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六月十二日生命河靈糧堂裝備課程

代求與恩膏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
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
彼前2:5

9:30-11:00

第一講 蒙福的代求者/代求者與朋友

11:00-12:30

第二講 面對面的代求者/代求者的品格

12:30- 1:30

Lunch

1:30- 2:45

第三講 劬勞的代求

3:00- 4:30

第四講 代求者與先知

4:30- 6:00

第五講 恩膏中的爭戰與釋放

面對今年教會7月21天的醫治佈道會，感到這是極大的挑戰，也是經歷
神蹟的大好機會。然而有人願意將自己獻在祭壇前，使壇上的火不熄滅嗎？
有人願意堵住破口嗎？ 代求者的品格為何？ 何謂劬勞的代求者？代求者
與先知的關係？ 代求者是朋友嗎？如何在代求的恩膏中爭戰？讓我們一起
學習在忙碌的生活中，常燃馨香之祭，在主前是君尊的祭司，出到營外活出
得勝蒙福的生命,宣告神的權柄救贖，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就在這時刻。

劉梅蕾師母主講

1

代求與恩膏

第一講: 蒙福的代求者/代求者與朋友

一. 代求的含義
希伯來原文：PAGA (發音為PAWGAH)
爭戰(Warfare)：為代求的對象爭戰向著仇敵
劬勞(Travail): 為代求的對象哭求向著神
二. 兩位代求者
羅 8:27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羅 8:34 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耶穌基督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裡復活，現今
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
賽53:11-12 「……他卻擔當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 」
來 7:25
「凡靠著他進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為他是長遠活
著，替他們代求」
三. 代求者的呼召與角色
1. 是君尊祭司的呼召
彼前2:9 「你們是君尊的祭司………」
提前2:1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
2. 是帶著神的權柄與應許重修一個裂縫(生命，人/神，人/人….)
結22:30 「我在他們中間尋找一人重修牆垣，在我面前為這國站在破口防堵，使
我不滅絕這國，卻找不著一個」
3. 是站在神的面前，為別人的救贖代求
民16:48 「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間……」
4. 是回應神愛世人的呼召
耶29:7 「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
和華，……… 」
5. 是照著聖靈的意思禱告
弗 6:18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6. 是劬勞的代求
加 4:19 「我小子阿，我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裡」
7. 是新婦為主再來預備道路的呼召
啟 22:17 聖靈和新婦都說：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
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2

四. 神在尋找代求者
結 22:30「我在他們中間尋找一人重修牆垣，在我面前為這國站在破口防堵，使我
不滅絕這國，卻找不著一個」
賽 59:16「他見無人拯救，無人代求，甚為詫異，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
以公義扶持自己。」
賽 62:6-7「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設立守望的，他們晝夜必不靜默。呼籲耶
和華的，你們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直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
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讚美的。」
約 15:16「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
們的果子常存，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他就賜給你們。」
五. 代求者與朋友
A. 亞伯拉罕(創18:17; 雅2:23 )
1) 聽見神的聲音(創12:1-3)
2) 看見神的使者(創18:1-8)
3) 領受神的應許(創18:9-15)
4) 是神的朋友(創17:16-19)
a.
神向所多瑪觀看
b.
神說我所要作的事豈可瞞著亞伯拉罕
c.
神記念祂的應許
d.
神要眷顧他和他的眷屬
5) 是代求者為所多瑪祈求(創18:22-33)
50－45－40－30－20－10
B. 代求的原則（路11:5-8）
「半夜….無餅」要看見迫切的需要
「朋友，請借給我三個餅…因為我有一個朋友來…」要有甘心樂意的心
「我沒有什麼給他擺上……」要有深切的無力感
「半夜到他那裡去….」要有充足的信心
「情詞破切的直求」要堅持迫切的禱告
C. 由僕人為朋友(約15:1-17)
葡萄樹與枝子： 常在主裡面 常在主的話裡面 常在主的愛裡
被分派去結果子
主的揀選
主的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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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面對面的代求者/代求者的品格

一. 摩西－面對面的代求者 (出33:11；民12:8；申34:10)
1)神在荊棘火燄中的顯現(出3:1-6)
－神的呼叫/神的揀選(詩106:23；彼前2:5)－是祭司、是先知、是僕人、
是朋友
－把腳上的鞋脫下
－領受神的使命(我不能，神能)
－神啟示祂的名
2)摩西的代求
a) 造金牛犢(出32:11-14，30-33，33:1-34:9)
－愛百姓，寧可自己的名被塗抹
－認識神的屬性
有憐憫、有慈愛、不輕易發怒、記念祂的約、不以有罪為無罪
－渴慕神的同在與榮耀（出33:15-16；18-23）
－俯伏禁食禱告四十晝夜(申9:18-20)
b) 窺探迦南地(民14:13-21；申9:22-29)
－俯伏四十晝夜
－記念祂的約
c) 可拉黨叛逆(民16:4，20-23，41-48)
－俯伏在地，聽憑主怒（民16:4，19-22）
－站在活人死人中間替百姓贖罪（民16:44-48）
d) 與亞瑪力人爭戰(出17:8-16)
－上山舉手禱告
－亞倫、戶珥的扶持
－築壇記念「耶和華尼西」
二. 代求者的品格
1) 向己死(出32:32)
2) 盡忠(來3:5；民12:7)
3) 謙和(民12:3)
4) 行為正直(詩15：2)
5) 做事公義(詩15:2)
6) 口被管制(詩15:2-3)
7) 敬畏神 (詩 15:4；申10:12,20)
8) 不貪財 (詩 15:5)
三. 臉上發光（出34:29-35， 林後3: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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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講：

劬勞的代求

一. 劬勞代求的含意與特性
劬勞(Travail): 是在父神面前為代求的對象深切的哭泣、呼喊或憂傷、是由
神的靈所啟動的，將父神的心意與憂傷放入我的靈裡，使我的靈就像”
神的子宮”孕育一個種子或生命，並為這個負擔迫切禱告一段時間，在靈裡
催生。 又可稱為”受苦的代求”
1) 擔罪滿足父神的心意－賽 53:11-12，太 26:37-38，路22:39-44
2) 屬靈的突破 － 賽 66: 8-9
3) 為百姓的罪和裂口悔改－耶 4:31，9:17-20，14:17, 31:15
4) 釋放拯救受壓制困苦者－徒 7:34 為了
5) 等候指望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羅 8:21-23
6) 為基督身體的長大成形－加 4:19
7) 虔誠順服蒙應允來－來5: 7
8) 為城市的罪－彼後2:7-8
9) 為主預備合用百姓－(王上18，瑪4:6，路1:16-17)
二. 以利亞－劬勞的代求者(王上17:1 , 18:1-46雅 5:16-17)
1) 神的話臨到奉神差遣
2) 招聚百姓上迦密山
3) 向百姓挑戰：順從神或順從巴力？
4) 重修已毀壞的祭壇，獻上燔祭
5) 求告降火顯應的神
6) 劬勞代求，觀看七次
7) 神的靈降下
8) 束腰奔在亞哈前頭
9) 直到耶斯列城門
三. 劬勞代求後的爭戰
1) 仇敵的威脅
2) 身心靈疲憊懼怕
3) 躲在洞中
4) 自憐自大
5) 需再尋求神的面，神的話

5

代求與恩膏

第四講 代求者與先知

一. 先知的定義
1. 舊約中神設立的主要聖職
祭司－人的代表，將人的需要帶到神的面前
君王－神的代表，將神的治理施於人間
先知－神的代言人，將神的心意向人宣告與闡明
「耶和華如此說」出現於舊約5300次之多
2. 作神的出口，要被當作代表神(出4:15,16)
3. 耶和華的靈降在身上受感說話的人(民11:29,彼前1:19-21)
4. 神人、先見、先知(撒上9:6-9)
5. 神在歷世歷代中使用的器皿，時代的良心(王下17:13)
6. 先知是蒙召而非世襲
二. 先知職份的興起與預表(徒3:18-26)
1. 摩西 (申18:15)
2. 撒母耳(撒上3:19-20;12:23))
3. 以利亞(路1:17，太11:11-19)
4. 那先知(約1:25，徒3:23，來1:1-2，啟19:10)
5. 教會建造的根基
6. 五重職事，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三. 守望代求的先知以西結(人子)－
1. 神設立 (結 3:17, 33:7)
2. 以自身為豫兆 (結 4:3，結 12:6，結 24:24)
3. 擔當罪孽 (結 4:4-8)
4. 歎息哀哭(結 9:4, 11:13)
5. 重修牆垣/防堵破口 (結13:4-5, 22:30, 4:1-3)
6. 吹角警戒，無論聽與不聽 (結 33: 1-6)
7. 有記號在額上(結 9:4 )
四. 先知接受啟示的方式
1. 聽神的聲音(結2:1，3:16…)
2. 內在的靈交(
3. 看見異象(結1:1，8:1-2…，40:2)
4. 被提、被帶(結8:3,37:1，40:1-2;)
5. 接受啟示而有的影響
a. 身體上(仆倒、靈與體分開、沉睡、無力、甚至生病….)
b. 心境上(悲傷、顛狂、驚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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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講 恩膏中的爭戰與釋放

一. 認識屬靈爭戰的三重戰場？ 何處是撒但的入口？
1. 歡迎聖靈來彰顯神的榮耀同在
2. 檢查出入口(結43:10-12，44:4-5，林後10:3-5，弗4:27)
＊ 用眼看，用耳聽，並要放在心上
第一重戰場：個人：心思 (畫像屋) －結 8:12、意念、口
入口: 罪與罪孽，疾病，創傷
參與偶像;秘術;武術的祭拜活動(累代的根基)
收集與邪靈有關的物品等等
第二重戰場：教會
入口:
不合一、論斷、耶洗別的靈、愛心的冷淡、
宗教條文的綑綁、分辨的缺乏......)
第三重戰場：空中(看不見的靈界) 區域: 社區、城市、城門、國家
入口： 當地的傳統宗教、 城市過去的歷史、影響社會人心的潮流
二. WAR 爭戰的策略
1. Worship

在門讚美(賽60:18, 詩100：4 創24:9)
2. Announce 在牆上守望(結13:5，22:30, 賽60:18, 26：1-2 賽21：5-9
箴 8:34 賽62:6-7)
3. Rejoyce
在殿中喜樂 (林前3:16-17,6:18-19; 太21:12-13，賽56:7,
啟21:2,11)
三. 爭戰的兵器
1. 十字架(加3:13)
2. 神的同在(約壹3:8)
3. 羔羊寶血的遮蓋(啟12:11)
4. 所見證的道－親口接受主耶穌基督, 並作宣告(啟12:11)
5. 耶穌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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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恩膏的含意
1.徒10:38 “神怎樣以聖靈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穌，…因為神與祂同在”
神的恩膏是指神在我們身上的一種超自然的同在，使我們真實感到祂與
我們同在，這同在帶有權柄，醫治，釋放，福音的大能。
2.可 5:27 “耶穌頓時心裡覺得有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
這恩膏在服事中可以感覺到的，耶穌知道神的膏抹，祂能感受到能力與醫治
從祂身上流出。
3.約壹 2:27 “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裡，…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
教訓你們……”這恩膏不只是在主身上, 也是在我們信主的人身上.
[教會被稱為是基督(受膏者)的身體]
五. 恩膏彰顯的能力
賽10:27 “肥壯”原文是恩膏，主的恩膏要打破一切的軛。
1.喜樂油(賽61:3)
2.醫治油(雅5:16;可5:13)
3.引導油(約壹2:27)
4.供應油(亞4:6)
六. 進入神恩膏中的事奉 （詩 63:1-2 彼前 2:5,9 啟 1:5-6）
1. 認識自己是君尊的祭司
2. 操練外院到至聖所（太6:5-6，賽26:20，結8:12, 來9:1-6, 9-10,10:20）
3. 用油抹盾牌(撒下1:21b，賽21:5-6，弗6:10-20)
a-1 首領起來
a-2 設立守望者
4. 天國的鑰匙(太16:18-19，18:18-20)
b-1 教會的承接
b-2 綑綁與釋放
5. 常與有恩膏的人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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