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齊來祈禱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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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I. 甚麼叫『旨意』？
『旨意』是甚麼意思？

•「 願你的『旨意』（θέλημα /will）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



舊約聖經用了幾個詞語表達
『旨意』：

ֵחֶפץ .1• (chephets) /七十七譯本譯作
θέλημα ： delight, pleasure , desire,中
譯『所想望的』

•撒下 23:5我家在 神面前並非如此． 神卻與
我立永遠的約．這約凡事堅穩、關乎我的一切救
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豈不為我成就麼。

• NAS  2 Samuel 23:5 "Truly is not my house so with 
God? For He has made an everlasting covenant 
with me, Ordered in all things, and secured; For all 
my salvation and all my desire, Will He not indeed 
make it grow?



ְצָבא .2• (tseba) (1109b)

•意思是 : 『想要的，所喜歡的』 to be 
inclined, desire, be pleased

• [但4:34]日子滿足，我尼布甲尼撒舉目望天，我
的聰明復歸於我，我便稱頌至高者，讚美尊敬活
到永遠的神。他的權柄是永有的，他的國存到萬
代。

• [但4:35]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為虛無。
在天上的萬軍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憑自
己的意旨（ ，行事。無人能攔住他手（ְצָבא
或問他說：“你做甚麼呢？”



ָרצֹון .3• or  ָרצֹן (ratson or ratson) ：
•意思是：『所喜悅的』、 goodwill, favor, 

acceptance, will

• Psalm 103:21你們作他的諸軍作他的僕役行他
『所喜悅』 ָרצֹון or ָרצֹן (ratson or ratson) =θέλημα 
的、都要稱頌耶和華。

• NAS  Psalm 103:21 Bless the LORD, all you His hosts, You who 
serve Him, doing His will.

• Psalm 40:8我的 神阿、我樂意照你的旨意（ （ָרצֹון
行．你的律法在我心裡。

• NAS  Psalm 40:8 I delight to do Thy will, O my God; Thy Law 
is within my heart."



總結：神的旨意就是神所想要
的、所想望的、所喜悅的。

參考：
[羅12:2]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
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
良(good)、純全(perfect)、可喜悅(well-
pleasing)的旨意。



II. 要認識神三方面的旨意



A. 神的旨意與救恩有關

•1. 神的旨意是要藉著基督的死成
就救贖

• [加 1：4 ]『基督照我們父 神的旨意為我
們的罪捨己、要救我們脫離這罪惡的世
代。』



A. 神的旨意與救恩有關

•2. 神的旨意是預定我們藉著耶穌
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 [弗1:5] 『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意
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
得兒子的名分』



《上帝想要甚麼？》

• “what does God want 
when it comes to every 
person in the human 
race?”, p.1.

•『對於人類中的每一個
人， 上帝想要什麼？ 』
（ 頁 1 ）



《上帝想要甚麼？》

• “Now for the answer. It’s 
simple. He wants you.” 
p.2.

•『 答案非常簡單。 衪
想要你。 』 （頁 2）



Chapter One: God wanted 
a Family

第一章：上帝想要一個
家庭

Chapter Two: God Still 
Wanted a Family

第二章：上帝仍然想要
一個家庭

Chapter Three: God was 
betrayed by His Family

第三章：上帝被祂的家
庭出賣了



Chapter Four: God Joined 
His Human Family

第四章：上帝加入了衪
人類的家庭

Chapter Five: God 
Pursues His Family

第五章：上帝繼續在祂
的家庭中作工

Chapter Six: God is With 
His Family Forever

第六章：上帝永遠與衪
的家庭同在



A. 神的旨意與救恩有關

•3. 神的旨意是使萬物都在基督裡
同歸於一

• [弗1:9]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我
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秘，

• [弗1:10]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
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
面同歸於一。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
的不同翻譯：

• 1. 『 〔 使萬有〕總歸於元首』 （ 思高）

• 2. 『要使… 一切被造的都歸屬基督， 以衪為
首』 （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

• 3. 『全都在基督的權柄下結合在一起』 （ 新
普及譯本 ）

• 4. 『使天地間一切都歸在基督管理之下， 完全
合一，和諧共存』 （ 當代福音 ）



→ 馮蔭坤： 動詞在本節的意思可能
只是『 招聚在一起、使其合一』

• Thielman 70: “God is unifying the cosmos.”

• Thielman 67: “Go intends to sum up in ?Christ 
the disparate elements of the universe. … Christ 
will emerge as the organizing principle of all 
creation.”

• 以上參考馮蔭坤：《以弗所書註釋》（卷上），
香港：明道社，頁 164-170 。





祈禱：

「天父阿，我的阿爸父，你是最疼
愛我的父親，我感謝你，你的獨生
兒子我主耶穌說：『父自己愛你
們』，所以我感謝你的大愛，你的
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今天我學
習為你的旨意能行在地上祈求。我
感謝你，今天我明白了，你的旨意
就是你所想要成就的事，你所喜悅
要作成的事。…



…愛我的天父，請原諒我，因為
在我未認識你之先，我所關心的，
都是自己的事，都是自已想要的
事，都只是自己所喜悅的事，也
就是自己的旨意：我的個人，我
的人生，我的家庭，我的事業，
我的成就，我的理想；卻絲毫不
懂得你你是天地的主宰，更不知
道，你是愛我的上帝。



…如今我歸向了你，都是因著你
兒子我主耶穌基督的十架代贖。
天父阿，我今天更要感謝你，因
為你讓我明白了，你的旨意就是
要得著我，因著你的大愛，你要
一個蒙你拯救、蒙你建立的家庭，
你願意與我們分享真神之愛、屬
天的愛，你創造我們使我們成為
你的形像，使我們活得像你。



…雖然我們人類犯罪了、墮落了，但
你的旨意仍沒有改變，千百年來，你
差遣先知對你的百姓說話，最後，你
差遣你的兒子來到人間，教導我們，
最後為我們被釘十架，流血捨身，並
藉著第三天復活，使我們信靠主的人
罪得赦免，並因著信成為你的兒女。
你就是這樣建立你的家庭，都是因著
你和你的愛子耶穌的付出和犧牲。這
就是你的旨意。



…噢，天父，因此讓我為著你的旨意
感謝你、讚美你，因為藉著你的旨
意，我們敗壞的生命得改變，我們
卑賤的地位得改變，我們成為新造
的人。你的大愛無人可比，無人能
及，所以求你讓我往後的一生能多
經歷你的大愛，甚至能宣揚你的大
愛，好使更多的人能成為你的兒女，
因為這就是你的旨意。聖靈阿，請
你幫助我，使我能行完天父的旨意。
奉主耶穌基督之名祈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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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