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運用模範禱告代求 

 
目標： 
 
完成本章後，你將可： 
● 為兩個模範禱告的版本提供經文參考。 
● 解釋主禱文為何實際上是一種代求。 
● 背誦這個模範禱告。 
● 運用模範禱告作為代禱指南。 
 

引言 
 

被稱為「主禱文」或者「模範禱告」的，有兩個版本。一個記載在太六9－
13，另一個則在路十一2－4。大部分學者都同意兩者相同之處証明了這兩個版本
是同類禱告，多過是不同類的禱告。 

 
馬太的版本是記耶穌在登山寶訓中所教導的，而路加所載則是約在兩年半

後，門徒來向耶穌求教禱告的事。在這段期間，門徒觀察到耶穌的祈禱，亦見証

到祂禱告帶來的大能，以致引發他們萌生學習禱告的意欲，向他們的老師說：「求

主教導我們禱告」。 
 
耶穌回應的話，後來就被稱為主禱文。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聳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太六9-1） 

 
一種代求的禱告 

 
當門徒來到耶穌面前，他們說：「求主教導我們禱告」，不是說「求主教導

我們一個禱文」。耶穌回應他們所求，就用猶太拉比常用的一種方法，拉比經常

列出一些真理題目，然後在每項底下提出完整的要點。 
 
在這個模範禱告中，耶穌運用相同的教導模式。祂點出題目，然後指出：「所

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希臘文為houtos oun），
即是「跟著這些方式祈禱」。耶穌並不是命令祂的門徒一字一句的重複這個禱告，

而是「要跟著這種方式祈禱」。 
 



祂的禱文一開始就用複詞「我們」，之後又用「賜給我們」、「不叫我們」、

「免我們」，從每一項所見，模範禱告都是一種代求，因為你既為自己，亦為別

人禱告。 
 

禱文分析 
 

簡要分析模範禱告如下： 
 

「我們在天上的父」 
 
「我們的父」這詞表示出親近之意，但「在天上」則顯得頗遙遠。無論如何，

詩一三九篇指出神是無所不在的，當我們向「我們在天上的父」禱告時，並不是

著重於我們與天父的距離，而是我們可即時從自然世界中進到屬靈超凡的境地；

它向我們確保神能任意使用整個超自然界的資源，來回應我們在模範禱告中跟著

所提出的祈求。當我們向「我們在天上的父」祈求，我們能即時透過基督與超自

然的神連接，並在代求中運用祂超自然無限的資源。 
 

「願您的名為聖」 
 
當我們成為神家的一分子，天父便把名字賜給我們，就如在自然世界中一個被

收養的小孩子會使用養父的名字一樣，我們的屬靈兒子名分賦與我們稱神為「父」

的權利，並接受所有因祂名而有的權益，因為我們已經在我們天父的國裡成為後

嗣。 
 
神的名不單是身份的標記，更是本性和身份的表白。當我們說：「願您的名

為聖」時，我們便是宣告神的位格、能力和權柄。以下列出神的七個複合名字及

它們的意思： 
 

名字 意思 參考 
 

耶和華我們的義 耶和華我們的義 耶廿三6 
耶和華成聖 耶和華是叫我們成聖的 出一13 
 
耶和華沙龍 耶和華賜平安 士六24 
耶和華的所在 耶和華在那處 結四八35 
 
耶和華拉法 耶和華醫治 出十五26 
耶和華以勒 耶和華必預備 創廿二14 
 
耶和華尼西     耶和華是我旌旗   出十七15 
耶和華牧者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詩廿三1 

 
當你為別人祈禱的時候，你可以運用這些名字來代求，讓神在他們的生命

中動工，以下是一個例子： 
 



「我為我妻子祈禱，求神稱作她的耶和華沙龍。我又求稱作她的耶和華以

勒，今日供應她的一切需要。耶和華尼西，祈求您的旌旗覆蓋她的生命。我又祈

求耶和華成聖今日使她成聖。（諸如此類）」  
 

「願您的國降臨」 
 
在希臘文、希伯來文、亞蘭文中，神的「國」都指神的王權、主權、治權

和管治的活動，是神於行動中表現本性。 
 
神運作的領域是神的國，就是包括一切普世性的組織：教會是地方可見的

組織，神透過她得以擴展國度。而組成神國的個體，就是所有重生進入這國度中

的真信徒。 
 
將來有一天，神的國是用可見的形式建立的，我們不知它確實出現的時間

（徒一7），但按照神的話語，那天肯定存在，到時一切「世上的國」，將成為
神的產業，撒但邪惡的國度要敗落，而我們的主將永遠作王（啟十一15）。 

 
天國的中心信息在新約的記載中已很清楚。馬太福音提及約49次，馬可福

音16次，路加福音38次。耶穌開始地上的事奉時就宣告天國的降臨（太四17），
結束地上事奉時亦講及有關天國的事（徒一3）。在地上的事奉由始至終都著重
天國。祂時常宣告要往別處傳這信息（路四43），耶穌的每一個比喻都與天國有
關，而祂的生活模式亦按照天國的原則。 

 
耶穌指出我們作為信徒的，亦須同樣重視天國： 

 
你們要先求馳的國和祂的義，這些在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六33) 

 
這節經文指出我們的祈禱、傳道、教導和生活都應以神的國為目的。如果

我們「先求祂的國」，就確保模範禱告以下所求的都蒙應允。 
 
我們禱告「願您的國降臨」，不單是祈求耶穌再來和建立神國的最後模式。

當我們禱告「願您的國降臨」，我們實際上是宣告我們的天父要在信徒、非信徒

和全地上掌權，我們代求世人要承認祂是王，並且世人照祂的命令生活。 
 
當我們說「願您的國降臨」，我們事實上是祈求神除去一切違背祂國度的

事，包括我們或別人的言語、態度、慾望和行為等。 
 

「願您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一般來說，聖經指到神的旨意有三個不同的意思： 
 
1. 在某些經文中，「神的旨意」是「神的律法」的另一種說法（詩四八8）。 
2. 「神的旨意」亦可指任何神所表達的願望；正確來說，這可稱為神的 「完

全旨意」（提前二4）。 
3. 最後，「神的旨意」可指神所容許或准許發生的事，正確來說，這可稱

為神的「許可旨意」。 



 
關於神的旨意，聖經的教導顯示它不只為教義，實應貫切在我們作為信徒

的日常生活中的。我們必須認識神的旨意，並且委身履行祂的旨意。 
 
我們應祈求神按著祂永恆的計劃，在我們的生命中，實現祂的旨意和目的。

如果這是我們的祈禱和委身，我們便能放心，無論我們的現在和將來，天父都會

看顧保護的。 
 
我們確定神的旨意，主要是透過聖經──祂啟示的道，和聖靈在我們，中

的引導。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在模範禱告中，當我們宣告「願您的國降臨」時，我們就是在生活的各個

際遇裡，都先尋求神的國。我們又在義中順服天父的旨意，宣告「願您的旨意成

就」，現在我們便有把握祈禱「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祈求我們的

需用得以解決，以致我們能完成祂的旨意，並擴展祂的國。 
 
「賜給我們」是承認神是我們的源頭，並非給予薪酬的某宗派或公司。在

模範禱告中，希臘文翻譯出來的「日用」一詞，在聖經中不復再見，它的意思是

「必須或主要的糧食，足夠我們的營養和維生」。文中起用此字，肯定了耶穌所

教導的模範禱告是要每天運用的。 
 
這祈求是為「飲食」，既是指屬靈的需要，亦是指物質營養。「我們」一

詞指出這個「日用飲食」的代求，不單是為了別人的需要，同時亦是為了自己。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我們必須學習接受寬恕、饒恕個人的過犯，以及別人對我們的不公平。個

人的過犯出現於自己犯罪，觸犯自己和神，解決的方法就是說「免我們的債」來

祈求神赦免你。 
 
聖經宣告說： 

 
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裡了。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

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壹一8－9)  
 
當你供認自己已知的罪，神就赦免你無知的罪以及你所承認的，從「一切」

不義中潔淨你。 
 
饒恕的第二個範疇，在於饒恕別人直接或間接的過犯。「直接過犯」是在你

被人冒犯時發生，而「間接過犯」就是當有人傷害你的朋友或親人時，你感同身

受他們的冒犯。耶穌教導我們處理這些惡行時，要藉著祈禱「免我們的債，如同

我們免了人的債」。 
 



這節經文的希臘文可直譯作「正如我們赦免了負債的人」，如此這節可說成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已免了人的債」，意思就是當我們尋求神赦免我們的罪

前，應先寬恕那些得罪我們的人。耶穌在太十八22－35不義的僕人比喻中，教導
了這個原則。 

 
這故事說明神的赦免先於人的寬恕；人的寬恕是神赦免的反映，而只有當我

們願意彼此寬恕時，神的赦免才顯得真實。 
 
耶穌簡述了這些真理便宣告： 

 
你們站著禱告的時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們，就當饒恕他，好叫你們在天上的父也饒恕

你們的過犯。(可十一25) 
 

撒但在你的家庭、朋友之間、工作上的人際關係以及教會裏都會作出攻擊，聖

經說是「將人絆倒」（太十八7）。當這些問題出現，你會怎樣處理呢？你會在
禱告中為他們代求，抑或當閒話來傳說呢？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耶穌教導我們祈禱「不叫我們遇見試探」，但雅各指出神並不試探人： 

 
人被試探，不可說我是被神試探，因為神不能被惡試探，他也不試探人。(雅一13) 

 
那麼誰是耶穌所指會試探人的呢？聖經清楚顯明這是我們的仇敵撒但的任

務（太四3；帖前三5）。聖經重複地告誡：魔鬼會試探我們（太四l；林前七5；
帖前三5），聖經解釋⋯⋯ 

 
⋯⋯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

成，就生出死來。(雅一14－15)  
 

撒但是試探者，但我們之被引進陷阱，是因為我們容許肉體的慾望誘惑我

們，這種慾望生出罪來，而罪的結局就是死。撒但的一切攻擊是來自人裡面不受

控制的邪情私慾，而另一些試探則不外來自我們的感官，透過聽覺、視覺、感覺、

觸覺和味覺而來。無論他們的來源是甚麼，使徒保羅斷言地告訴我們：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

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林前十13)  
 
當我們祈禱「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時，我們正是祈求神保守我們不受罪的誘

惑，即使耶穌亦不能免受試探，只是祂能堅持（來四15）。使徒約翰堅定地告訴
我們： 

 
我們（肯定地）知道，凡從神生的，必不（故意地和知道下）犯罪，但那一位從神生的

小心察看和保護他－－基督的神聖同在在他裡面對抗那惡者－－那惡者也就無法害（抓

緊）他或碰他。(約壹五18，擴充聖經版本)  
 
弗六10－18中，使徒保羅提供有關那惡者的詳盡資料，而神又提供屬靈軍裝

給我們作防衛。保羅強調我們必須在主裡剛強，並靠著神的大能大力勇敢站立



穩，面對那些邪惡勢力（弗六10、11、13）。保羅宣佈我們是有可能抵擋魔鬼的
每個詭計（欺騙、奸詐、狡猾），並勸告要聰明和有目的（林前九26）。 

 
保羅強調這爭戰並非自然界的事，故自然的武器是無作用的。屬靈的爭戰必

須用屬靈的武器： 
 
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

立得住。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籐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並帶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

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弗六13-18) 

 
軍裝是用來抵擋仇敵撒但的詭計，保羅命令我們「穿上」這副屬靈的軍裝

意思是說你的責任是與神所提供的配合。要「穿上」的意思是你穿著某東西，並

用在自己身上。以下是你每日為己為人代求的應用方法： 
 
軍裝 宣告 應許 綑綁相反的靈 
 

真理的帶子束腰 耶穌，你是我的真理 約十四6 欺騙 
公義的護心鏡 耶穌，稱是我的公義 林後五21 不義 
穿上預備走路的 
平安福音鞋 耶穌，稱是我的準備 腓四13 倦怠  
信德的籐牌 耶穌，稱是我信心 加二20 不信、疑惑 
救恩的頭盔 耶穌，稱是我的拯救 來五9  不切實際的幻 
聖靈的寶劍 耶穌，稱是我生命之道  約一14  想、惡念仇敵 
（神的話）     的謊言（撒但）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您的，直到永遠」 
 
「因為」一詞是表示用模範禱告祈禱的權柄，意思是「因為」國度、權柄、

榮耀都屬於神，我們便能享有在這祈禱中所有的供應、應許和保護。 
 
當我們來到模範禱告的末段時，宣告「國度是您的」，我們就是同意一切神

所論及的天國之事。 
 
你們這小群，不要懼怕，因為你們的父，樂意把國賜給你們。(路十二32) 
 
它是神的國，但作為後嗣，它亦是我們的國，是我們的天父留給我們的，祂

亦喜悅賜給我們。 
 
權柄一詞原為dunamis，是英文dynamic（動力）和dynamite（炸藥）兩詞的

來源。當我們用「權柄是您的」來結束這祈禱時，就是承認神的大能有如炸藥般

強烈，是可成就我們的懇求。當我們宣告「權柄是您的」，神就用耶穌的話向我

們回應說「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這確保你在模範禱告

所代求的得到答案。 



 
隨後我們宣告「榮耀是您的！」在英語G1ory（榮耀）一詞意思極其豐富，

無別的詞語能完全表達它的意思;但以下這些詞語則可用來形容它：尊貴、讚美、
宏偉、閃爍、能力、稱頌、無價、可愛、美麗、名望和位份。耶穌說： 

 
您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約十七22)  

 
耶穌從天父所得的榮耀同樣可以賜給你，只要你想要它，你就可以「從榮耀

到榮耀」，而不是從失敗到失敗。或許你感到失望、沮喪，在靈裡感到冰冷和毫

無生氣，但今日神向你說⋯⋯ 
 

興起，從你受制於環境以致情緒低落和筋疲力盡中起來，建立新的生命。發光，讓耶

和華的榮耀得以閃耀，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賽六Ｏ1，
擴充聖經版本)  

 
神的榮耀保証： 

 
● 供應 腓四19；弗三16 
● 力量 西一11 
● 喜樂 賽六六5；彼前一8；代上十六10 
● 釋放 賽六Ｏ1 
● 安息 賽十一10 
● 成聖 出廿九43 
● 與其他信徒合一 約十七22 

 
這字的意思正正就如它所說的⋯⋯「直到永遠」，亦即是「永恆，沒有休

止」。當你在祈禱結束時，將國度、權柄、榮耀歸於天父⋯⋯直到永遠的，你就

是在永恆中將自己與天父相聯，因為你認定在他的國度、權柄、榮耀裏都有分。 
 
「阿門」 
 
當我們用上「阿們」這詞，就保証我們的禱告是帶著大能的權柄，因為「阿

們」是基督其中一個名字（啟三14）。基督被稱為「神的阿們」，因為神一切的
應許都在基督裡面成就。當我們說「阿們」，意思就是我們一切祈求都是奉耶穌

的名祈禱的。 
 
「阿們」這詞並不是解作「完結了⋯⋯我已作了祈禱！」這詞的意思是「我

怎樣祈禱，它就怎樣成就」，所以當你說「阿們」，你實際上是作下一個信心的

宣告。 
 
研習題目 
 
1. 模範禱告的兩個版本記於聖經何處？ 
2. 為何主禱文實際上是一種代求？ 
3. 你可怎樣運用模範禱告作代求？ 
4. 你可怎樣運用神的名字為別人代求？ 



5. 請默寫主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