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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课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欢迎来学习关于祷告之美的这一系列课程中的第五课。现在我们想要专注于学习《主祷文》

中的第三个祈求，即“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很多人在想到这一祈求的时候，

都会把它与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所经受的一切相比较。你们知道主耶稣在那里处在极大的不安

之中，因为祂在那里和那时感觉到来自上帝的可怕的刑罚就要临到祂。在那里，祂在大黑暗中

经历了争战， 祂极其害怕，因为祂知道为祂存留的是什么。 祂不得不忍受上帝的忿怒，那忿怒

将毫无保留地倾倒在祂身上。祂的灵魂感受到了沉重的负担，所以祂在《马可福音》第 14 章 34

节中告诉祂的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马可福音》第 14章 36节中记录了祂

在那时祷告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

从你的意思。”所以主耶稣舍了自己。祂在那里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哦，

我的父啊！” 

 现在，那常常被视为对这第三个祈求的解释，人们认为这个祈求的意思是，我们在自己的

生命中必须学会舍己，在自己的心中学会祈求愿上帝的旨意成就，以便人们能够祷告说“不要

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哦，在我们的生命中当然会有一些经历争战的日子，我们想

要朝着某个方向前进，但上帝教导我们不要看我们自己的意愿，而是愿祂的旨意成就；所以，

在我们生命中的有些日子，我们可能不明白上帝的带领，那么我们就需要谦卑下来，并祷告说：

“主啊，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 

 那是舍己的祷告，那是完全必要的、合理的、正确的，但还没有充分解释这第三个祈求。

我们可以说那是这个祈求的一部分含义，但这个祈求的真正含义是，我们在这个祈求中要祷告

求上帝使我们和别人学会积极地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首先要学会的不是舍己，而是要

学会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事情上积极地遵行上帝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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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想要我们做什么？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上帝的旨意

是要我们爱人如己。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 22 章中的解释。这是上帝的旨意，是祂对我

们生命的显明的旨意。所以，当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时，我们

是在祈求上帝让人们学会遵照上帝的旨意生活，让他们学会遵照上帝显明的旨意生活，让他们

在所行的一切事情上爱上帝，并爱人如己。 这是一个积极的祷告。这是一个将要花费我们一生

之久的祷告，因为我们需要持续不断地学习行走在上帝的道路上。 

 这个祈求提到了天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上帝的旨意在天

上得到了遵行，那么“在天上”是什么意思？谁在天上？那里是天使们所在的地方，那里是上

帝蒙救赎的教会所在的地方，而且在天上，天使们一直在听从上帝的吩咐。他们在顺服上帝。

他们总是顺服而忠心地去做上帝吩咐他们去做的事。正如天使们总是顺服上帝，主耶稣告诉我

们在地上也总是要做上帝吩咐我们去做的事，所以这个祈求是关于日常生活中很实际的事情的。

这指的是上帝每日对我们的呼召。主希望我们遵照祂的旨意生活，希望我们非常勤勉地那样做。

于是我们再次想到了天使们。他们毫无怨言地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也应当那样做，我们应当

遵从祂的召唤，祂的旨意，祂的指引，我们应当像天上的天使所做的那样甘愿而忠心地顺服上

帝。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看到了遵照上帝的旨意而活的例子。祂的整个生命都是以上帝为中

心，当祂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从祂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当主耶稣还只是个 12 岁的孩子时，

祂在圣殿里，并且祂喜欢在那里。祂在那里停留了三天，与夫子们交谈，并问了他们一些问题。

他们也问了耶稣一些问题。哦，祂渴望并喜爱参与祂父的事。祂与律法师们交谈。祂以此为乐。

当祂的母亲和约瑟焦急地寻找祂时，祂不得不回到拿撒勒，那样祂就不能再留在圣殿里了。祂

必须顺服。当祂处在生命的这个阶段时，那是上帝对祂的旨意。 

 我们在《路加福音》第 2 章 51 节中读到：“祂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

们。”祂在遵行上帝的旨意，是上帝呼召祂那样做的。在拿撒勒，祂每日都要做工。祂是木匠

的儿子，所以祂要学习做一个木匠。那是对祂的呼召，祂接受了。祂不得不在那个尘土飞扬的

村庄里做工，在拿撒勒的那个偏僻的村庄里做工，远离了祂父的殿，但祂毫无怨言。祂专心致

志地做工。祂很投入地做天父赐给祂的工作，我们可以确信主耶稣是个好木匠， 祂在工作方面

表现很好，因为祂知道这是上帝对祂的旨意。所以你们在日常工作中也蒙召要好好工作，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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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那是上帝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旨意，但我们在属灵生活中也应当顺服上帝， 因为我们要学会

遵行上帝的旨意，按照祂的指示生活。现实是我们是堕落的受造物。我们犯罪堕落远离了上帝，

所以我们的意愿变得败坏了。我们渴望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不是遵行上帝的旨意。我倾向

于憎恨上帝和我的邻舍，所以我悖逆了上帝的旨意。那就是我的本性，我败坏的本性。现在我

们的意愿必须改变。我们里面的整个机制都带领我们与上帝背道而驰， 现在必须让上帝的圣灵

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必须由祂带领我们按照上帝的方向前行。圣灵给了人一颗新心。祂除去

了人里面的石心，赐给了他们一颗肉心， 这样人们接受上帝的圣灵进入他们的生命之中，然后

他们的意愿被改变了。上帝和他们之间的敌意被消除了。他们自己的意愿被克制了，现在他们

渴望遵行上帝的旨意。他们被上帝的爱感动了。  

 这都是上帝的圣灵做工成就的。上帝的圣灵让你看到了自己的败坏和罪咎，并且圣灵更新

了你。那已经在你的生命中发生了吗？谁带领你的生命？谁带领你的意愿？谁指引你？我们或

是被黑暗之王带领，或是被万王之王带领。是上帝在带领你的生命吗？上帝已经更新了你的意

愿吗？求上帝让祂的圣灵在你里面大有能力地做工。你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心。你没有能力更

新自己的意愿，但是上帝能够做到。祂能够更新你。 当上帝的圣灵进入你生命中之后，发生了

什么事？哦，那么你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了。你发现自己思念上帝。你变得很不安。你必

须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 

 你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圣灵用慈绳爱索来吸引你，祂带领你祷告说：“主啊，求你教我

遵行你的旨意。” 你不再信靠自己的见识。 你不再想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你需要上帝坚固你，

你认识到自己是软弱的。你需要上帝的恩典，不是仅仅一次，而是毕生都需要；因为我们反复

倾向于偏行己路，但我们需要行走在上帝的道路上。 所以《诗篇》第 86篇说：“求你使我专心

敬畏你的名”（第 11 节），因为按本性来说，我们的心就像我们的手指一样，我们的心被引向

各个方向但现在所有这些手指都必须联合起来，以便我们学会遵行上帝的旨意：“求你使我专

心敬畏你的名。” 于是你身上有了主耶稣的形像，你展现出了圣灵的果子。你喜爱遵行上帝的

旨意，在地上，那只是一个开始。当你在荣耀中与主同在时，你将完全学会遵行上帝的旨意。

在那里你的意愿将会被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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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我们抵挡这位上帝并想摆脱祂对我们生命的呼召，你要知道你必定会灭亡。有些人抵

挡上帝，拒绝遵行祂的旨意，与祂为敌，不肯舍己，他们必定会灭亡。哦，降服于这位上帝是

多么大的祝福啊！ 学会舍弃自己的旨意，遵行祂的旨意，是多么大的祝福啊！当上帝接管了你

的生命，教导你按照祂的道路行事为人时，你是多么有福啊！然后你要不断地祷告祈求：“主

啊，求你教我遵行你的旨意。” 

 因为我们看到自己常常与上帝背道而驰，所以我们要在上帝面前承认这一点。也许你失败

了，也许你失败了很多次。不要在你的失败中裹足不前，不要远离上帝。不要以为基督不能帮

助你，而是要承认你的失败，寻求祂的恩典来帮助你在生命中遵行祂的旨意。当我们蒙召祷告

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时，我们是在祈求上帝使我们个人学会按照祂的旨

意生活。那是一生之久的争战，但我们也为别人祈求；为彼此祷告，是对基督徒的呼召。于是

我们祷告祈求上帝的旨意也将在别人的生命中得到遵行。同样，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上帝至高

无上的带领和治理将会因此发生在他们生命中，因为上帝的治理无论如何都会发生；我们是在

祷告祈求上帝使别人学会顺服上帝的旨意，那样他们就将越来越学会让自己的生命降服于主上

帝。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代祷。 

 我们必须作祷告的人。约翰﹒班扬在他的那部神奇的作品《天路历程》中优美地描述了这

一点。他向我们描述了一幅人物画，画上画的是一个举目望天的人。他手里拿着最好的那本书。

他的双唇上写着真理的律法。世界在他身后，他站在那里，仿佛在为世人祈求；  他头上悬着一

顶黄金冠冕。这是基督徒的肖像。他不再为世界而活。他持守上帝圣洁的启示。他是个祷告的

人。 

 基督徒应当为他周围的人祷告。祷告比别的一切事情都更重要，基督徒必须祷告；所以我

们祷告祈求上帝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和心中做工， 但我们也祷告祈求上帝在我们周围人的生命

里和心中做工。我们发现圣经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点。祷告是一种确定的能力。使徒保罗深信祷

告的大能，虽然那完全是恩典，虽然我们自己没有能力，但我们是在呼求上帝，祂有一切能力，

我们求祂也教导别人按照祂的旨意生活。 你自己家里的人，也许是你的丈夫或妻子，也许是你

的父母或子女， 也许是你周围的其他人，你熟悉的人，你向之作见证的人，上帝都能够改变他

们的生命，让他们也学会遵行上帝的旨意，让他们高高兴兴、欢欢喜喜地这样做。 上帝能够改

变他们的心。祂愿意垂听祷告。 



38 

 

使徒保罗很注重祷告。我们看到他在《罗马书》第 15 章 30 节中重申了这一点： “弟兄们，

我……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上帝。”保罗自己也需要祷告。他需要上帝教导他遵行上

帝的旨意。他需要受到带领进一步行走在救恩之路上，所以他在《以弗所书》第 6章 19-20节中

也说： “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并

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帖撒罗尼迦后书》第 3章 1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

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希伯来书》第 13 章 18 节：“请你们为我们祷

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保罗需要他周围的人为他祷告，因为他相

信上帝会垂听这样的祷告， 所以他自己也经常为周围的人祷告。为周围的人祷告，求上帝使他

们悔改归主，让他们学会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是对基督徒的呼召。 

 这是我们的私人生活中必须有的个人的祷告， 但除此之外，教会也应当献上这样的祷告，

求上帝使人学会遵行祂的旨意，所以教会应当聚集在一起祷告求上帝使别人也学会遵行上帝的

旨意。主喜欢看到祂的百姓聚集起来献上这样的祷告， 我们看到《诗篇》第 87篇中优美地描述

了这一点。我们在第 2节中读到了这样的话：“祂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 

 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锡安的门是什么？那是上帝的百姓进行正式公共集会的地方。这些

门很宽大，很广阔。人们可以聚集在那里。坐在城门口，意味着这个人是这座城的公会中的一

员，比如罗得。他坐在所多玛的城门口，还有当波阿斯想要娶路得为妻时，召集了十位长老来

坐在伯利恒的城门口。锡安的城门是上帝的百姓聚集的地方，所以这指的是教会的公共敬拜。

他们在那里献上祷告。上帝的百姓共同献上祷告。 

 “雅各的住处”这个短语指的是上帝的百姓个人的家。他们在那里也向上帝献上祷告，那

样的祷告是有功效的，上帝垂听那样的祷告。他们的祷告不是徒然的，但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

特别喜悦祂的百姓正式聚集在一起敬拜祂时献上的祷告， 所以“祂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的

一切住处”这节经文， 大大鼓励教会聚集在一起共同祷告。他们共同祷告时应当求上帝的国度

得到拓展， 罪人学会遵行上帝的旨意， 越来越多的人归向基督，他们的心被更新， 上帝的圣言

进入他们的生命中，从而使上帝得到荣耀。 

 这难道不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 18 章 19 节中的话的意思吗？祂说：“若是你们中间

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再次表明了我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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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共的、共同的祷告。上帝喜悦祂的百姓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地在祂面前献上祷告。祂垂听

这样的祷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祈求，也属于我们个人的祷告；我们私下也

应当努力祷告，求上帝使我们学会遵行祂的旨意， 而且让远处和近处的人也都学会遵行上帝的

旨意。这样的祷告是绝对必要的。这样的祷告是必须的。这是很艰难的工作。这需要花费时间。

这需要人舍己，但它极其重要，因为上帝垂听祷告， 祂会把你的祷告合并入祂的救赎计划之中。

你的祷告能够带来改变。 

 你们知道，我们无法改变任何一个人。我们不能使任何一个罪人悔改归主。那是上帝的作

为，上帝必定会那样做的。当你还只是在观望时，当你甚至还没有参与其中时，但你已经为此

祷告了，上帝就会行奇事。上帝垂听祷告，祂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行事，但上帝垂听

祷告。在教会历史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也许你的生命中经历过这样的事：你正在为某个

人的悔改归主祷告，主垂听了你的祷告，因为主是信实的。当你向上帝献上祷告时，祂在垂听。

祂认真地对待你的祷告，祂有能力并且愿意赐给你所求的， 所以，要满怀盼望地祷告。我们想

到了《历代志下》第 16章 9节中的经文： “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祂心存诚

实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帝寻找仰望祂的人，他们祷告祈求上帝帮助他们实现他们自己无

法做到的事。所以，要满怀盼望地祷告。 

 也要满怀热心地祷告。祷告时要知道你在呼求所存在的最大的能力，呼求全能上帝的大能

来帮助你， 祂曾应许说祂必定会垂听这样的祷告。要迫切地祷告。要努力进入天国。想一想

《创世记》第 32 章 26 节记录了雅各在毗努伊勒是怎样祈求上帝的： “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

容你去。” 想一想《但以理书》第 9章 19节中记录的但以理的祈求：“求主垂听，求主赦免，

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上帝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 也要

满怀信心地祷告，因为我们在《马可福音》第 11 章 24 节中读到： “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

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要满怀信心地祷告。 

 祷告时也要具体。当你把别人的需要摆在上帝面前时，当你看到他们的心多么刚硬时，当

你看到他们多么冷漠时，你的祷告要具体。把这一切都陈明在上帝面前。一个这样致力于祷告

的人，将会是一个国家、一个教会、一个家庭周围的一堵火墙。上帝的某个孩子可能很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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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许在监狱中，也许被困在家中， 但当他祷告时，他的祈求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具有这样的

功效。福音的仇敌害怕这样的祷告。所以魔鬼攻击致力于祷告的人。 

 在宗教改革时代，苏格兰女王非常害怕约翰﹒诺克斯的祷告，诺克斯是苏格兰一位敬虔的

改教家。她害怕诺克斯的祷告胜过害怕整个军队。约翰﹒诺克斯的女婿也是一位牧师，名叫约

翰﹒韦尔奇。他因半夜起来在祷告中恳求上帝而著名。有一次他的妻子担心丈夫感冒了，尾随

他进入了他隐修的房间。她听见丈夫在断断续续地恳求：“主啊，求你把苏格兰赐给我。”他

是在祷告祈求上帝的旨意成就，愿苏格兰人都学会遵行上帝的旨意。他在为他们的悔改归主祷

告，他的祷告真正的意思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求你使罪人

回转归主。” 

 愿我们祷告时也这样勇敢。你可以祷告求你认为太奇妙、太令人惊奇的事，因为上帝会为

等候祂的人行这样的事。所以愿我们在祷告时要这样勇敢，愿我们以寻找失丧的灵魂为己任，

愿救恩藉着上帝的作为涌流出来。牧者们尤其应当祷告祈求上帝让罪人学会遵行上帝的旨意。

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牧者们尤其是祷告的人， 看到撒母耳如何为百姓恳求上帝，而且他不想放弃。

虽然百姓是悖逆的人，不愿顺服上帝，常常背叛上帝，但撒母耳仍然以不住地为以色列百姓祷

告为己任，希望他们能够学会遵行上帝的旨意。在《撒母耳记上》第 12章 23节中我们听到撒母

耳祷告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

撒母耳持续不断地教导百姓耶和华的道路，在教导他们的同时，他一直在私下献上他个人热切

而勇敢的祷告。撒母耳不想停止祷告，因为他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工作：代祷。 

 我们想到另一个属上帝之人的例子：耶利米，他为犹大百姓祷告。因他们的邪恶，他承受

了很大的痛苦，但他没有忽视为他们祷告， 直到他们的罪恶满盈，上帝告诉他不要再为这些百

姓祷告。《耶利米书》第 7章 16节说：“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 也

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为我们不听允你。” 

 我们在犹大国荣耀而良善的君王希西家身上也看到了这样的例子， 当时他处在极大的困境

之中，因为亚述人包围了耶路撒冷城。于是他请先知以赛亚为百姓祷告，但我们还看见他亲自

去了圣殿， 把亚述王叫他不要信靠上帝的书信在上帝面前展开，然后他在那里祷告和代祷，祈

求上帝搭救祂的百姓，使他们免受伤害，使上帝得荣耀。他为犹大百姓的福益祷告；我们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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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的生命中也看到了这样的事，他也为百姓祷告。 

 我们在使徒们的生命中也看到了这样的事，他们常常为百姓祷告。例如，我们在《使徒行

传》第 6 章中看到， 他们忙于服侍有需要的寡妇们，但他们意识到这样他们的主要工作将会受

到阻碍； 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祈祷和传讲上帝的圣言， 于是他们告诉会众选出七个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的人来照顾有需要的寡妇们。使徒们在第 4节中说：“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我们由此看到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致力于祷告。 

 想一想使徒彼得到房顶上去祷告，那是他的习惯。他在接近正午时祷告，那么他们为什么

事祷告？他们祷告祈求上帝的旨意成就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中，也成就在别人的生命中，愿上帝

使人悔改归主，因为牧者们应当强烈渴望罪人的灵魂得救，从而使上帝的国度降临，罪人学会

遵行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名得到荣耀。 

 请看使徒保罗如何广泛地为众教会祷告。 他不仅自己私下献上个人的祷告。他不仅请别人

为他祷告，他自己也广泛地为众教会祷告。当你读他所写的书信时，必定会看到他多么频繁地

祷告，对此一定有深刻的印象。《哥林多前书》第 1章 4-5节中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上帝，

因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腓立比书》第 1章 4节中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

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地祈求。”《腓立比书》第 1章 9节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

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保罗是在祷告祈求上帝让他们的爱心增长。他是在祷告

祈求上帝使他们遵行上帝的旨意。 

 《歌罗西书》第 1 章 9 节中也记录了同样的话：“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 愿你们在

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 1章 11节说：“我们

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上帝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

一切因信心所作的功夫。”他是在祷告祈求上帝使帖撒罗尼迦的这些基督徒忠于上帝， 所以他

是在祷告祈求上帝的国度得到拓展，人们学会遵行上帝的旨意。 上帝所有的儿女都应当献上这

个祷告： “主啊，求你教导百姓遵行你的旨意。 求你教导我遵行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行在地

上如同行在天上。”谢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