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弗所 Ephesians 3:14-21 

14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15 （天上地上的各〔或作全〕家、

都是從祂得名） 
16 求祂按著祂豐盛的榮耀、藉著

祂的靈、叫你們心裡的力量剛
強起來、 

17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
心裡、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
基、 



以弗所 Ephesians 3:14-21 

18 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
是何等長闊高深、 

19 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 

20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
所想的． 

21 但願祂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
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
遠。阿們。 



葛培理牧師99歲生日勸勉 Billy Graham’s 

99th Birthday Encouragement： 

 每天閱讀圣经  
   Study Bible everyday 

 將自己的生命交 
  給耶穌基督  

    Submit to Jesus 

 跟随耶穌腳步  
        Follow Jesus 

 彼此相愛，彼此互助 Love one another 



葛培理牧師99歲生日勸勉 

 跪下禱告，直到你和神成為親密的朋友  
   Knee and pray until you and God become intimate friends 

 靠圣灵幫助
活出仁愛温
柔和忍耐的
生活 Live out 

a life of 

lovingkindness, 

gentleness and 

perseverance 



一.天父垂聽我們的禱告 
The Father Listens to Our Prayers 

在父面前屈膝 Bow my  

                    knees to the Father 

每個人每個家庭必須 
  有禱告的祭壇 Everyone  

               and every family must pray 

神是天上地下全家的父 
   God is the Father of the whole  

               family in heaven and earth 



一.天父垂聽我們的禱告 

倪柝聲“神在我們身上的能力不
會大於教會的禱告”“God’s power 

upon us will not be bigger than the prayers of the 

church.” Watchman Ni 

地上的得勝在於我們的禱告  
  Victories in earth depend on our prayers 



克勞威爾（Henry Parsons Crowell   1855-1944） 

他說：“我不只是天國的生意人，更是基
督見證者，我雖然已成公司的總裁，但我
仍向上帝支領薪水，很多人誇我會做事，
會賺錢，但是我最會做的事就是禱告，因
為在禱告中，我看到上帝不斷做事，那不
是人所能做的事。” 

Through prayers, 
I found God 
keeps doing 
things that 

human cannot do.  



二.聖靈叫我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 
The Holy Spirit Strengthens Our Inner Man 

什麼是“內在的人” 
What is the inner man? 

羅馬 Romans 7:22  

因為按著我裡面的
意思。〔原文作人〕
我是喜歡神的律 

林後 II Corinthians 4: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
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 



二.聖靈叫我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 
什麼是“內在的人” 
1.能看 Can see 
詩篇 Psalms 119:18  
求袮開我的眼睛、
使我看出袮律法
中的奇妙。 

2.能聽   Can hear 
馬太 Matthew 13:9  
有耳可聽的、就
應當聽。 



二.聖靈叫我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 
什麼是“內在的人” 
3.能嘗 Can taste 詩篇 Psalms 34:8  

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祂是美善．投靠
祂的人有福了。 

4.能感覺 Can feel 

使徒行傳  Acts 17:27 

要叫他們尋求 神、或者可以揣摩
而得、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 



什麼是“內在的人” 

二.聖靈叫我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 

5.必須操練 Must be exercised 

提前 I Timothy 4:7 

只是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和老
婦荒渺的話、在敬虔上操練自己 

6.必須潔淨 Must be cleansed 

詩篇 Psalms 51:7  

求袮用牛膝草潔淨我、我就乾

淨;求袮洗滌我、我就比雪更白 



二.聖靈叫我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 
什麼是“內在的人” 

7.必須餵養 Must be fed 彼前 I Peter 2:2-3 

2 就要愛慕那純

淨的靈奶、像

纔生的嬰孩愛

慕奶一樣、叫

你們因此漸長、

以致得救 
3 你們若嘗過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二.聖靈叫我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 
藉著聖靈的大能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1.成熟 Mature 

2.有智慧 Intelligent 

3.平穩 Stable 

4.順服 Obedient 



二.聖靈叫我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 

藉著聖靈的大能 

5.耶穌是最好的榜樣 
Jesus is the best example 

成長過程  When growing up – 路Luke 2:52 

在被試探中When being tested -路Luke 4:1 

在事奉中 During the ministry –路Luke 4:14,  

使徒行傳Acts 10:38 



二.聖靈叫我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 
按著神豐盛的榮耀 According to 

the riches of His glory 



三.基督叫我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Christ  Makes Us Rooted and Grounded in Love 

基督居住在我們的心裡 

Christ dwells in our hearts 

安頓，舒適住於家中 

Settle down and feel like home 

主有感到舒適的住在你裡面嗎？ 

Is the Lord comfortable at your home? 



三.基督叫我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基督居住在我們的心裡 

亞伯拉罕 對比 羅德 

Abraham v.s. Lot (創 Genesis 18) 



三.基督叫我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紮根  Rooted 

詩篇 Psalms 1:1-3  

1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
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2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
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3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
乾．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 



三.基督叫我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有根基 Grounded 

馬太 Matthew 7:24-25  

24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
去行的、好比一個聰
明人、把房子蓋在磐
石上。 

25 雨淋、水沖、風吹、
撞著那房子、房子總
不倒塌．因為根基立 在磐石上。 



三.基督叫我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神是愛 God is Love 

約翰壹書 I John 4:7-8  

7 親愛的弟兄阿、我們

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

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

的、都是由神而生、並

且認識神。 

8 沒有愛心的、就不認

識 神．因為神就是愛。 



三.基督叫我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Comprehend what is the breadth and length and 

height and depth of His love 

 長：從永遠到永遠 Length: forever to 
ever 

 闊：“Agape”的愛  Breath: Agape 
love to all people 

 高：高到天上 Height: Raise to Heaven 

 深：拯救墮落犯罪的世人 

Depth: Save those who fell in sins 



 

 

 

 

 

三.基督叫我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基督的愛過於人所能測度   Know the 
love of Christ which surpasses knowledge 



三.基督叫我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從“明白”到“連結” 

From “comprehend” to “apprehend” 



三.基督叫我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與眾聖徒一同明白/連結 

Comprehend/apprehend with all the saints 

 從“恩典的榮耀”到“恩典的豐盛” 



三.基督叫我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與眾聖徒一同明白/連結 
 從個人的經歷到教會的經歷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to church experience 



四.禱告的結果 The Prayer Result 

我們相信  

 He is able   祂能 
 He is able to do   祂能成就 
 He is able to do all that we ask  祂能  
             成就一切我們所求 
 He is able to do all that we ask or think  
            祂能成就一切我們所求所想 

 



四.禱告的結果 The Prayer Result 

He is able to do far more than we ask or  

  think  祂能成就一切超乎我們所 

 求所想 

He is able to do far more abundantly  

  than we ask or think 祂能充充足足 

   成就一切超乎我們所求所想 

我們相信  



四.禱告的結果 The Prayer Result 

He is able to do far more exceedingly  

  abundantly beyond all we ask or think   

 祂能充充足足成就一切遠超乎  

 我們所求所想 

我們相信  



四.禱告的結果 The Prayer Result 

He is able to do far more exceedingly  

  abundantly beyond all we ask or think,  

  according to the power that works in us 

祂能充充足足成就一切遠超乎我 

們所求所想，照著運行在我們心 

裡的大能大力 

我們相信  



四.禱告的結果 The Prayer Result 

一個榮耀的教會 A glorious church: 

 充滿神的豐盛 The church is filled with 

the fullness of God 

 神在教會和基督裡得著榮耀 

 God is glorified in the church and Christ 



五.你願意一起參與嗎？ 
Are You Going to Participate? 

底波拉之歌：士師記第五章 
The song of Deborah: Judges 5 

2 因為以色列中有軍長率領、百姓
也甘心犧牲自己、你們應當頌讚
耶和華。 

9 我心傾向以色列的首領．他們在
民中甘心犧牲自己．你們應當頌
讚耶和華。 



五.你願意一起參與嗎？ 
底波拉之歌：士師記第五章 
14 有根本在亞瑪力人的地、從以法蓮下來的。便雅憫

在民中跟隨你．有掌權的從瑪吉（瑪拿西）下來．有
持杖檢點民數的從西布倫下來。 

15 以薩迦的首領與底波拉同來．以薩迦怎樣、巴拉也
怎樣．眾人都跟隨巴拉、衝下平原。在流便的溪水旁
有心中定大志的。 

16 你為何坐在羊圈內、聽群中吹笛的聲音呢．在流便
的溪水旁有心中設大謀的。 

17 基列（迦得）人安居在約但河外．但人為何等在船
上．亞設人在海口靜坐、在港口安居． 

18 西布倫人是拚命敢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處、
也是如此。 



五.你願意一起參與嗎？ 

底波拉之歌：士師記第五章 

31 耶和華阿、願袮的仇敵、都這 
   樣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