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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恩，以下3+1種方式，倘若
常常練習，聖靈的火會清理潔淨
我們的全身。 
 

• 我們應當先用主耶穌基督的寶血
遮蓋塗抹我們全人，帶著一顆虔
誠的心來敬拜，來禱告親近神。 



• 我要特別的聲明，如果練習的人有
心臟病，或是氣喘等類的呼吸病患，
千萬要小心，要自己斟酌自己的身
體狀況是否可以和其他的人練習。 
 

• 如果不適合與人相練習，自己就用
金香爐禱告法就好，但也要注意自
己的心跳和呼吸，一旦有不舒服，
就立刻停止操練！ 
 



一．金香爐的禱告法 

1. 金香爐的禱告方式是一種個人的禱
告膏抹，就是兩隻手放在臉的下半
部前面，兩手懸空掌心互對，好像
捧著一個香爐，所以兩手不碰觸。
這時，我們就用悟性或方言禱告，
求主聖靈的火焚燒在兩手之間的香
爐。禱告約幾分鐘之後，兩隻手就
有火熱或電流互相流動。 

 





2. 啟示錄的金香爐 

• 啟 8:3-5另有一位天使，拿著金香
爐來，站在祭壇旁邊。有許多香賜
給他，要和眾聖徒的祈禱一同獻在
寶座前的金壇上。那香的煙和眾聖
徒的祈禱從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
面前。天使拿著香爐，盛滿了壇上
的火，倒在地上；隨有雷轟、大聲、
閃電、地震。 



• 火是由寶座前的七個火燈來的，是
神的七靈。 

• 配合著香，就是眾聖徒的禱告（啟
5:8）， 

• 還有大祭司主耶穌的中保代求（聖
徒所求的一定是符合神旨意的真
理）， 

• 把禱告倒在地上，就大有能力的行
在地上。 
 



4.金香爐的禱告方式是一種個人
敬拜在神面前，委身于基督的
禱告（因為香壇代表主耶穌，
在位置上是最接近寶座前的物
件）， 

• 是弗3:16-18的藉著祂的靈，將
自己的靈人剛強起來，使基督
因我們的信住在我們裏面，讓
愛心有根有基。 

 
 



3. 香爐的起源在利10：1，第一次記
載。民16章的可拉黨也有記載。 

• 香爐是祭司用的祭祀的用具，代表
禱告。（參民16:46-48） 

• 聖所中所用的香爐是大祭司的進入
至聖所用的。因此，在啟8的天使
很可能是主耶穌，祂帶著眾聖徒的
祈禱，達到神的面前，配上聖靈的
火，就有能力降下在地上。 
 







• 此外，我們靠著主可以來到施恩寶
座前，隨時得憐恤蒙恩惠（來
4:16），靠著就是我們的主把至聖
所的幔子打開，我們的禱告透過主
耶穌的香壇和香爐代禱如香直接到
神的面前（我們是主的肢體） 

• 因為我們都是祭司，都有自己的香
爐向神禱告。（參考來9:3-4的神學
問題帶出來的神的愛和尊重人） 





5. 我們是要住在基督里（約15:4）
宣告與主abide-by的連接，要住在
主基督裏面，才能夠直接到神的
面前。 

• 我們可以說靈火是神愛的火在我
們裏面燃燒（羅5:5），幫助我們
對主內肢體的彼此相愛有更深的
經歷（因為我們是新約的祭司，
為人代求是我們的職分）。 
 



• 附注：聖靈內住是不同於基督內住，
聖靈會一直在我們旁邊和裏面，但
是基督的內住必須要我們付上代價，
願意委身在基督里，要遵守祂的命
令彼此相愛，基督才會顯現與父神
同住在我們裏面（約14:21-23）， 

• 遵守祂的命令我們才會住在神的裏
面（約壹3:24），也只有住在基督
里的人，才不會繼續犯罪（約壹
3:6）。 



二．同心同行的禱告法（烤肉架的
禱告法） 

6. 同心同行的禱告法是兩個人對練的
方式，把兩隻手互相的彼此交錯，
還是懸空不碰觸，成為四隻手並排，
好像烤肉架子。兩個人就開始用悟
性或方言禱告，求神賜下聖靈的火
來焚燒我們的禱告，就是兩個人的
禱告的香，同心合意的被燒到寶座
前，蒙悅納。（摩3:3, 二人若不同
心，豈能同行呢？） 





7. 同心同行的禱告方式，適合夫妻
或者認識的好朋友互相的練習。
彼此之間的聖靈的火就會交流，
恩膏也會彼此的膏抹對方，靈裡
面相通，感情也會增加。 

• 這個方式也是一個帶領門徒的方
式，由老師來膏抹學生的方式。
讓學生和老師之間不僅是學識上
的教導，也是靈裡面的交通。 

 



8. 注意和他人一起禱告的方式中，
為了避免有其他的感情因素，
特別是異性的肢體，我們不允
許手碰觸到對方。 

• 還有，為了不讓在靈裡交通時
有其他 的不屬於聖靈的流通，
保持著一點距離也是為了保護
彼此。 
 



三． 起火爐的禱告法 

9  起火爐的禱告是3人以上，多至6人
的方式。所用的方式是每一個人用
兩手懸空掌心相對的，與金香爐的
方式呈90度的方向。然後，三個人
就彼此的互相交叉，還是不碰觸對
方。然後，就彼此的用悟性或方言
禱告，求聖靈的火焚燒在彼此之間
所架起來的“火爐”。 

 





10. 火爐是代表神的，火爐代表： 
• 神的公義威嚴（創15:17如同冒煙的爐
像西奈山神的顯現）， 

• 神的審判（瑪4:1-2惡人必被燒毀，但
對於敬畏神的人就是公義的日頭有醫
治的光線）， 

• 神的試煉（啟1:15腳好像在爐中鍛煉
光明的銅）， 

• 神的同在（賽31:9這是那有火在錫安、
有爐在耶路撒冷的耶和華說的）。 



• 所以，在起火爐大約幾分鐘之
後，就會有人開始噁心，打嗝，
嘔吐，放屁，吐氣等的釋放現
象出現，因為神的火在焚燒凡
是不屬於神的東西，包括疾病，
邪靈等污穢的東西。 

• 我們應當預備一些備用的清潔
的紙或袋子。 
 



11. 火的代表是：賽10:17以色列
的光必如火；他的聖者必如火
焰。（如也可翻作變成）。這
種神的能力就是聖靈的火。聖
者就是指主耶穌。 

• 施洗約翰說：主耶穌將來要用
聖靈與火【或譯為聖靈就是火】
為我們施洗。（參太3:11） 
 



12. 聖靈的火的來源，可能是由上頭下
來的（徒1:8）。 
 

• 也可能是由我們的內裡的聖靈發出來
的（利9:22-24）。因為在摩西亞倫的
進出聖所，表明主耶穌的死裡復活後，
再度為眾人祝福之後，聖靈的火就由
約櫃中發出（參民17:4-9，在耶和華
面前是約櫃的意思），所以我們的靈
禱告會釋放聖靈的火出來，因為聖靈
住在我們裡面，我們是聖靈的殿。 
 



• 看徒1:8，路24:49，耶穌沒有說是
領受方言，而是領受能力（原文
是穿上cloth路24:49）。 

• 可是在徒2:1-4， 有風，有火，有
方言。在徒11 彼得說明他在徒10
的經歷，聖靈降臨在哥尼流的身
上，就說方言與在徒2章的一樣，
可見彼得所重視的是方言的證據，
而非風或火。這方言就是領受到
能力的證據。 
 



• 還有，林前14:2-4說方言他是在
靈裡講奧祕的事，在造就自己。
這造就自己其實就是神已經把
能力澆灌我們，使我們能夠說
方言。以後我們在用方言禱告
時的造就，就是再一次的把領
受聖靈的能力釋放出來，建造
内裏的聖殿，長大靈人。 

• 我們已經被主耶穌用聖靈與火
施洗了，所以方言帶出火來。 



13.所有神的僕人，都應該是帶火的。 
 
• 詩篇104:4以風為使者，以火焰為僕
役（或譯︰使使者為風，使僕役為
火焰）。 
 

• 另外，參考但7:9-10，侍奉神的人
在火河旁。 
 



結論 

•起火爐就是要一起來。禱
告的火一定要加上聖靈的
火才有能力，願聖靈的火
常常焚燒我們，潔淨，煉
凈我們的生命。 

 



崩的團體釋放 

• 林後 10:3-5因為我們雖然在血氣中
行事，卻不憑著血氣爭戰。我們爭
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
神面前有能力【有屬神的能力】，
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
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
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
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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