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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禱文的結構
A)進入神的面前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
都尊你的名為聖(v9).

B)調整我們的心符合神的旨意-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v10).

C)祈求物質上的-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
們(v11).

C)祈求靈裏面的-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
的債(v12).

B)調整我們的心符合神的旨意- 不叫我們遇見試
探.救我們脫離凶惡. 因為國度(v13a).

A)進入神的面前禱告- 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
遠,阿們 (v13b).

進入神面前→調整我們的心→祈求所需



主禱文的次序
大鋼 馬太6章經文 節

1 讚美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9

2 優先
次序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10

3 需要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11

4 關係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12

5 保護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 13

6 讚美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
遠,阿們

13

先尊神的名,求神的國和旨意,才求我們的需要



願那國降臨?

1.現在地上的國

2.現在屬靈的國

3.將來千年的國

4.將來永恆的國



1.現在地上的國
約 12:31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
被趕出去。

約 14:30 以後我不再和你們多說話、因為這
世界的王將到．他在我裏面是毫無所有．

約 16:11 為審判、是因這世界的王受了審判。

林後 4:4 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
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基
督本是 神的像。

弗 6:12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
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信徒在這世界，但不屬這世界



2.現在屬靈的國
路 17:21 人也不得說、看哪、在這裏．看哪、在
那裏．因為神的國就在你們心裏。〔心裏或作中間
〕

聖經教我們要成為神的國民，成為神國的祭司 (啟
1:6, 啟 5:10,彼前 2:9)

路 16:16 律法和先知、到約翰為止．從此神國的
福音傳開了、人人努力要進去。

林前 6:19-20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
麼．這聖靈是從 神而來、住在你們裏頭的．並且
你們不是自己的人． 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
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 神。

神的國在信徒的中間,亦在每個信徒心裏



3.將來千年的國
撒下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
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詩 2:8-9 我必把列國賜給你作產業,讓天下都歸
你所有。你要用鐵杖統治他們,把他們像陶器一般
打碎。

但 2:35 於是金、銀、銅、鐵、泥、都一同砸得
粉碎、成如夏天禾場上的糠秕、被風吹散、無處
可尋.打碎這像的石頭、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天下。

啟 11: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
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
到永永遠遠。

耶穌基督將會在世上掌權一千年



4.將來永恆的國
•永恆的國(詩 145:13, 耶 10:10, 1 提前
1:17)

•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啟
20:6, 21:4)

•美麗的樂園(啟 21:1-2, 11-21, 路 23:43)

•充滿神的榮耀, 不需要燈光日光(啟 21:11, 
22:5)

•神與我們同在 -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
同住(啟 21:3)

一千年後,基督的國度將會進入永恆



三個國的關係

現在屬靈的國將來千年的國的關係:

•要耶穌基督的千年國度早日降臨，我們要
趕緊傳福音，使神的國降臨在未信的人心
裏。當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耶穌基督就
會回來(羅 11:25)。

將來千年的國與將來永恆的國的關係:

•過了一千年，千禧年國度會進入永恆,成
為永遠的國度 (啟 20,21章)



錯誤的經文引用
太 24:14 常被錯誤地用作支持教會要將福
音傳遍天下,耶穌基督才會回來的經文。

正確的經文是 羅 11:25。現在是外邦人日
期(路 21:24)。羅 11:25說要等到外邦人

(教會信徒)數目添滿了,然後猶太人才會悔
改信主(羅11:26)。

兩節經文所講的是不同的時間。羅 11:25
是現在(外邦人日期),等代耶穌基督來接祂
的新娘子(教會)。太 24:14 說的是教會被
提後的七年大災難,然後末期才來到。



兩節經文的比較
羅 11:25 太 24:14 

這節經文所描
述的時間是那
時?

現在- 是外邦人的
日期(路 21:24)。

將來- 是教會被提後的
最初3年半(太 24:8 -
這都是(大)災難的起頭;
太 24:15 - 那行毀壞可
憎的(敵基督)站在聖地。

能把福音傳遍
天下嗎?(無人
知的荒島/山洞
裏的人怎樣?)

經文只說要等到外
邦人數目添滿了,而
不是要把福音傳遍
天下。

在七年大災難,神命天使
將福音傳給各國各族各
方各民(啟 14:6),把福
音傳遍天下。

沒有人知道耶
穌基督幾時回
來(太 24:36)

沒有人知道神預定
外邦人得救的數目
是多少。基督隨時
可回來。

大災難的為期是七年。
七年滿了,耶穌基督會回
到世上戰勝列國,開始千

年國度(末期)。



錯用 太 24:14 作等代
教會被提的弊處

•聖經的教導 - 用 太 24:14 能估計到基
督幾時回來(現在咨詢發達,能知世上還有
多少未得之民)。這樣說基督暫時未能回
來。這不符合聖經教導(太 24:36)。

•信徒的警醒 - 如果我們因誤以為基督未
能回來而不警醒,則會做成很大的傷害。
聖經教我們要警醒(太 25:1-13)。



結語

願你的國降臨是:
1.一個福音的禱告(西 1:27)

2.一個爭戰的禱告(弗 6:12)

3.一個投訴的禱告(哈 1:2-3) 

4.一個服從的禱告(羅 14:17)
5.一個盼望的禱告(啟 22:20) 

6.一個安慰的禱告(啟 20:10) 

7.一個合一的禱告(弗 1:10) 



主啊,教我們怎樣禱告！
馬太福音(6:9-13)

粵語堂，一至四月講道系列



粵語堂，五至八月(2018)講道系列

但以理書系列 - 牆上的字
但以理 7至12 章



天國的比喻
馬太福音十三章

粵語堂，九至十二月(2018)講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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