳音的奧祕作了了帶鎖鍊鍊的使者，並使我照著當盡的本分放膽講論。
作靈裏剛強的⼈人
‣ 我還有末了了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力作剛強的⼈人。 (以弗所書6:10)
A. 靠著主In the Lord (在主裏⾯面)
B. 倚賴他的⼤大能⼤大⼒力力
穿戴神的全副軍裝
• 禱告才能使神的各種軍裝發揮功⽤用，缺乏禱告就會使⼀一切軍裝失去效⼒力力、無⽤用。
⼀一. 靠著聖靈
‣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以弗所書6:18)
1. 在聖靈裡禱告
‣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 (猶⼤大書1:20)
❖ 在聖靈裡禱告
- 聖靈是神的靈，是真理理的靈，就是讓聖靈充滿掌管我們的⼼心思意念念
- 禱告到領受到聖靈清楚的光照
- 禱告到我們完全降服聖靈的引導
- 禱告到領受聖靈所賜給我們的能⼒力力
2. 聖靈幫助我們禱告
‣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來的歎息替我們
禱告。(羅⾺馬書8:26)
寫天路路歷程⼀一書的作者：本仁約翰
“When you pray, rather let your heart be without words than your words without heart.”
禱告的秘訣在於倚靠聖靈、與聖靈相交，對神的愛和感恩遠遠比⾔言語更更重要，神的同在和親密遠
比⾃自⼰己的需要、祈求更更重要。
3. 聖靈照著神的旨意
‣ 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羅⾺馬書8:27)
‣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行；要你們各⼈人曉得怎樣⽤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
(帖撒羅尼迦前4:3-4)
‣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撒羅尼迦前書5:18)
⼆二. 隨時多⽅方禱告
‣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And pray in the Spirit on all occasions with all kinds of prayers and requests. With this in mind, be
alert and always keep on praying for all the Lord’s people. (以弗所書6:18)
❖ 隨時 All occasions
- 禱告應不受時間和情況的限制
- 在平安或危險時
- 在軟弱或剛強時
- 在順境或逆境時
- 在喜樂或愁苦時
1. 讚美的禱告
‣ 我因你公義的典章⼀一天七次讚美你。(詩篇119:164)
‣ 因耶和華為⼤大，當受極⼤大的讚美；他在萬神之上，當受敬畏。(詩篇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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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攻擊約沙法王 - 勝敗不在乎你們，乃在乎神
‣ 約沙法就設立歌唱的⼈人，頌讚耶和華，使他們穿上聖潔的禮服，走在軍前讚美耶和華說：『當稱
謝耶和華，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眾⼈人⽅方唱歌讚美的時候，耶和華就派伏兵擊殺那來來攻擊猶⼤大
⼈人的亞捫⼈人、摩押⼈人，和⻄西珥⼭山⼈人，他們就被打敗了了。(歷代志下20:21-22)
2. 感恩的禱告
‣ 你們要以感謝為祭獻與神，⼜又要向⾄至⾼高者還你的願 (詩篇50:14)
‣ 所以我們既得了了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照神所喜悅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神。
(希伯來來書12:28)
3. 認罪的禱告
‣ 我向你陳明我的罪，不隱瞞我的惡惡。我說：我要向耶和華承認我的過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惡惡。
(詩篇32:5)
❖ ⼼心裡注重罪孽
‣ 我若若⼼心裡注重罪孽，主必不聽。(詩篇66:18)
❖ 非常的緊緊不放，享受罪中之樂，⼀一直不肯離開，以致與神斷絕關係
參參孫貪愛女⾊色，失去神的同在
參參孫從睡中醒來來，⼼心裡說：『我要向前幾次出去活動⾝身體』；他卻不知道耶和滑已經離開他
了了。(⼠士師記16:20)
- 剜了了他的眼睛，⽤用銅鍊鍊拘索他；他就在監裡推磨
- 參參孫⼒力力量量復原殺敵三千
4. 求問神的禱告(代上14:10,14)
‣ ⼤大衛求問神，說：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利⼠士⼈人嗎？你將他們交在我⼿手裡嗎？耶和華說：你可以上
去，我必將他們交在你⼿手裡。(歷代志上14:10)
‣ ⼤大衛⼜又求問神。神說：不要⼀一直地上去，要轉到他們後頭，從桑林林對⾯面攻打他們。
(歷代志上14:14)

‣

基甸的求印證
基甸對上帝說：「你若若果照着所說的話，藉我⼿手拯救以⾊色列列⼈人，我就把⼀一團⽺羊⽑毛放在⽲禾場上：若若
單是⽺羊⽑毛上有露⽔水，別的地⽅方都是乾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說的話，藉我⼿手拯救以⾊色列列⼈人。」
次⽇日早晨基甸起來來，⾒見見果然是這樣；將⽺羊⽑毛擠⼀一擠，從⽺羊⽑毛中擰出滿盆的露⽔水來來。基甸⼜又對上帝
說：「求你不要向我發怒，我再說這⼀一次：讓我將⽺羊⽑毛再試⼀一次。但願⽺羊⽑毛是乾的，別的地⽅方都
有露⽔水。」這夜上帝也如此⾏行行：獨⽺羊⽑毛上是乾的，別的地⽅方都有露⽔水。(⼠士師記6:36-40)

1st. 若若單是⽺羊⽑毛上有露⽔水，別的地⽅方都是乾的。 2nd. ⽺羊⽑毛是乾的，別的地⽅方都是露⽔水。
5. 祈求的禱告
‣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7 上帝所賜、出⼈人意
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念。(腓立比書4:6)
三. 警醒不倦：持續不停⽌止
‣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And pray in the Spirit on all occasions with all kinds of prayers and requests. With this in mind, be
alert and always keep on praying for all the Lord’s people. (以弗所書6:18)
1. 警醒 Be alert
‣ 家主若若知道幾更更天有賊來來，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這是你們所知道的。(⾺馬太福⾳音24:43)
❖ 警醒才不會入了了迷惑
‣ 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了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了。(⾺馬太福⾳音26:41)
2. 不倦 Always keep on praying
‣ 1 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7 神的選⺠民晝夜呼籲他，忍了了多時，豈豈不終久給他們伸冤嗎？8 然
⽽而，⼈人⼦子來來的時候，遇得⾒見見世上有信德嗎？(路路加福⾳音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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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為⼈人代求 - 成為忠⼼心的代禱者 Be A Faithful Intercessor
1. 為⼈人代禱
‣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以弗所書6:18)
- 為顛沛流離無家可歸的百姓
- 為失業的弟兄姐妹代禱
- 為⽣生病的弟兄姐妹代禱
- 代禱者先蒙恩
2. 為傳道⼈人禱告
‣ 也為我祈求，使我得著⼝口才，能以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祕。(以弗所書6:19)
結論

1. 藉著禱告使我們成為剛強的⼈人
2. 禱告需要靠聖靈的引導和能⼒力力
3. 隨時隨地，各樣的環境，各種的⽅方式來來禱告與神聯聯結
4. 警醒不倦神必垂聽
5. 也成為忠⼼心的代禱者和為神的僕⼈人禱告
問題與討論

1. 禱告；⼀一個交托重擔的⽅方式、⼀一個得祝福也給是給祝福得⽅方式，更更是⼀一個與神連結的管道。
弟兄姐妹，每⼈人每天⾄至少有700分鐘是醒著的，你(妳) 花多少時間與 神連結呢？
有個⼩小活動！這叫做『禱告筆記』，把每次禱告的東⻄西都記下來來，每年年年年底拿出來來看看 神在你(妳)
⾝身上有哪些恩典。⼀一起來來數算 神的恩典吧～
2. 禱告不分⼝口才好壞！愛我們的⽗父神在乎我們與祂親近、連結的親密時間，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另外
各位基督的⾨門徒，代禱、代求是愛的表現、是祝福的⽅方式，我們學習每天為⼀一個⼈人代禱，成為祝福
的導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