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什么是

祷告？



1. 上帝的国度 - 就是祂在我们生命里
的 掌权和治理。

马太6:33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KOG=平安-供应-保护-同在



2. 上帝的国度 - 就是祂在我们 生命里
的掌权和治理。

马太 6:9-10
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
父：愿人都尊祢的名为圣。愿祢的国降临；
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降服-主权-完全的倚靠



路加 4:18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
祂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
人；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
失明的得看见，受压迫的得自由。

3. 国度祷告，也就是，祈求上帝在我们
服事的人的生命里 掌权和治理。



使徒行传 26:18 要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
从黑暗中转向光明，从撒但权下归向神；
使他们因信我而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
的人同得基业。

3. 国度祷告，也就是，祈求上帝在我们
服事的人的生命里 掌权和治理。



II. 如何做国度祷告？



1. 知道并明白上帝造我们为 祭司和君王，
来管理这地。

启示录 1:5-6
5 （耶稣）那忠信的见证者、从死人中复
活的首生者、世上君王的元首耶稣基督，
赐恩惠和平安给你们。
祂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从罪中得释

放 ， 6又使我们成为国度，作他父神的

祭司。愿荣耀、权能归给祂，直到永永
远远。阿们！



出埃及记 19:6 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
为神圣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上帝起初的计划是要全以色列成为君王和祭司
来代表祂。

可是他们失败了，所以上帝只选利未族来代表。

1. 知道并明白上帝造我们为 祭司和君王，
来管理这地。



彼得前书2:9 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

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要使你们宣扬那
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
德。

1. 知道并明白上帝造我们为 祭司和君王，
来管理这地。



启示录 5:10 又使他们成为国民和祭司，

归于我们的神；他们将在地上执掌王权

1. 知道并明白上帝造我们为 祭司和君王，
来管理这地。



罗马书 5:17b … 那些 受洪恩 又蒙
所赐之义 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

督一人在他们生命中掌权…

1. 知道并明白上帝造我们为 祭司和君王，
来管理这地。



2. 知道并明白属灵的 权柄和能力
都已经给了我们。

路加 9:1-2
1 耶稣叫齐了十二使徒，给他
们能力和权柄制伏一切的鬼，
医治疾病，2 又差遣他们宣讲
神的国，医治病人，



2. 知道并明白属灵的 权柄和能力
都已经给了我们。

路加 10:19 我已经给你们
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
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绝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马可 16:17-18
17 信的人将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
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18手能
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会受害；
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

2. 知道并明白属灵的 权柄和能力
都已经给了我们。



3. 知道并明白 3种属灵武器
A.  耶稣的 宝血

启示录 12:11 弟兄胜过那
条龙是因羔羊的血，和因自
己所见证的道。虽然至于死，
他们也不惜自己的性命



马可 16:17-18
17 信的人将有神迹随着
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
说新方言；18 手能拿蛇；
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会
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
好了。

3. 知道并明白 3种属灵武器
B. 耶稣的 名字



以弗所书6:17  要戴上救恩
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
剑—就是神的道

3. 知道并明白 3种属灵武器
C. 圣经的 话语 – 圣灵的宝剑



马太 16:16, 18-19
16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
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18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
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
的权柄不能胜过它。19 我要把 天
国的钥匙 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
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
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4. 知道并明白 捆绑和释放 的祷告



我们绑定的正面东西

牢固婚姻 凝聚家庭

合一领导同心同行

与上帝的旨意对齐

扎根在神的话语上

与圣灵的智慧和做法贯穿

我们捆绑的负面东西

恶者的作为

魔鬼的诡计 毒友的影响

你孩子受非神接触的影响

非神咨询

损友的影响

网络负面资讯



我们释放的正面东西

上帝的祝福 下载

眼光/内省力

从天而来的智慧

平安

保护

供给 丰盛

我们释怀的负面东西

惧怕 包袱 瘾性

偶像

惯性的罪行

突发脾气 恶劣态度

负面肢体语言

污灵

疾病 发烧 疼痛

感冒



5. 作为祭司，我们降服于 神，祈求 祂。

雅各书 4:7a 所以，要顺服神.

路加 11:2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祷告的
时候，要说：‘父啊，愿人都尊祢的名为
圣；愿祢的国降临；

希伯来书 4:16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
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
怜悯，蒙恩惠，作及时的帮助



6. 作为君王，我们 抵挡 魔鬼并 拆毁 营垒
– 就是我们生命中阻挡神恩典的大山。

雅各书 4:7b 
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逃避
你们



III. 行使君王的权柄，挪去生命
中那阻挡上帝恩典的“大山”



1. 祭司和君王的权柄和能力。

作为君王，我们对着 大山 发话。

对这大山发话，不是 在对神说话

A. 对神说话是 祭司 在祷告

B. 对大山说话是 君王 在命令和斥责大山

马可 11:22-24

War Room



2. 作为 君王，门徒在受主的呼
召后，使出所给与的 权柄:

A. 赶出 魔鬼;

B. 斥责 疾病 和 病菌;

C. 很有 策略 地为失丧的灵
魂做 关系布道.



A. 赶出 魔鬼

路加 10:19  我已经给你们
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

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
力，绝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路加 4:35-36 
35 耶稣斥责他说：“不要作声，
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
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没有
伤害他。36众人都惊讶，彼此对
问：“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
权柄能力命令污灵，污灵就出来

雅各书 4:7



奉耶稣的名，我斥责你这

污秽-肮脏-淫乱/惧怕的灵。。。

离开我的生命。

你在我身上再也没有权柄了！

我是洁净的，有耶稣宝血的遮盖！

离开我的生命！滚！

奉耶稣的名。

A. 赶出 魔鬼.



路加 4:39 耶稣站在
她旁边，斥责那高
烧，烧就退了。她
立刻起来服事他们。

B. 斥责 疾病 和 病菌



奉耶稣的名，我斥责你这

（病痛，癌细胞，疼痛，感冒，细菌，
病毒，捆绑的的灵，聋哑的灵。。。）

离开我的身体。

你在我身上再也没有权柄了！

这身体是洁净的，有耶稣宝血的遮盖！

宣告你无效！滚！

奉耶稣的名。

B.斥责 疾病 和 病菌



策略性的祷告

关系

C. 很有 策略 地为失丧的灵魂做 关系布道.



关系布道(路加 10:5-9)

(1) 找一个 平安之子 (一个接待你的人)

(2) 与他们 团契

(3) 满足需要 – 爱, 关心, 祝福 他们，为他们祷告

(4) 与他们 分享 基督

C. 很有 策略 地为失丧的灵魂做 关系布道.



林后4:3-4
3 即使我们的福音被遮蔽，
那只是对灭亡的人遮蔽。
4 这些不信的人被这世界
的神明弄瞎了心眼，使他
们看不见基督荣耀的福音。
基督本是神的像。

C. 很有 策略 地为失丧的灵魂做 关系布道.



C. 很有 策略 地为失丧的灵魂做 关系布道.

林后 10:4-5 
4 因为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而

是凭着神的能力，能够攻破坚固的营垒。

我们攻破各样的 计谋（logizomi-来自人），

5 和各样 拦阻人认识神的高垒
（hypsoma-来自魔鬼）。。。。

宗教雷同; $; 西方; 路加 16



以赛亚书 61:3 “… 称他
们为“公义树”，是
耶和华所栽植的，
为要彰显祂的荣耀。

总结



国度祷告

相信 并 宣告 神的话语
且带着 能力权柄!

总结

让我们兴起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