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一 
聖經祈禱索引 
 
在本手冊中，你已知道耶穌是最佳的代禱模範，聖經還有許多其他代禱的佼

佼者，茲列出所有記載在聖經中的祈禱，以作參考。運用附錄中的研習指南來研

習這些祈禱及祈禱者的生命，將增進你對代禱的認識。 
 
舊約中的祈禱： 
 
創世記 
 
祈禱歷史的開始：四26 
祈禱與屬靈的進展：五2l－24 
祈禱與祭壇：十二－十三 
祈禱求後嗣：十五 
祈禱，呼求的言語：十六 
祈禱與啟示：十七 
為一惡城祈禱：十八－十九 
過犯後祈禱：廿 
順服的祈禱：廿二 
為新婦祈禱：廿四 
為不孕妻子祈禱：廿五19－23 
祈禱改變事情：廿六 
祈禱許願：廿八 
為一位做錯事的兄弟祈禱：卅二 
祈禱，隱藏的火：卅九－四一；四五5－8；五十20、24 
為祝福支派祈禱：四八－四九 
 
出埃及記 
 
祈禱如呻吟：一－二 
祈禱如對話：三－四 
埋怨的祈禱：五－七 
與全能者聯盟的祈禱：八－十 
讚美的祈禱：十五 
危難中祈禱：十七 
有需要者的祈禱：廿二22－24 
祈求延遲應受的審判：卅二 
摩西第一次為以色列祈禱：卅二9－14 
摩西第二次祈禱：卅二30－34 
摩西第三次祈禱：卅三12－23 
祈禱與變像：卅四 
 
民數記 
 



祝福的祈禱：六24－27 
保護、保守的祈禱：十35－36 
祈求除去審判：十一1－2 
灰心者的祈禱：十一10－35 
一位謙和的人的祈禱：十二 
維護神榮耀的祈禱：十四 
祈求神對叛黨採取行動：十六 
祈求減少死亡：廿一 
祈禱與預言：廿三－廿四 
為新領袖祈禱：廿七 
 
申命記 
 
為崇高任命祈禱：三23－29 
向那位親近人的祈禱：四7 
祈求停止審判：九20、26－29 
祝福的祈禱：廿一6－9 
感恩的祈禱：廿六 
用詩歌祈禱：卅二－卅三 
 
約書亞記 
 
挑戰的祈禱：五13－15 
神不應允的祈禱：七 
忽視祈禱後果堪虞：九14 
祈禱產生神蹟：十 
 
士師記 
 
祈求指引：一 
戰爭時期的祈禱：四－五 
祈求神蹟：六 
災難中祈禱：十10－16 
協議下的祈禱：十一30－40 
為未出生的嬰孩祈禱：十三 
面對死亡的祈禱：十六28－3l 
祈禱直接得回應：廿23－28 
為一失落的支派祈禱：廿一2－3 
 
撒母耳記上 
 
默禱：一 
祈禱：先知性的人生觀：二l－10 
在聖所中祈禱：三 
為國難祈禱：七 



求王祈禱：八 
求清白的祈禱：十二 
一苦惱的王祈禱：十四 
傷心的祈禱：十五11 
微聲的祈禱：十六1－12 
祈禱是得勇氣的秘訣：十七 
以祈禱作求問：廿三 
為置之不理祈禱：廿八7 
為重奪戰時掠物祈禱：卅 
 
撒母耳記下 
 
為所去之地祈禱：二1 
為勝利的標記祈禱：五19－25 
為家庭和國家蒙福祈禱：七18－29 
為一病童祈禱：十二 
以祈禱作掩飾：十五7－9 
為要明白苦難祈禱：廿一1－12 
以詩為祈禱：廿二 
為驕傲認罪的祈禱：廿四10－17 
 
列王紀上 
 
祈求智慧的心：三 
奉獻的祈禱：八12－61 
為枯乾的手祈禱：十三6 
為蔽塞天空祈禱：十七 
祈禱叫已死的孩子復活：十七20－24 
為神的尊榮祈禱：十八16－41 
祈禱與保護：十八45 
求死的祈禱：十九 
 
列王紀下 
 
為一已死孩子祈禱：四32－37 
祈禱求異象：六13－17 
祈求從仇敵中釋放出來：十九 
祈求延壽：廿1－11 
 
歷代志上 
 
祈求靈裡興盛：四9－10 
信任的祈禱：五20 
懼怕的祈禱：十三12 
為立約祈禱：十七16－27 



用火回答祈禱：廿一 
以祈禱作守衛：廿三30 
祈禱與施與：廿九10－19 
 
歷代志下 
 
在國難中祈禱：十四11   
祈禱與改革：十五 
祈禱與歷史裁決：廿3－13 
懺悔的祈禱：卅三13 
 
以斯拉記 
 
感恩的祈禱：七27－28 
祈禱與禁食：八2l－23 
祈禱與認罪：九5－10：4 
 
尼希米記 
 
因苦惱而生的祈禱：一4－11 
在困境中祈禱：二4 
祈求從責備中得釋放：四1－6 
祈求向憤怒誇勝：四7－9 
祈禱與復還：五 
祈求對抗狡計：六9－14 
祈禱與神的道：八l－13 
祈禱與神的美善：九 
祈求記念：十三14、22、29、31 
 
約伯記 
 
順從的祈禱：一20－22 
祈求憐憫：六8－9；七17－2l 
祈求辯屈：九 
約伯反對不公平的祈禱：十 
祈求明白不朽人生：十四13－22 
祈禱與裨益：廿一14－34 
祈禱與理由：廿三 
藉旋風回答祈禱：卅八 
認罪的祈禱：四十3-5；四二1-6 
代求的祈禱：四二7-10 
 
詩篇 
 
受攻擊而產生的祈禱：三 



聖潔的祈禱：四 
早晨儆醒的祈禱：五 
祈求神作出行動：七 
讚美神採取行動的祈禱：八 
祈求現在及以後都得保守：十六 
十字架的祈禱：廿二 
祈求牧人看顧：廿三 
祈求神榮耀的彰顯：廿四 
祈禱有如上行向神：廿五 
信心的祈禱：廿七 
祈禱如基督浮雕：卅一 
悲慘靈魂的祈禱：卅二 
祈求不受仇敵傷害：卅五 
讚美慈愛的祈禱：卅六 
朝拜者的祈禱：卅九、九十、九一 
祈禱及蒙應允：四十 
在極其苦惱中祈禱：四一 
祈禱是希望之門：四二－四三 
祈求神的幫助：四四 
祈求庇護：四六 
心碎者的祈禱：五一 
隨時祈禱：五五 
痛苦的祈禱：五七 
信靠的祈禱：七一 
為神自己祈禱：七三 
以讚美神的偉大為祈禱：九六 
祈求逃離磨難：一Ｏ二－一Ｏ三、一Ｏ五 
感恩祈禱：一Ｏ六 
祈求航海者無危：一Ｏ七 
祈禱與熱愛聖經的：十九、一一九 
祈求鑒察心靈：一三九 
 
箴言 
 
本書的重點在於祈禱是智慧的渠道。 
 
傳道書 
 
本書討論祈禱與宿命論。   
 
雅歌 
 
祈禱的秘訣。 
 
以賽亞書 



 
神不垂聽的祈禱：一15；十六12 
祈禱與潔淨：六 
祈求神蹟：七11 
尊崇的祈禱：十二 
讚美得勝的祈禱：廿五 
祈求平安：廿六 
祈禱與信心：四一 
祈禱與操練：五五 
多人不重視祈禱：五九 
祈求神大能的彰顯：六三－六四 
 
耶利米書 
 
承認不足的祈禱：一 
哀悼背道的祈禱：二－三 
以祈禱作申訴：四10－31 
為叛逆痛心的祈禱：五 
獄中的祈禱：六 
禁止祈禱：七16 
祈求公平：十23－25 
困惑的祈禱：十二1－4 
祈求能解除罪和旱災：十四7－22 
祈求神為其報仇：十五15－2l 
為混亂敵人祈禱：十六19－21；十七13－18 
祈求傾覆惡謀：十八18－23 
絕望心情的祈禱：廿7－13 
祈禱感激神的美善：卅二16－25 
為信徒的餘民祈禱：四二 
 
耶利米哀歌 
 
痛苦的祈禱：一20－22 
祈求憐憫：二19－22 
以祈禱申訴：三 
為受壓制的祈禱：五 
 
以西結書 
 
以祈禱作抗議：四14 
祈求存留餘種：九8－11 
祈禱的聖所：十一13－16 
 
但以理書 
 



祈求傳釋奧秘：二17－18 
違抗命令中祈禱：六10－15 
認罪祈禱：九 
祈禱及其屬靈結果：十 
祈禱有關生命的短暫：十二8－13 
 
何西亞書 
 
神呼籲背道的國民要為悔改祈禱。 
 
約珥書 
 
緊急時的祈禱：一19－20 
祈禱與哭泣：二17 
 
阿摩司書 
 
為緩刑與寬恕祈禱：七 
 
約拿書 
 
異教水手的祈禱：一14－16 
從地獄發出的祈禱：二 
悔改之城的祈禱：三 
先知不高興的祈禱：四 
 
彌迦書 
 
祈禱是等侯主實現祂的道。 
 
哈巴谷書 
 
申訴和辯屈的祈禱：一12－17 
信心的祈禱：三 
 
瑪拉基書 
 
祈禱一抗議一：一2 
祈禱一抗議二：一6 
祈禱  抗議二：一7、13 
祈禱一抗議四：二17 
祈禱一抗議五：三7 
祈禱一抗議六：三8 
 
 
新約中的祈禱： 



 
馬太福音 
 
祈禱與必須寬恕：五22－26；六12、14－15 
祈禱與假冒為善：六5－7 
基督教導的祈禱：六8－13 
基督指明的祈禱：七7－11 
痳瘋病人的祈禱：八1－4 
百夫長的祈禱：八5－13 
患難中祈禱：八23－27 
叫囂瘋子的祈禱：八28－34 
管會堂的人的祈禱：九18－19 
有病婦人的祈禱：九20－22 
兩瞎子的祈禱：九27－31 
作工人的祈禱：九37－39     
基督向神感恩的祈禱：十一25－27 
山上的祈禱：十四23 
彼得苦惱中的祈禱：十四28－30 
敘利亞腓尼基族婦人的祈禱：十五21－28 
為害癲癇病的孩子祈禱：十七14－2l 
同心合意的祈禱：十八19－20 
在比喻中祈禱：十八23－25 
為尊貴位份祈禱：廿20－28 
為醫治瞎子祈禱：廿29－34 
信心的祈禱：廿一18－22 
虛偽的祈禱：廿三14、25 
交帳的祈禱：廿五20、22、24 
順從旨意的祈禱：廿六26、36－46 
加略山的祈禱：廿七46，50 
 
馬可福音 
 
污鬼的祈禱：一23－28、32－34 
祈禱－－基督的習慣：一35；六41、46 
為耳聾舌結的人祈禱：七31－37 
祈禱與禁食：二18；九29 
年青長官的祈禱：十17－22 
 
路加福音 
 
撒迦利亞的祈禱：一8、13、67－80 
以祈禱作敬拜：一46－55 
以祈禱作稱頌：二10－20、25－38 
在事奉中祈禱：三21－22 
祈禱為不揚名：五16 



祈禱與十二使徒：六12－13、20、28 
祈禱與變像：九28－29 
以比喻形武祈禱：十一5－13 
浪子的祈禱：十五11－24、29－30 
從地獄發出的祈禱：十六22－31 
十個痳瘋病人的祈禱：十七12－19 
以比喻形式祈禱：十八1－8 
法利賽人和稅吏的祈禱：十八9－14 
祈求堅固彼得：廿二31－32 
極度痛苦中祈禱：廿二39－46 
祈禱與復活的主：廿四30、50－53 
 
約翰福音 
 
為心靈祈禱：四9、15、19、28；七37－39；十四16 
大臣的祈禱：四46－54 
為生命之糧祈禱：六34 
為確信祈禱：十一40－42 
兩種態度的祈禱：十二27－28 
以祈禱為權利：十四13－15；十五16；十六23－26 
至尊禱文：十七 
 
使徒行傳 
 
樓房上之祈禱：一13－14 
為繼任人祈禱：一15－26 
祈禱與敬拜：二42－47 
奉行習俗的祈禱：三1 
為有膽量作見證祈禱：四23－31 
祈禱與傳道的事奉：六4－7 
第一位殉道者的祈禱：七55－60 
為撒瑪利亞人和行邪術的人祈禱：八9－25 
初信者的祈禱：九5－6、11 
為多加祈禱：九36－43 
哥尼流的祈禱：十2－4、9、31 
為被囚的彼得祈禱：十二5、12－17 
按立的祈禱：十三2－3、43     
禁食禱告：十三2－3；十四15、23、26 
河邊祈禱：十六13、16 
在地牢祈禱：十六25、34 
委身的祈禱：廿36 
壞船上祈禱：廿七33、35 
為患熱病祈禱：廿八8、15、28 
 
羅馬書 



 
為旅程成行祈禱：一8－15 
聖靈感動的祈禱：八15、23、26－27 
為以色列的緣故祈禱：十1；十一26 
祈禱是一恒切的事奉：十二12 
為同心祈禱：十五5－6、30－33 
為擊敗撒但祈禱：十六20、24－27 
 
哥林多後書 
 
祝福的祈禱：一2－4 
祈求除去身上的刺：十二7－10 
 
以弗所書 
 
祈禱與信徒的位份：一1－11 
祈求亮光和能力：一15－20 
用祈禱進到神面前：二18；三12 
祈求內心剛強：三13－2l 
祈禱與內心的旋律：五19－20 
祈禱作為戰土的後勤：六18－19 
 
腓立比書 
 
以要求喜樂為祈禱：一2－7 
祈禱與心靈平安：四6－7、19－23 
 
歌羅西書 
 
以讚美忠誠為祈禱：一1－8 
為七重祝福祈禱：一9－14 
祈禱的團契：四2－4、12、17 
 
帖撒羅尼迦前書 
 
記念的祈禱：一1－3 
祈求再度探望：三9－13 
祈禱、讚美與完全：五17－18、23－24、28 
 
帖撒羅尼迦後書 
 
為配得蒙召祈禱：一3、11－12 
為安慰與堅固祈禱：二13、16－17 
為神的道與保護祈禱：三1－5 
 
提摩太後書 



 
為提摩太的事奉祈禱：一2－7 
為阿尼色弗一家祈禱：一6－18 
為損友們祈禱：四14－18 
 
希伯來書 
 
以讚美創造為祈禱：一10－12 
祈求恩惠和憐恤：四16 
祈禱與基督的事奉：五7－8；七24－25 
祈求神的旨意成全：十二9、12、15 
祈求完全：十三20－21 
 
雅各書 
 
祈求智慧：一5－8，17 
失準的祈禱：四2－3 
有效的祈禱：五13－18 
 
彼得前書 
 
為承受基業的感恩祈禱：一3－4 
婚姻關係中的祈禱：三7－12 
儆醒禱告：四7 
為信徒得堅固祈禱：五10－11 
 
約翰一書 
 
為增多恩典和平安祈禱：一2 
 
約翰三書 
 
祈禱是好名聲的背景：1－4、12 
 
猶大書 
 
在靈裡祈禱：20 
 
啟示錄 
 
以讚美救贖的羔羊為祈禱：五9 
祈禱如金香爐：五8；八3 
殉道者的祈禱：六10 
外邦民族的祈禱：七9－12 
長老的祈禱：十一15－19 
摩西的祈禱：十五3－4 



榮耀聖徒的祈禱：十九1－10 
祈禱結束聖經：廿二1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