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願你的國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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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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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昨天的小組分享

•有效率的工作：上司不僅要下屬作什
麼，更要讓他們知道為什麼要這樣作

•學習禱告：同樣要知道為何要這樣禱
告



過去我們講了…

•1. 要認識禱告的對象：我們在天上的父

•2. 要知道先求什麼：願人都尊你的名為
聖
•神的名就是神自己
•『聖』：表是神至高的、無可比擬的
•就是祈願神在人心裏有至高的地位
•這樣禱告的人，首先就學習了天父在他心
中佔著最高的地位



今天講…

•『願你的國降臨』



I. 要認識神的國是什麼

•神的國（Kingdom of God）

•國家：地土、人民、統治者（君王、
總統）



I. 禱告的人，要認識神的國是什麼

•神的國（Kingdom of God）

•國家：地土、人民、統治者（君王、總
統）

•神的『國』：重點在神的王權、統治/
管治權 (God’s kingship, rulership, God’s 
reign)



神的『國』是指神的王權、統
治/管治權：証据

•中國近體詩的特點：句式、押韻、平
仄、對仗



神的『國』是指神的王權、統
治/管治權：証据
•中國近體詩的特點：句式、押韻、平仄、
對仗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神的『國』是指神的王權、統
治/管治權：証据
•希伯來的詩歌特色：平衡體 (parallelism)

[詩145:10]耶和華啊，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稱謝你；
你的聖民也要稱頌你，

[詩145:11]傳說你國的榮耀，談論你的大能，

[詩145:12]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為，並你國
度威嚴的榮耀。

[詩145:13]你的國是永遠的國，你執掌的權柄
存到萬代。



• [詩22:28]因為國權是耶和華的；他是管理
萬國的。

• [詩45:6]神啊，你的寶座（=王的座位）是
永永遠遠的，你的國權是正直的。

[詩47:8]神作王治理萬國，神坐在他的聖寶
座上。

• [詩103:19]耶和華在天上立定寶座，他的
權柄（註：原文作“國”）統管萬有。



有一天…

•[詩72:11]諸王都要叩拜他；萬
國都要事奉他。



II. 禱告的人，要知道魔鬼要破壞
神的國

• [創2:15]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
使他修理看守。

• [創2:16]耶和華神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
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

• [創2:17]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
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 [創3:4]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

• [創3:5]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
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



『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

•Protagoras (c. 490 BC – c. 420 BC): a pre-socratic
philosopher: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人是衡量萬物的尺度』

• He also is believed to have created a major controversy 
during ancient times through his statement that,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interpreted by Plato to mean 
that there is no absolute truth, but that which individuals 
deem to be the truth.

• →Concept of individual relativity



『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

•近代理主義之父：笛卡兒（René Descarte, 1596-
1650）:

•“cogito ego sum”
•“I think, therefore I am”
•『我思故我在』

•開創了西方理性主義的思想



『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

• Francis A. Schaeffer 在 The God Who is There 一開
始便說 : “The gulf is fixed…” [鴻溝已定]

• Schaeffer (薜華) ：這是“loss of Absolutes” 

• 失去絕對的時代



『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

• Francis A. Schaeffer 在 The God Who is There 一開
始便說 : “The gulf is fixed…” [鴻溝已定]

• Schaeffer (薜華) ：這是“loss of Absolutes” 

• 失去絕對的時代

•存在主義大師 Jean Paul Sartre (沙特): 沒有
所謂意義不意義，只在乎每個在當下能實
現自我

• Schaeffer: 人生活在絕望(despair)線下



『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

• [士17:6]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
而行。

• [士21:25]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
而行。(士師記最後一節)



III. 禱告的人要確知：上帝要建立
衪的國，改變和管治墮落的世界

• [創3:14]耶和華神對蛇說：“你既做了這事，就必
受咒詛，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甚；你必用肚子行
走，終身吃土。

• [創3:15]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

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
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 [詩2:1]外邦為甚麼爭鬧？萬民為甚麼謀算虛妄的事？

• [詩2:2]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一同商議，要敵擋耶和華
並他的受膏者，

• [詩2:3]說：“我們要掙開他們的捆綁，脫去他們的繩索。”

• [詩2:4]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主必嗤笑他們。

• [詩2:5]那時，他要在怒中責備他們，在烈怒中驚嚇他們，

• [詩2:6]說：“我已經立我的君在錫安我的聖山上了。”

• [詩2:7]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耶和華曾對我說：“你是我
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 [詩2:8]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
。

• [詩2:9]你必用鐵杖打破他們，你必將他們如同窯匠的瓦器摔
碎。”

• [詩2:10]現在，你們君王應當省悟；你們世上的審判官該受
管教！



III. 禱告的人要確知：上帝要建立
衪的國，改變和管治墮落的世界

• [但2:44]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天
上的神必另立一國，永不敗壞，
也不歸別國的人，卻要打碎滅絕
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遠。



III. 禱告的人要確知：上帝要建立
衪的國，改變和管治墮落的世界

•A. 耶穌基督帶來上帝的國
• [太3:1]那時，有施洗的約翰出來，在
猶太的曠野傳道，說：

• [太3:2]“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 [太4:17]從那時候，耶穌就傳起道來
，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耶穌基督彰歞神國的權柄

• I. 透過衪的教導
• [太7:28]耶穌講完了這些話，眾人都希奇
他的教訓。

• [太7:29]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
人，不像他們的文士。



耶穌基督彰歞神國的權柄

• I. 透過衪的教導

•2. 透過衪的行動
• [可1:27]眾人都驚訝，以致彼此對問說：“這是甚
麼事？是個新道理啊！他用權柄吩咐污鬼，連污
鬼也聽從了他。”

• [太12:28]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
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IV. 禱告的人，是要接受神在他身
上的王權，就是願意被神改變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悔改』（動詞：μετανοέω: change one’s mind）

•悔改：是心意的改變，願接
受神在他/她身上的王權



A. 讓基督在生命中作王

• Charles Colson: Kingdoms in Conflicts.



A. 讓基督在生命中作王

• [西3:15]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
裡做主 (“Let the peace of Christ rule in 
your heart”)，你們也為此蒙召，歸為
一體；且要存感謝的心。



B. 讓神的話在你心中掌權

• [徒20:25]我素常在你們中間來往，傳講神國的道。
如今我曉得，你們以後都不得再見我的面了。

• [徒20:26]所以我今日向你們證明，你們中間無論
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註：原文作“我於眾人
的血是潔淨的”）。

• [徒20:27]因為神的旨意，我並沒有一樣避諱不傳
給你們的。

• [徒20:32]如今我把你們交託神和他恩惠的道；這
道能建立你們，叫你們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



B. 讓神的話在你心中掌權

•神的話語中有權能
• [帖前1:5]因為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裡，不獨在
乎言語，也在乎權能和聖靈，並充足的信心。

•神的話語中有改變生命的大能

• [帖前2:13]為此，我們也不住地感謝神，因
你們聽見我們所傳神的道，就領受了；不以
為是人的道，乃以為是神的道。這道實在是

神的，並且運行在你們信主的人心中。



B. 讓神的話在你心中掌權

•Amy Carmichael: “Were that Book is read, not 
with the eyes only, but with the mind and 
heart, the life is changed…God’s way is to 
take some word in His Book and make it spirit 
and life.” (『當人讀這本書時---不只是用眼
睛看，而是全心全意去讀---生命就被改變了。
上帝的方法就是用這本書的一些話，使它變
成靈和生命。』）



『願你的國降臨』
的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感謝你這麼愛我，我本是
可怒之子，你的大愛卻使我藉著你的兒子我
主耶穌成為你的兒子。是的，天父，願人都
尊你的名為聖，願人都認識你是至高的主，
是除你以外沒有可比的，你是我心中的至高
者，你是我的父，也是我的王，我敬拜你、
尊崇你，我知道，當我在心中讓你佔首位時，
你也抬舉我，你『是那位從灰塵裡抬舉貧寒
人，從糞堆中提拔窮乏人，使他們與王子同
坐，就是與本國的王子同坐』的神，因此我
敬拜你、尊崇你…



…願你的國降臨，也就是首先求你的國
降臨在我身上。主耶穌阿，求你的王權
降臨在我的身上，聖靈阿，求你的話語
在我身上掌權。我向你禱告，向你認罪，
向你悔改，向你謙卑。主阿，求你改變
我的生命，按你的應許，使我的生命豐
盛像你，因為你願意我像你。

我抓住你的應許向你祈求，除去我卑賤
的生命，讓我按你的權柄活出你所賜豐
盛的生命…



…求你用你國度的權柄改變我的
家，使我的家有神的同在，有神
的愛，使我的家能活出神的話，
求你除去我的傲謾與偏見，求你
掌管我口中的話語，不說謊言，
不出惡言，只說真實和有神愛的
話，讓這個家成為你的家、成
為愛的家 …



…求你也掌管我工作時的態度，我
同事中很多人不識你，求你使我成
為光明之子、和平之子，藉著我的
見証，能榮耀你的名，因為你的名
是聖的。我感謝你，我不求別的，
只求你的名被尊為聖，只求你的國
度降臨，只求你的權柄降臨在我的
身上、降臨在這世界上、改變這黑
暗的世界、無神的世界、罪惡的世
界、痛苦的世界。奉主耶穌滿有權
柄的名，阿們。』



【這裡有神的同在】

這裡有神的同在噢噢，這裡有神的言語，
這裡有聖靈的恩膏，這裡是另一個天地，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如同那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地，
愛在這裡，和平在這裡，
光 明 在這裡，生命在這裡，
耶和華所命定的福 都在這裡，
你 若想要得到他，在耶穌基督裡。



三一頌

讚美真神萬福之根；

世上萬民讚美主恩；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

讚美聖父聖子聖靈。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