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齊來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

馬太福音 6: 9-15



• [太6:9]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
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 [太6:10]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
同行在天上。

• [太6:11]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 [太6:12]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 [太6:13]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註：或作“脫離惡者”）因為國度、權柄、榮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註：有古卷無“因
為”至“阿們”等字）！

• [太6:14]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
你們的過犯；

• [太6:15]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
饒恕你們的過犯。



不一樣的教會(1-8)：禱告的教會

• [徒2:41]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
了洗。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
人，

• [徒2:42]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
彼此交接，擘餅，祈禱。



2014年美國禱告統計

• Sample size (調查人口): 35,071 人



禱告頻率

最少每天 每週 每月 很少/從不 不知道



按宗教群體

佛教

天主教

福音派基督教

印度教

黑人基督教

耶和華見証人

猶太教

主流基督教

摩門教

回教

東正教

無教派關連者



按男女作統計

男 女



按年薪收入作統計



您的禱告需要更新嗎?



讓我們向主發出一個呼求:
求主教導我們禱告

• [路11:1]耶穌在一個地方禱告。禱告
完了，有個門徒對他說：“求主教導
我們禱告，像約翰教導他的門徒。”

• [路11:2]耶穌說：“你們禱告的時候，
要說：我們在天上的父（註：有古卷
只作“父啊”



I. 主耶穌教導我們禱告的對象:
神是我們的父

• [太6:9]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
尊你的名為聖。



I. 主耶穌教導我們禱告的對象:
神是我們的父

• [約17:6]你從世上賜給我的人，我已
將你的『名』顯明與他們。他們本是
你的，你將他們賜給我，他們也遵守
了你的道。

• [約1:18]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
『父』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I. 主耶穌教導我們禱告的對象:
神是我們的父

• [太6:9]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
尊你的名為聖。
•父: 最親切的關係

•父: 生命的關係

•父: 希臘文是 πατήρ (pater)

•父: 亞蘭文是 Ἀββά (Abba)

•父: 中文→阿爸



I. 主耶穌教導我們禱告的對象:
上帝是我們的父

•父: 亞蘭文是 Ἀββά (Abba)

•父: 中文→阿爸
• [羅8:15]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
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
此我們呼叫：“阿爸，父！”

• [加4:6]你們既為兒子，神就差他兒子
的靈進入你們（註：原文作“我們”）
的心，呼叫：“阿爸，父！”



我一生只見過父親一次



要明白神是我們的父的含意，
就要明白我們本來與神的關係



II. 神本來不是我們的父，我們
本來不是神的兒女
•神是創造的主，我們是被衪所造的



II. 神本來不是我們的父，我們
本來不是神的兒女

•人犯罪墮落後的光境: 我們與神為敵

• [西1:21]你們從前與神隔絕，因著惡行，心
裡與他為敵；
• [羅8:7]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神為仇，因
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 [雅4:4]你們這些淫亂的人哪（註：“淫亂的
人”原文作“淫婦”），豈不知與世俗為友就
是與神為敵嗎？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
就是與神為敵了。



III. 耶穌基督用祂流血的重價使
我們成為神的兒女

• [羅5:10]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著
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
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 [西1:21-22]你們從前與神隔絕，因著惡行
，心裡與他為敵；但如今他藉著基督的肉
身受死，叫你們與自己和好，都成了聖潔
，沒有瑕疵，無可責備，把你們引到自己
面前。



III. 耶穌基督用祂流血的重價使
我們成為神的兒女

• [約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
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 [加3:26]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
都是神的兒子。



IV. 要確實認識我們是神兒女的含意

•A. 就本來我們與神的外在關係看，我們
是被神收養成為神的兒女

• [加4:4-5]及至時候滿足，神就差遣他的兒
子，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
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叫我們『得著
兒子的名分』（『收養成為兒子』）
(that we may receive adoption as sons)。



被神『收養成為神的兒女』的意義

•1. 猶太人並沒有收養人作兒子的制度

•2. 收養的習慣在希羅世界卻十分普遍

•3. 保羅大抵是從外邦世界取用了這詞，
他想及的也是外邦世界的收養習慣



被神『收養成為神的兒女』的意義

•4. 收養的制度是屬於希羅世界的，但
保羅對原文這詞的神學性用法卻是根
植方之舊約及猶太教: 神使以色列人得
著神兒子的地位/名分

• [出4:22]你要對法老說：‘耶和華這樣說
：以色列是我的兒子，我的長子。
• [何11:1]以色列年幼的時候我愛他，就
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



人間的『收養』和神『收養』我們使
我們得著『兒子名分』的不同之處

• 1. 人間收養: 滿足收養者的需要（例如: 年
老時有兒子照顧，去世時有兒子把他埋葬
和哀悼他)

•但是，耶和華神揀選/收納以色列
存兒子，主要的得益者卻是以色
列，不是耶和華; 神收納我們基督
徒為兒子，也是一樣



人間的『收養』和神『收養』我們使
我們得著『兒子名分』的不同之處

• 2. 人間的收養: 被收納者只是從一個家庭被轉
移到另一個家庭，被收納者的環境不見是特
別惡劣或無望的

•但以色列卻是從埃及的奴役中被神
救贖和收納; 基督徒被神收納成為兒
子之前，也是在屬靈的光景中

•（以上參考馮蔭坤博士《加拉太書注釋》卷下,頁
945-947 ）



IV. 要確實認識我們是神兒女的含意

•A. 就本來我們與神的外在關係看，我們
是被神收養成為神的兒女

•B. 就我們與神的內在關係看，我們成為
神的兒女，是從神而生，得著從神而來
的新生命



IV. 要確實認識我們是神兒女的含意

•B. 就我們與神的內在關係看，我們成為
神的兒女，是從神而生，得著從神而來
的新生命

• [約一4:7]親愛的弟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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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約一5:1]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神而生，凡愛
生他之神的，也必愛從神生的。



IV. 要確實認識我們是神兒女的含意

•B. 就我們與神的內在關係看，我們成為神的
兒女，是神而生，得著從神而來的新生命

• [約3:3]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
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 [約3:4]尼哥德慕說：“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
？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嗎？”

• [約3:5]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是
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

• [約3:6]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
靈。



IV. 要確實認識我們是神兒女的含意

•B. 就我們與神的內在關係看，我們成為神的
兒女，是從神而生，得著從神而來的新生命

• [林後5:17]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
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C. 舊約以色列人是神兒子與新
約基督徒是神兒子的不同

•舊約以色列人是以作為一個『民族』
的身分成為神兒子，舊約以色列人不
會以個別的身分稱神為父

•新約基督徒是以『個人的身分』
作為神的兒女: 今天每個基督徒
可以以個別的身分稱神為父



部長之妻巴基斯坦呼求神為父



巴基斯坦部長之妻: 呼求神為父



• I. 主耶穌教導我們禱告的對象:神是我們的父

• II. 神本來不是我們的父，我們本來不是神的兒女

• III. 耶穌基督用祂流血的重價使我們成為神的兒女

• IV. 要確實認識我們是神兒女的含意:
• A. 就本來我們與神的外在關係看，我們是被神
收養成為神的兒女

• B. 就我們與神的內在關係看，我們成為神的兒
女，是從神而生，得著從神而來的新生命

• C. 舊約以色列人是神兒子與新約基督徒是神兒
子的不同



作神兒女、以神為父、向父神祈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