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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成长需要三要素



生命成长需要一群体



学习圣经—透过教会三层次牧养计划

I. 每日灵修

II. 主日讲道

III. 周间团契

IV. 背诵默想

学习圣经的四个原则：
基于神的属性；基于神的目的
不满足猎奇心；汲取生命养分



操练祷告

• “总要儆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

弱了。”
- 马太福音26章41节

•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 罗马书12章12节

• “要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 贴撒罗尼迦前书5章16-18节

• “我愿男人无忿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 提摩太前书2章8节



操练祷告

• “祷告是信心的主要行动，也是我们天天领受神恩赐的方式。”
— 加尔文

• “祷告最好的人就是在恩典中有最大长进的人。......我们在祷告上的
成长可以考量出我们属灵生命其他各方面的成长。”
—司布真

• “祷告之于属灵生命，犹如呼吸与脉动之于肉体生命。”

—约翰.亨利.纽曼

• 主耶稣是我们祷告完美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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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练用主祷文祷告

“主禱文是禱告中的禱告，是所有

禱告中最偉大的禱告。它是最偉大

的導師對我們的教導，內容包含了

所有屬靈及身體的祝福，亦是人在

一切試煉、試探、苦難中，甚至臨

終前，最卓越的安慰。”

—马丁.路德

I. 对神的尊崇和对神国度

的祈愿

II. 对个人生命需要的祈求

和赦罪需要的祈求

III. 对脱离试探和不进入凶

恶的祈求



操练用主祷文祷告

I. 对神的尊崇和对神国度的祈愿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我们在天上的父”：
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 何等奇异恩典! 求主帮助我们建立与父神之
间的亲密关系，使我们的价值感牢牢建立在自己在基督里和众弟兄
姐妹们一起是神的儿女这身份之中。
• 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在天上的父
• 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的父
• 知道自己是天父的儿女会对我们的价值感的影响



操练用主祷文祷告

I. 对神的尊崇和对神国度的祈愿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2.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求主帮助我们按照父神的所是去认识他，尊崇他、敬拜他、高举他、

热爱他！我们越来越像我们所尊崇的对象！

求主颠覆因罪性带给我们价值观的扭曲！

求主光照出我们内心的偶像，求主帮助我们除掉所有偶像，

单单敬拜神！在尊神的名为圣中我们就会越来越活出神的形象。



操练用主祷文祷告

I. 对神的尊崇和对神国度的祈愿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3. “愿你的国降临”：

求主帮助我们明白圣经中神国度的预言，感受到神国度的公义、和

平、圣洁、丰盛、荣耀……。求主更新我们的祈愿，使我们不再渴

望在虚假的国中追求虚假的福乐，而是追求神国度中永不衰残的基

业，盼望神的国度早日降临。



操练用主祷文祷告

I. 对神的尊崇和对神国度的祈愿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

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4.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眺望神国度降临之际神的旨意在地上畅行无阻的美好；求神赐我们明白

神旨意的智慧，胜过罪性的能力，使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畅行无阻；

求神的旨意在我们的教会畅行无阻，使世人透过我们的教会瞥见神国度

的荣耀。



操练用主祷文祷告

I. 对神的尊崇和对神国度的祈愿
4.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 “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

2:20）

• “3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4 所以，我们借着

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

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5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

形状上与他联合；6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

不再作罪的奴仆；7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罗6:3-7）



操练用主祷文祷告

I. 对神的尊崇和对神国度的祈愿
4.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 “12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13 你们

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罗8:12-13）

• “9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10 你们在他里面

也得了丰盛。”（西2:9-10）



操练用主祷文祷告

I. 对神的尊崇和对神国度的祈愿
4.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神创造宇宙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使受造者分享他的
完全与福气，从而彰显出神的爱、智慧、能力与荣耀。
神盼望将自己启示在受造者里面，并借着受造者彰显
他自己，他按着受造者所能领受的程度，把他的美善
和荣耀分享给他们。……神既是永活、永在的那一位，
常用他的权能托住万有，万有也靠他而立，因此受造
物与神只有一种关系——受造物必须不断地、绝对地
倚靠神。神怎样用他的能力一次创造了万有，照样他
也借此能力托住万有。



操练用主祷文祷告

I. 对神的尊崇和对神国度的祈愿
4.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受造者不仅在回溯其起源与最初存在时，承认一切出于神，
并且，受造者最关切的事、最高的德行以及唯一的福祉就是：
使自己成为倒空的器皿，让神居住其中并彰显他的能力和荣
美，从今时直到永远。

神不是只一次赐下生命就一劳永逸了；他时刻藉着大能大力
不断赐下生命的力量，永不停息。所以，就万物的本质而言，
谦卑——完全倚赖神的地位，是受造者的首要职责与最高德
行，也是各样美德之根本。”(慕安德烈，《谦卑》）



操练用主祷文祷告

II. 对个人生命需要的祈求和赦罪需要的祈求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

人的债。 ”

1. 对个人生命需要的祈求

2. 赎罪的需要



操练用主祷文祷告

II. 对个人生命需要的祈求和赦罪需要的祈求

1. 对个人生命需要的祈求

神是我们一切生命需要的供应者



操练用主祷文祷告

• 对个人生命需要的祈求和赦罪需要的祈求

1. 对个人生命需要的祈求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 歌罗西书3章23节

“25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26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

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27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28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

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



操练用主祷文祷告

• 对个人生命需要的祈求和赦罪需要的祈求

1. 对个人生命需要的祈求
“29 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

这花一朵呢！30 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

炉里， 神还给它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31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

什么？喝什么？穿什么？32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

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33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

要加给你们了。34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太6:25-34）



操练用主祷文祷告

• 对个人生命需要的祈求和赦罪需要的祈求

1. 对个人生命需要的祈求
•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

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

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 马太福音25章21节

• “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

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

- 路加福音19章17节

• 工作不是为糊口，而是为了荣耀神。

神
的形象

与神相交
的关系

作神的
代表在地
上工作

被塑造出
像神那样
的品格



操练用主祷文祷告

II. 对个人生命需要的祈求和赦罪需要的祈求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

免了人的债。 ”

1. 对个人生命需要的祈求

2. 赎罪的需要



操练用主祷文祷告

“主禱文是禱告中的禱告，是所有

禱告中最偉大的禱告。它是最偉大

的導師對我們的教導，內容包含了

所有屬靈及身體的祝福，亦是人在

一切試煉、試探、苦難中，甚至臨

終前，最卓越的安慰。”

—马丁.路德

I. 对神的尊崇和对神国度

的祈愿

II. 对个人生命需要的祈求

和赦罪需要的祈求

III. 对脱离试探和不进入凶

恶的祈求



操练用主祷文祷告

问题解答：

神
的形象

与神相交
的关系

作神的
代表在地
上工作

被塑造出
像神那样
的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