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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們的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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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們的淵源

➢個人見證

➢兩種聽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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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禱文」太6:9-13 ;路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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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禱文」太6:9-13 ;路 11:1-4

My paraphrase: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May 

Your Name be kept holy by our witness; Let Your 

kingdom come to rule over us; May Your will be 

done in our lives her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Give us today sufficient (or the staple) food for 

tomorrow, And forgive us our wrongdoings as we 

also perpetually forgive those who have wronged 

us, And do not allow us into temptation that we 

cannot bear, but rescue us from the evil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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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禱文」太6:9-13 ;路 11:1-4

我這段經文的翻譯: 「我們親愛的天父，願我
們的見證使您的名保持聖潔；讓你的王國管
治我們；願您的旨意在我們地上的生活中得
以實現，就像在天堂一樣。

求你今天給我們有足夠明天的食物和需要，
並寬恕我們的過失，同時我們也無止境的寬
恕那些冤屈了我們的人，也不要讓我們陷入
我們無法忍受的誘惑，而將我們從邪惡者的
手中拯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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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禱文」太6:9-13 

➢ 6 個aorist imperative 趁快命令式的動詞來表
達的: A, A’, A’’;  a, b, c (“kai” v.12,13)

➢已經實現 (AD 26 -> AD 2021)

➢認定神是我們的天父（約1:18; 1:12-13）

➢屬靈的家庭的重要 (太12：48-50; 路 8：19-

21)

➢耶穌講時用Aramaic - “ Abba阿爸父” -> 希
臘語譯為“ pater 父”

➢自問: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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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禱文」

➢ A. 對神，有沒有安定的心 ? (6:9-10) 

➢有主同在: 包括三個特徵:

➢ 1. 願主名為聖 -有身份

a）承認上帝的聖潔 (出埃及記3:14;  6:3; 

34:5-6) 

b)   參與和實踐主的聖名出來 (太5:16)

➢ 2. 願你的國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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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願你的國降臨

➢為神國度的成員，有歸屬群體 ; 受他統治

➢王國的由來: 以色列人要求(撒母耳上8：4-

5); 耶和華同意; 王的角色（申命記17：18-

20); 預言大衛的後建立他永久的王國 (撒母
耳記下7：11-16) -> 耶穌 (加1：31-33)

➢信主時已開始進入永生，神的國度; 享受神
國的福利，領受到團契的相愛

➢自問：上帝如何用我一生為他的見證，擴
張他的國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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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對神，有沒有安定的心 ? (6:9-10) 

➢ 1. 願主名為聖

➢ 2. 願你的國降臨

➢ 3. 願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

⚫ 神的旨意Thelema：“我的上帝啊，我希望
遵守你的旨意，你的律法在我心中” (詩篇
40：8)

⚫ 為神的“形象 tselem” (創世記1：26-27); 

為上帝的模仿者 (以弗所書5:1,15,17) -活出
基督的樣式 ; 為上帝的使者 (林後 5: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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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對神，有沒有安定的心 ? (6:9-10) 

➢ 1. 願主名為聖

➢ 2. 願你的國降臨

➢ 3. 願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

➢反思: 我們各人對神，有沒有這
顆安定的心 ?

➢深思:你依賴什麼? (詩篇 127:1-

2; 太7:21 ; 25: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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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自己，有沒有安靜平安的心
(9:11,12)

1.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每日 epiousios的意思;供給這一
二天的食物便足夠;  “求你今天給我
們有足夠明天的食物和需要” - 工作
賺錢,支付日用飲食要感恩

➢亦提醒我們不要貪婪，有滿足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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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自己，有沒有安靜平安的心
(9:11,12)

1.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2. 赦免我們的罪債

➢有被神赦罪的新心

➢自問，過往否得罪過神: 犯過隱藏的罪行?

➢用工作，用侍奉來作補償，遮蔽?

除了神要有顆安定的心之外，對自己也有滿
足，安靜平安的心

14



C.  我們免了人的債(9:12, 14-15)

➢對人: 需要除去責罵/備人的心; 自
由釋放之心

➢再自問，過往有沒有被人傷害過?

➢你能靠神的慈愛, 寬恕那人; 解放
你的傷害; 

➢無止境的寬恕 (太18: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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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不要讓我們陷入試探，救我們
脫離那惡者 (9:13)

對世界不再掛心，除去依依不舍之
心

➢“試探”peirasmos: 可以解作試
煉 (雅各書1:2-3,13) ，或犯罪的誘
惑 (雅各書 1:14-15); 林前10:13 

➢約翰一書2:15-17

➢能敵惡魔的心 -以弗所書 6:1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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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節之後，一些後期的文獻加上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
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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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你可安心嗎? 我祈求各人都能

➢對神，有顆安定的心

➢對自己有安靜平安的心

➢對人有憐憫饒恕人、自由釋放之心

➢對世界的吸引沒有掛心和依依不舍
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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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問題：

1.您是否找到了與上帝安定的心？神是你的天父嗎
？當您生活在世上時，您是否有樂意去傳講和活出
神的國度、行祂的旨意呢？

2.你自己有安靜平安的心嗎？您是否能夠原諒自己
過去的過失，不法/正確的行為，或令人遺憾的事情
呢？

3.您是否對過去曾經傷害過您的人有自由釋放之心
？您能一勞永逸地原諒這些人嗎？

4.您有沒有被世界及其屬世系統所控制而失去平安
，或是不再掛心的繼續克服和戰勝魔鬼的誘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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