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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矛盾的聖經經文?
-聖意的成就-

神的主權-

•箴 19:21 人心多有計謀．惟有耶和華的
籌算、才能立定。

•賽 14:24 萬軍之耶和華起誓、說、我怎
樣思想、必照樣成就．我怎樣定意、必照
樣成立．

人的回應-

•太 6:10b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
在天上

神的旨意必立定,但我們有責任願祂的旨意成就



自相矛盾的聖經經文?
-聖經的成立-

神的主權-

•提後 3:16 聖經都是 神所默示的、於教
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
有益的．

•彼後 2:21 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
、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 神的話來。

人的回應-

•聖經的66本書是由40多位作者寫成。

聖經是神所默示的，但作者有寫書的責任



自相矛盾的聖經經文?
-聖徒的揀選-

神的主權-

•約 15: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
你們

•弗 1:4 就如 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
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
無有瑕疵．

人的回應-

•約 3:18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
罪已經定了、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

信徒是神揀選的，但我們有責任相信與接受神



自相矛盾的聖經經文?
-聖徒的成聖-

神的主權-

•來 10:10 我們憑這旨意、靠耶穌基督只一
次獻上他的身體、就得以成聖。

•帖前 5:23 願賜平安的 神、親自使你們全
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
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
無可指摘。

人的回應-

•帖前 4:3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
遠避淫行．

是神使信徒成為聖潔,但我們有責任自潔



神與人的合作
神 人

聖經的
成立

神默示聖經,是無誤
的(提後 3:16,彼後
2:21)

靠40多位作者,將聖
經的66本書寫成

聖徒的
揀選

神揀選人(約 15:16, 
弗 1:4)

信徒有責任相信,接
受神(約 3:18)

聖徒的
成聖

神使信徒聖潔(來
10:10,帖前 5:23)

信徒有責任,自潔,遠
避淫行(帖前 4:3) 

聖意的
成就

神的旨意必能成就
(箴 19:21,賽 14:24)

信徒有責任禱告祈求
神的旨意成就(太
6:10)

真正的信徒會求神的旨意成就在地



願神旨意的三個例子

1. 亞當,夏娃 未能願神的旨意
(創世紀 3章)

2. 約拿先知不服氣地願神的旨意
(約拿書)

3. 耶穌基督 順服地願神的旨意
(太 26:36-46)



救恩出于女人的後裔
A 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 (創 3:5-6)

B 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作裙子 (創 3:7)

C 躲避耶和華 神的面 (與神分離 - 死, 創 3:8)

D 亞當的問話 (創 3:9-11) 

E 夏娃的問話 (創 3:13) 

F 蛇的咒詛-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

你要傷他的腳跟(創 3:14-15)

E 夏娃的審判 (創 3:16)

D 亞當的審判 (創 3:17-19)

C 亞當給他妻子起名叫夏娃(眾生之母, 創 3:20)

B 神為亞當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給他們穿 (創 3:21)

A 那人已經與我們相似、能知道善惡 (創 3:22)



救恩出于耶和華
A.神的公義 與 約拿的反叛,至死不從(約拿 1:1-17)

神的屬性-那創造滄海旱地之天上的神(約拿 1:9)

神的大能 1)狂風大浪(約拿 1:4)

2)水手掣籤顯出約拿(約拿1:7)

3)大魚吞了約拿(約拿1:17)

B.約拿的悔改(約拿 2:1-8)

C.獻祭,許願(約拿 2:9a)

D.救恩出于耶和華(約拿2:9b)

C.禁食,哀慟(約拿 3:1-8)

B.尼尼微人的悔改(約拿 3:9-10)

3)蓖麻遮蓋約拿(約拿 4:6)

2)虫咬蓖麻顯出約拿(約拿4:7)

神的大能 1)炎熱東風(約拿 4:8)

神的屬性-有恩典,憐憫的神,不輕易發怒,豐盛的慈愛(約拿 4:2)

A.神的憐憫 與 約拿的反叛,至死不從(約拿 4:1-11)



救恩出于基督的救贖
A.耶穌同門徒來到一個地方、名叫客西馬尼、就對他們說、你們坐
在這裏、等我到那邊去禱告(太 26:36)。

B.於是帶著彼得、和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同去…你們在這裏
等候、和我一同儆醒(太 26:37-38)。

C.第一次禱告(太 26:39)。

D…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太 26:40-
41)。

E.第二次又去禱告說、我父阿、這杯若不能
離開我、必要我喝、就願你的意旨成全
(太 26:42)。

D…見他們睡著了,因為他們的眼睛困倦(太 26:43)

C.第三次禱告(太 26:44)。

B.於是來到門徒那裏、對他們說、現在你們仍然睡覺安歇吧
(太 26:45)。

A.時候到了、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裏了。 起來、我們走吧．看哪、
賣我的人近了(太 26:46)。



神的旨意
創世紀 3:5-22 的經文重心:

•救恩出于女人的後裔(創 3:15)

約拿書的經文重心:

•救恩出于耶和華(拿 2:9)

馬太福音 26:36-46 的經文重心:

•救恩出于基督的救贖(太 26:42)

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彼後 3:9)
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提前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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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旨意是如何行在天上

聖經中的天使是如何行神的旨意？

1.作好準備地

2.不動搖地

3.迅速地

4.全然地

5.甘心地

6.誠懇地

7.熱誠地

8.繼續地



樂意尊行神的旨意
•詩 40:8 我的 神阿、我樂意照你的旨意行．
你的律法在我心裏。

•約 4:34 耶穌說、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
的旨意、作成他的工。

•約 6:38 因為我從天上降下來、不是要按自己
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來者的意思行。

•太 12:50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
弟兄姐妹和母親了。

•太 26:42 我父阿、這杯若不能離開我、必要
我喝、就願你的意旨成全
Richard Baxter說 “主啊，無論你的旨意是
什麼，無論你的旨意在那裡成就，幾時成就，
那就是我想要的。



結語

•聖經真是神的話語 - 有一致救贖的信息。

•所以，一個真正的信徒，會調整自己的心

來符合神的旨意。願神的旨意成就在地，

和信徒自己的身上

•一個願意被神陶造的人，就是那繼續潔淨

自己，尋求神旨意的人，亦是那被神揀選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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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