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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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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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與神的施與

太 6:11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
給我們

1. 賜飲食的意義

2. 賜飲食的來源

3. 賜飲食的潔淨

4. 賜飲食的條件

5. 賜飲食的對象

6. 賜飲食的定時



1.飲食的意義
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Matthew 
6:11)

飲食的希臘原文是麵包(bread),代表一切基本的需
要:
馬丁路德說，任何供給我們身體上所需要的東西，

都是麵包。包括食物，好的天氣，居住的房屋，有
個好的配偶，兒女，政府的保護和平等等。

箴言 30:8-9  求你使我也不貧窮、也不富足賜給我
需用的飲食． 恐怕我飽足不認你、說、耶和華是誰
呢．又恐怕我貧窮就偷竊、以致褻瀆我 神的名。



2.飲食的來源
麵包從那裏來?  買回來的? → 麵包店? →
麵粉? → 大麥? → 種子(泥土, 水, 空氣, 
營養)?

我們一切的需要都是從神而來。

詩篇 104:27-29 這都仰望你按時給他食物。
你給他們、他們便拾起來．你張手、他們飽得
美食。 你掩面、他們便驚惶．你收回他們的
氣、他們就死亡歸於塵土。



3.飲食的潔淨
創 1:29-31 神說、看哪、我將遍地上一切…
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
是第六日。

提前 4:4-5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
謝著領受、就沒有一樣可棄的．都因 神的道
和人的祈求、成為聖潔了。

當我們領受食物的事候，作出禱告，使食物成
為聖潔。神的話語潔淨食物，我們的禱告亦潔
淨食物。所以有雙倍潔淨的功效。



4a.賜飲食的條件
神的責任:

詩 37:3-7 你當倚靠耶和華而行善．住在地上、以
他的信實為糧． 又要以耶和華為樂．他就將你心
裏所求的賜給你。 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
靠他、他就必成全。 他要使你的公義、如光發出、
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 你當默然倚靠耶和華、
耐性等候他。

太 7:7-9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
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
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你們中間、
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



讓神照顧我們物質的需要(太 6:11)：

詩 33:18-19 耶和華的眼目、看顧敬畏他的人、和
仰望他慈愛的人、 要救他們的命脫離死亡、並使
他們在饑荒中存活。

箴言 10:3 耶和華不使義人受饑餓．惡人所欲的他
必推開。

我們思念上面的事 (西 3:2):

太 6:31-33 不要憂慮、說、吃甚麼、喝甚麼、穿
甚麼。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
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
、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4b.賜飲食的條件



我們的責任:

創 3:19 你必汗流滿面才得餬口、直到你
歸了土、

帖後 3:10 我們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曾吩
咐你們說、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飯
。

4c.賜飲食的條件



5.賜飲食的對象

主禱文是用”我們”，不是”我”：

各 2:15-16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體、又
缺了日用的飲食、 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平平
安安的去吧、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卻不給他們身
體所需用的、這有甚麼益處呢。

約一 3:17 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乏、卻塞
住憐恤的心、愛 神的心怎能存在他裏面呢。

提前 5:8 人若不看顧親屬、就是背了真道、比不
信的人還不好．不看顧自己家裏的人、更是如此。



6.賜飲食的定時

太 6:34 因此，不要為明天憂慮，明天自有明天
的憂慮。要知道，每一天自有它的難處，這已經
夠了。

神用教以色列人要信靠祂 - 每日只收集當天的嗎
哪。如收藏到明天會發臭，生蟲。只有安息日的
前一天才能收雙倍(出 16 章)。

神叫以利亞去找寡婦供養他。寡婦只有一把麵、
瓶裏只有一點油。耶和華使罈內的麵不減少、瓶
裏的油不缺短、直到祂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王上
17:7-16)。



結語

為需要禱告的秘訣:

1. 為每天的需要禱告

2. 為別人的需要禱告

3. 從優先次序看我們的需要

4. 要調整需要符合神的旨意



主啊,教我們怎樣禱告！
馬太福音(6:9-13)

粵語堂，二至四月(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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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