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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课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欢迎来学习关于祷告之美的这一系列课程中的第三课。今天我们想要专注于学习《主祷文》

中的第一个祈求，即“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太 6:9）。这是主耶稣在关于祷告的教导中向我

们指出的第一件事，这很令人惊奇。主耶稣并没有告诉我们首先要为我们自己的需要祈求或为

我们肉体的需要祈求。我们常常那样做，但祷告时第一要紧的事情是上帝得到尊崇。 

 我们的全部生命都必须以上帝为中心。我们必须爱上帝，荣耀上帝。我们必须学会顺服上

帝和爱上帝。上帝是第一位的，所以第一个祈求是为上帝的荣耀而提出的祈求：“愿人都尊你

的名为圣。”“愿你得到一切荣耀、赞美和敬拜。”那也应当是我们生命的目的。那应当是我

们最大的渴望，无论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都愿上帝藉着我们的生命得荣耀；因为倘若我们

没有学会荣耀上帝，我们的生命就是失败的。 

 上帝造我们的目的是：我们不为自己而活，而是要让上帝藉着我们得荣耀，我们必须学会

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 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用我

们所行的一切来荣耀上帝，尊崇上帝（可 12:30）。 可悲的是，我们在这方面是失败的，因为我

们常常寻求自己的荣耀。 

 上帝的儿女即使经历了恩典，也仍然常常寻求自己的荣耀，寻求抬高自己，他们可能会变

得骄傲。但当上帝在人心中做工时，祂教导我们要离弃自己，以尊崇和荣耀上帝为我们生命的

目的。主就是这样更新罪人的。祂为了荣耀自己的名而做这件事。当主进入人的心时，那就是

主荣耀自己的开端，然后那就成了祂子民的渴望。如果人属灵的状况良好，那个渴望就会变得

越来越强烈，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你知道这是生命中最荣耀的事。我们学会荣耀上帝，对我们大有益处。让上帝得到荣耀、

赞美和敬拜，那是人在世上所能做的最蒙福的事。所以，为了尊上帝的名为圣，我们需要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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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名。我们需要知道上帝是谁，上帝为什么在祂的圣言中向我们显明祂自己： 那是为了让

我们知道祂是谁，让我们知道祂的名字。 

 上帝尤其藉着祂的名字来显明自己。你知道，我们不自己编造名字来称呼上帝。上帝为自

己起了这些名字；祂藉着自己的名字显明了祂是谁。我们的名字，是我们的父亲或母亲给我们

起的。但这些名字并不能表明我们的特征。然而当上帝给自己起名字时，那些名字是上帝关于

自己的启示。它们解释了上帝是谁。 

 所以，上帝藉着“雅巍”这个名字来显明自己。那是希伯来文。这个名字实际上是“耶和

华”或“雅巍”，意思是“我是自有永有的”（出3:14）。那对你来说可能是个奇怪的名字，但

那其实是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因为那表明了上帝是永不改变的。我们不断改变。我们不能说自

己“我是”，因为我们总是在改变。但耶和华上帝是永恒的“我是”，那表明祂是可靠的。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 13:8）。 

 祂是可靠的。祂是信实的。祂是全备的。所以你可以信靠祂。上帝也用别的名字来显明自

己。我们可以想一想“以勒沙代”这个名字（创17:1），它的意思是全能的治理者；或者你可以

看到上帝的另一个希伯来名字“阿多乃”（创 15:12），那表明上帝是主人，是天地的主。祂是

主。 

 所以上帝也称自己为“万军之主”（罗 9:29）。那个名字表明祂是所有军队的主，所有的

天使都供祂随意差遣，祂率领天军来拯救祂的教会。 

 我们可以从上帝的名字知道上帝是谁，但我们也可以根据上帝的特征、上帝的属性来认识

上帝。同样，我们也看到上帝如何藉着祂的属性来显明自己。 例如，祂是永恒的。祂无始无终。

祂是慈悲的。祂眷顾百姓。祂的慈悲是真实的。祂的慈悲每早晨都是新的（哀 3:22-23）。祂就

是爱。祂不轻易发怒（民 14:18），恒久忍耐，眷顾、宽容祂的百姓。 

 上帝也是至高至上的。但祂却喜悦与卑微的人同住。《以赛亚书》第 57 章 15 节是一段很

著名的经文：“因为那至高至上的、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 ‘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

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 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 

 上帝也是大能的。我们通过上帝的大能认识上帝。例如，看一看创造之工。上帝藉着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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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能完成了创造之工。 祂用祂的话语从无中创造出万有，祂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创 1）。 祂

的话语带着能力。我们在创造之工中看到了这一点，而且我们在整本圣经中都看到祂是说话的

上帝，祂说什么就是什么。祂说话就能让事物存在。祂对风浪讲话，它们就听祂的（可4:39）。

祂用口中的言语使死人复活（可 5:41-42；约 11:43-44）。祂的话语彰显了祂的大能。 

 上帝在祂的一切行为和工作上也都是有智慧的。祂带领祂的百姓，以大有智慧的方式带领

他们。 也许你在自己的生命中已经注意到上帝如何带领你走上了你原本绝对不会选择的道路，

但上帝这样做是多么有智慧啊！多么眷顾我们啊！多么爱我们啊！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上帝的

仁慈，祂眷顾这个世界。祂眷顾所有人。祂张开手。祂喂养每一个活物。祂叫日头照好人，也

照歹人（太5:45）。祂赐下雨露和阳光。祂这样对待爱祂的人，但祂也善待不爱祂的人。上帝对

你、对我一直是多么仁慈啊！  

 当我们蒙召藉着上帝的属性认识上帝时，我们也看到祂是公义的。祂如此公义，以至于祂

不能容忍任何不公义，不能让罪不受刑罚，所以祂让祂的儿子承受了罪的刑罚。因此，罪人可

以与祂和好。上帝喜爱公正和公义，所以祂沿着公义公正的道路拯救了祂的百姓。他们所有的

罪债都还清了，那些罪债是藉着上帝的儿子还清的。 

 所以，上帝是公义的。祂让自己的儿子或罪人承受罪的刑罚，但无论如何，祂必定会让罪

受到刑罚。但同时，上帝也满怀怜悯，因为祂在祂的圣言中告诉我们， 祂断不喜悦恶人死亡，

惟喜悦恶人转向祂，在祂里面蒙怜恤（结 33:11）。尽管我们不配，主仍然邀请我们来藉着祂得

到救恩。祂喜爱怜恤。 

上帝也是真实的。祂满有真理。祂的话语就是真理。主耶稣这样谈到自己：“我就是真理”

（约14:6），所以祂的话语总是会应验。因此，我们藉着上帝的属性认识上帝是谁。我们看到了

上帝的大能、智慧、良善、公义、怜悯、真实。 这一切都清楚地展现出来了。上帝有这么深的

内涵。 

 然后我们在圣经中读到了上帝是谁。归根结底，我们需要的是这位良善、大能、慈爱的上

帝与我们有交往。你明白，这样你就经历到了上帝是谁。接下来你在自己生命中经历到了上帝

圣言的真实性。然后你认识到了上帝是多么公义。后来你又经历到了上帝是多么有怜悯，上帝

是多么慈爱，上帝在对待你的过程中是多么有智慧。因此你想要相信圣经，不仅仅因为它是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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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而且因为你心中经历到了它是非常真实的，你就是这样认识上帝是谁的。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信心的知识。那是信靠上帝。那不仅仅是关乎头脑的事情，而且是关乎

心灵的事情。然后你知道了上帝是谁，所以你爱祂，想要对祂有更多的认识，更深的爱。 因此

祂成了你生命的目的。然后你学会了为上帝而活，想要拥有祂，希望祂的名在你的生命中被尊

为圣。 

 这个信心的知识转变成了对上帝的爱。最终，上帝在祂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向我

们显明了祂自己。因为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 1章 18节中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 只

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祂表明出来。” 看见过基督的人，就看见了祂的父。藉着基督，我们看

见了圣父上帝的映像。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上帝是谁，就要常常来到基督的脚前，仰望耶稣。

藉着圣子基督耶稣，你就必定能够认识到上帝是谁。 

 对我们而言，认识上帝是绝对必要的。当你经历到了上帝的一些爱和恩典时，你就会渴望

变得像祂一样。那么你就想要披戴基督。于是你祷告祈求上帝把祂自己的像印在你身上， 那时

你就明白了使徒保罗为什么说他生命的目的其实就是认识基督， 晓得祂复活的大能（腓 3:8-14）。 

 你已经变得渴望认识上帝了吗？你已经品尝到上帝是良善的了吗？你已经学会爱祂了吗？

那么你一生中最渴望的事情就是祂的名被尊为圣。所以，我们需要用尽一生来荣耀上帝。那就

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一祈求的真正含义。那意味着我们学会了在所行的一切事情上荣

耀上帝。所以，我们需要主上帝在我们生命里做工，使我们有这样顺服的心。 

 但如前所述，我们里面有这个邪恶的本性，常常想要以不易察觉的方式荣耀自己。我们更

愿意宣扬自己的名，增进自己的荣耀，而不是荣耀上帝。这种罪违反了第一条诫命：“除了我

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 20:3；申 5:7）。 这种罪也违背了这第一个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

为圣。 因为我们活着，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名，而是为了上帝的名。 

 我们是多么卑劣啊！我们常常骄傲自大，寻求自己的荣耀，以为我们自己非常重要。得救

脱离那样的邪恶，认识到了何为心中柔和谦卑，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啊！ 如果我们学会先求上帝

的荣耀，那该多好啊！那样就得救脱离了寻求自己的荣耀这一大恶。 

我们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了吗？你已经认识到我们常常寻求自我、犯罪抵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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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美善的上帝吗？我们已经学会了因自己心中有那样的倾向而悲伤忧愁吗？我们已经学会了抵

挡这种倾向吗？因为当你心中认识到了上帝的爱时，你就会想要荣耀祂。那么你就会在基督的

脚前祈求祂搭救你脱离寻求自我和自己的荣耀这种倾向。 

 想一想主耶稣。祂从来不寻求自己的荣耀。祂心里柔和谦卑，祂告诉我们要学祂的样式，

也要心里柔和谦卑（太 11:29）。在基督的脚前仰望祂，你就会寻求祂的面， 你就会看到祂不求

自己的荣耀，只求差祂来者的荣耀。 在那里，你会满怀羞愧，同时渴望主耶稣用祂的圣灵充满

你。因耶稣这个名字而得到安慰，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啊，因为祂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

来（太 1:21）。  

 祂不仅洗净了我们的罪恶，而且也改变了我们的性情。祂藉着圣灵一步一步地教导你寻求

上帝的荣耀。祂教你这样祷告：“耶和华啊，求你教我照你的旨意而活，凭你的公义引领我

（诗 5:8），使我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来荣耀你。” 

 你知道，寻求上帝的荣耀也是寻求我们周围之人的福益。我们应当真诚地关心其他人。我

们应担与他们一同受苦。当他们有需要时，我们应当在他们身旁。人出于对上帝的爱，会爱和

关心他们周围的人。他们这样做，将会荣耀上帝。 当他们对周围的人有爱心和同情心时，上帝

就在他们的生命中得了荣耀。 

 这难道不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 25章中对祂的百姓所说的话吗？祂说祂的百姓会帮助

有需要的人，给他们东西吃，给口渴的人水喝。 当别人赤身露体时，祂的百姓会给他们衣服穿；

祂的百姓会去看望生病的人和监狱里的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 25章 40节中说：“我实在

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你看，当我们对邻舍表现出爱心和同情心时，当我们关心周围的人时，那就是在荣耀上帝。

这就是在我们日常的实际生活中尊上帝的名为圣。所以，我们应当用我们的整个生命来荣耀上

帝。但要这样做，我们必须谦卑。我们必须靠着上帝谦卑。祂教导我们要谦卑。祂向我们显明

并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必须倚赖上帝，唯有主上帝能够满足我们的一切需要，藉此

来教导我们谦卑。 

 因此，我们认识到了上帝的伟大、良善和仁慈；没有祂，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所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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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带领来到上帝面前谦卑己身。主向我们显明了祂自己的伟大、良善、慈爱和怜悯，从而使我

们谦卑。但另一方面，主向我们显明我们自己是谁，从而使我们谦卑； 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和对

上帝的认识都在增长。这样，上帝越来越多地显明了我们生命里的罪，越来越清楚地显明了我

们罪恶的本性。 

 在坟墓的这边，我们永远不可能摆脱自己的罪恶。想一想使徒保罗，他是个圣洁、公义的

人，但他称自己为罪人中的罪魁（提前1:15）。你们在圣经中常常会看到人们学会了在上帝面前

谦卑己身，尤其是那些经历了很大量度的上帝的恩典的人。他们是最愿意在上帝面前谦卑己身

的人。因为主越来越清楚地向祂的百姓显明了他们大大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们就像那些必须在以色列中喊叫“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的麻风病

人一样， 因为我们总是带着这样不洁的本性。 虽然主住在我们里面，虽然主把祂的形像印在了

我们身上，我们身上有上帝之圣灵的果子， 但仍然有旧性情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自身原本是

不洁净的。我们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仍然常常与上帝为敌，给生命带来了最深的忧愁：我

不能像自己应该做的那样爱上帝和荣耀上帝。所以，我祷告说：“主啊，愿你的名在我的生命

中得荣耀。愿你的名得到一切荣耀。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因此，我们蒙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上帝。我们蒙召要爱人如己，但我们没有做

到这些事。在坟墓的这一边，我们没有能力完全做到这些事。 所以我们在上帝的圣言中也看到，

虽然上帝的儿女享有极大的特权， 领受了丰盛的恩典和信心，深深地信靠上帝，但他们仍然会

犯罪。所以当我们听他们如何祷告时，会听到他们持续不断地在上帝面前谦卑己身。 

 请看一看上帝的朋友亚伯拉罕在《创世记》第 18章中是如何祷告的他不是在为自己祷告。

他是在为所多玛祷告，实际上他是在为他的侄儿罗得以及他的家人祷告。请看一看他是如何在

上帝面前谦卑己身的。他在第 27节中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他多么谦卑啊！ 

 我们再想想雅各，他领受了来自耶和华的异象，领受了上帝要作他的上帝这一应许。那么

看一看雅各在《创世记》第 32 章 10 节是怎么说的： “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

点也不配得。”我们还读到了关于约伯的记载，他是公义、敬畏上帝之人。他在《约伯记》第

40章 4节中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 



22 

 

 再想一想先知以赛亚在第 6 章 5 节中的话。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

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保罗在《罗马书》第 3 章

10-12节中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 都是偏离正路，一

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所以当我们寻求上帝的荣耀时，必须怀着谦卑之心，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真实状态。但同时，

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时，也可以满怀盼望和期待。我们可以像孩子来到父母面前那样来到主面

前。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但当我们寻求藉着祷告来到上帝面前时，当我们

寻求荣耀上帝的名时， 可以盼望从祂那里得到一切美善之事，因为祂是慈爱的、行善的上帝。 

 上帝愿意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赐给我们。我们可以大受鼓励，因为在上帝有赦罪之恩（诗

130:4），祂应许说要救赎祂的百姓脱离一切的罪恶（诗 130:8），上帝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诗

51:7）。因此，我们可以满怀期待地谦卑己身，对上帝怀着真诚的盼望，因为主上帝愿意厚赐与

人。祂将会充充足足地给人。最终，必须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祂，一切荣耀都将归给祂。最终，

所有人在祂面前无不屈膝（腓 2:10），但现在，祂愿意厚赐与人。祂愿意眷顾人。  

 请想一想主耶稣是如何眷顾祂的门徒的。祂甚至屈尊自己，甘愿为门徒洗脚。所以，祂愿

意赐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配得的。你可以把你的一切需要，陈明在祂面前。既然主耶稣

愿意在祂的门徒面前谦卑己身， 那么我们更应当愿意在别人面前谦卑己身，所以我们应当寻求

使别人得益处。 我们必须愿意作他们的仆人。我们必须为他们祷告。我们必须如使徒保罗所说，

在上帝面前祷告、恳求和代求。 

 《提摩太前书》第 2 章 1 节中说，我们要为万人祷告、恳求。上帝的儿女可以谦卑地来到

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他们可以承认自己的不配，同时认识到，他们在天上的父上帝将会赐

给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祂是信实、良善的上帝，我们可以怀着盼望来到这位上帝面前，这是非

常荣耀的事。我们尊崇上帝。 

 因此，当我们寻求荣耀上帝时，必须认识到上帝的属性。我们必须用自己的整个生命来荣

耀上帝，从而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祂。我们要荣耀上帝，必须表现出敬畏之心和谦卑之心，在

祂面前谦卑己身。但当我们把自己的一切需要摆在上帝面前时，也是在荣耀上帝。  



23 

 

我们看到上帝的圣言中经常说到，当我们把自己的需要摆在上帝面前时，上帝便得了荣耀。

上帝的圣言中记载了许多没有能力的人，但上帝却呼召他们去完成某个使命。在你的生命中，

无论上帝呼召你去做什么事， 倘若你没有能力做到，上帝都会教导你，并使你认识到自己没有

能力去完成那件事， 需要上帝帮助你，支持你。 

 所以，我们在上帝的圣言中多次看到，上帝所使用的伟人自身原本是软弱的， 他们把自己

的一切软弱和一切无能都摆在上帝面前，那就是在荣耀上帝了。即使当上帝似乎不理睬他们的

时候， 他们仍然坚持不懈地把自己的需要摆在上帝面前， 这是在荣耀上帝：主啊，离了你，我

就不能做什么（约 15:5）。 

 例如，看看摩西，他是上帝所使用的伟人，上帝和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之间的中保。他甚至

不善言辞，他自己是这样告诉耶和华的， 但耶和华说：“我必与你同在”（出 3:12）。还有约

书亚，他曾在埃及为奴仆。他被带领经过旷野， 进入旷野之后不久，他就被任命为上帝的军队

以色列人的军事首领。他不得不与亚玛力人争战。后来，他还必须攻克高大坚固的耶利哥城。 

 他无法做到。他从来没有进过军事学校。他对战略战术一无所知。但耶和华教导了他，赐

给了他能力。 先知耶利米很年轻， 先知以赛亚认为自己是嘴唇不洁净的人， 但以理看到了自己

和百姓身上的罪恶。所以他们都不是合适的人选，但上帝常常拣选不合适、没有装备的人来服

侍祂自己。 

愿那带给你安慰，你也许是一位牧者，却在心里想：“我如何能够履行这个呼召呢？”哦，

你靠自己不能，但上帝能藉着你履行这个呼召，那就是在荣耀上帝。上帝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

你的生命中尊祂的名为圣。想一想众使徒。他们中的许多人只不过是希伯来的渔夫。他们如何

能够向一个异教世界宣讲上帝荣耀的福音呢？ 我们都是不合适的、没有装备的人。  

 我们有谁能像自己应当做的那样养育自己家中的儿女呢？谁有能力作一个无可指摘的丈夫

或妻子、敬虔的配偶呢？无论主呼召我们去做什么，我们都缺乏完成那个使命所需的能力；所

以我们在生命中可以倚赖上帝，向祂寻求一切帮助，真是太好了。 祂是搭救穷乏人的上帝，祂

垂听他们的呼求（诗 72:12）。所以，我们不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上帝的能力。因此，无论主

呼召你去做什么，祂都会与你同在，赐给你能力。不要逃避你生命中的任何呼召。 祷告会带给

你力量，那样做是尊上帝的名为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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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当我们把自己的需要陈明在主面前时，我们究竟应当祷告求什么呢？如我们稍后在

这篇《主祷文》中将会看到的，我们应当求自己个人所有的罪得赦免。 我们需要被更新，变得

有基督的形像。倘若我们身上有祂爱子的形像，人们能看出来我们是有基督同在的，如同他们

看出来使徒们是跟过基督的一样，那么上帝就得了荣耀。 

人们能够看出来你曾经在内室中藉着祷告与上帝同在， 因为你身上反映出了主耶稣的形像，

这并不是说你的面容真的发生了改变。不，而是说你行事为人的方式、你的行为、你的风度发

生了改变。你知道，你自己甚至都没有察觉到； 你自己不知不觉就发生了改变，那往往是最好

的事，因为你很容易骄傲。但别人确实看到了你的改变，那是因为你曾经在内室中与主同在， 

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乞求主使你有基督的形像， 乞求祂在你的信心生活中鼓励你，使你变得

勇敢，用见识和智慧来装备你。所以你可以祈求祂施慈爱，愿意把你所需要的一切赐给你。  

 因此，你在祷告时可以仰赖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上帝将会赦

免你的罪。上帝将会把你所需要的一切赐给你，如祂所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

寻见”（太 7:7）。这都是在尊上帝的名为圣。祂得到了荣耀、赞美和敬拜；你将会被带领进入

顺服主耶稣的新生活之中。所以，上帝赐给了我们恩典来弃绝世界，舍弃我们自己，爱祂和寻

求祂胜过一切。  

 所以，我们要不住地祈求圣灵降临在我们生命中。那是上帝所应许的。祂要把圣灵赐给求

祂的人。《路加福音》第 11 章 13 节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天

父，岂不更将圣灵赐给求祂的人吗？” 你们知道，我们唯有藉着上帝的圣灵才能过基督徒的生

活。 

 上帝是藉着住在你里面的圣灵在你的生命中被尊为圣，得荣耀， 因为圣灵赐给人爱、恩典

和怜悯。祂提供生命中所需的一切，祂带领上帝的百姓。祂保护他们。当他们不得不离开今生

时，祂与他们同在（诗23:4）。上帝将会藉着圣灵指示你，教导你当行的路。上帝会藉着圣灵防

止你陷入罪中， 你会藉着圣灵学会抵挡那恶者的试探。 你会藉着圣灵在你的生命中结出圣灵的

果子。 

 藉着圣灵，你会在每日的生活中领受智慧和恩典。藉着圣灵，你会越来越敬畏上帝； 你会

谦卑地与上帝同行，永恒的上帝将会是你的避难所，你的倚靠。上帝是你的一切，是万物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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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5:28）；上帝这样在你的生命中得荣耀，被尊为圣。祂要行做一切美善之事，所以能够

藉着祷告来到主面前，是极大的特权；你可以向祂提出你所有的恳求，祂是行做一切美善之事

的上帝（可 7:37）。 

 你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吗？当你生命结束来到祂面前的时候，你将会认识到

这一点。这就像一个男孩，一个农夫的儿子，农夫带着儿子一起去耕地。父亲在土壤里耕出了

一道犁沟之后，把犁交给了儿子；儿子扶着犁，但父亲把手放在儿子的手上；然后儿子开始耕

地，他耕出来的犁沟是直的。 在犁沟的尽头，儿子面带微笑看着父亲， 父亲看着儿子说：“干

得好，我的孩子。”但那是因为父亲把手放在了儿子的手上， 儿子知道是我的爸爸，我的父亲，

做了所有的事。 

 所以，我们在比喻中读到，当上帝的百姓将来进入天堂时， 主会对他们说：“好，你这忠

心的仆人”（太 25:21）。但在现实中，祂的儿女会说：“所有的工作都是你做的。一切荣耀都

归给你。你托着我走过了一生的道路。你做了所有的事。愿你的名被尊为圣，直到永远。”他

们将会把自己的冠冕放在上帝脚前，因为祂必须得荣耀。自始至终都是祂在做工。阿们。 

 谢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