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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课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 

 

欢迎来学习关于祷告之美的这一系列课程中的第九课。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主祷文》

的结语。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祷告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这实际上并不是

一个祈求。这不是一个请求。这是一个宣告。这是结论。 我们在《马太福音》第 6章 13节中读

到：“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主耶稣教导我们这样结束我们的祷告。这个结论是对上帝的敬拜，荣耀了上帝。上帝必须

被高举。一切荣耀、赞美和敬拜都必须归给祂。那是我们生命的目的。那是我们存在的目的。

那也应当是我们祷告的目的，我们的祷告必须以荣耀上帝为结尾。 

 所以，主耶稣教导祂的门徒在上帝的威严、权能和荣耀面前要俯伏在尘土中。我们一无所

有。一切都在祂里面。荣耀不能归给我们。荣耀应当归给祂，那是所有学会了爱上帝之人的渴

望。他们盼望在自己的生命中看到上帝得荣耀。这是伟大的结语，是祷告看到的美好前景。主

耶稣这样做，仿佛是让祂的百姓插上翅膀，飞到上帝面前， 看到了上帝的伟大，看到祂的权能、

能力和威严是确定无疑的。在上帝里面，他们有多么大的安慰，最终将会有多么荣耀而丰富的

结局啊！ 

 他们已经祷告祈求愿他们所有的债都得到赦免。他们已经把自己每日的需要都摆在上帝面

前。他们已经乞求上帝救他们脱离一切凶恶， 现在，在最后，他们可以把眼光从自己身上挪开， 

不再看自己的需要，而是看看上帝是谁。他们可以定睛观看上帝的荣耀和美丽， 那必须是他们

的祷告的高潮，是他们祷告的结语。他们可能会赞叹祂的伟大。他们可能会因祂的大能而感到

惊奇。他们可能会因祂荣耀的国度和祂的尊荣而惊叹不已。 

 在这个祷告的开头，主耶稣教导我们在开始祷告时要这样称呼天上的上帝： “我们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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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父。” 那是关于上帝的荣耀的现实。祂在天上。祂在权能和威严中作王。现在，在这个祷告

结束时，主耶稣又回到了原点，以上帝是谁作为结尾。我们可以再次看到天上荣耀的上帝。你

的祷告可以从上帝的大能、荣耀和威严开始，并以此结束， 这样你就会知道祂的国度必定会降

临。这是确定无疑的事。 

 因为经上明确地说：“国度、权柄全是你的”；你有权能使罪人回转归向你，教导罪人遵

行你的旨意，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从而使你荣耀的名被尊为圣，得到荣耀。哦，《主祷文》

的这最后一部分是如此荣耀！它使我们确信我们所祷告祈求的这一切，都必定会实现。这是一

个事实，不是一个问题。 这是无需讨论的。这一个明明白白的事实：“国度是你的。” 

 你们知道，上帝是永远的大君王。现在，上帝把祂的国度交给祂的爱子治理。现在主耶稣

是永远的大君王，祂的国度将会是唯一的国度。别的一切国度，别的一切帝国都将灭亡，但祂

将治理万有，直到永远。所有人都必须俯伏在祂面前。主完全掌控一切。我们可以在祂里面得

享安息。我们可以在祂的信实、权能和荣耀里得享安息。我们可以说：“主啊，你是我的磐石，

我的藏身之所。我倚赖全能的上帝，祂将荣耀自己的名，祂将让自己的国降临，祂将引领我的

一生，让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益处，使祂自己得荣耀。” 

 因为上帝的国必定会降临，万膝要在祂面前跪拜， 万口都要承认祂是万主之主，很多人在

那日都要那样做，因为他们被迫顺服上帝。 在他们被定罪、永远被上帝离弃之前，他们首先不

得不承认祂是永远的上帝。这是荣耀的现实，这是主耶稣正在教导我们的：祂所教导我们的这

篇祷告，以展望上帝荣耀的国度作为结尾。 

 上帝的国度最终将会包括一个新天新地，那时天地将会联合在一起。那将会是一个持续到

永远的国度。那将会是一个没有败坏、没有惧怕、没有仇敌的国度。那将会是一个具有完全的

平安的国度，一个永远不会被破坏或征服的国度。上帝的国度将会击碎别的一切国度，但上帝

的国度将会永远坚立。即使祂的百姓在地上被杀死了，他们仍然将会与祂一起在荣耀中作王；

即使他们得享长寿，他们也要与祂一起在荣耀中作王。那是所有爱上帝之人最终的结局和目标。 

 这个国度是基督的国度。这个国度也有权柄，因为不仅“国度是你的”，而且“权柄也是

你的”。实际上，所存在的一切权柄，归根结底都是源自上帝的。就连魔鬼的权柄，人们所拥

有的各种作恶的权柄， 归根结底都是从上帝那里领受的，但他们滥用了自己的权柄，将会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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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刑罚。 

 但人要作恶，必须有来自上帝的权柄。现在，基督已经藉着打伤撒但的头彰显了上帝的权

能。那发生在十字架上，祂在那里胜过了黑暗之君。 现在，他正在藉着拯救那些处在魔鬼的捆

绑和奴役之下的人彰显祂的权能。祂正在救赎他们，所以祂正在使被掳的得释放，祂正在让祂

的国度降临。权能是上帝绝对必须具有的完美属性。 

上帝不仅有权柄制定律法，而且有权柄使人顺服祂的律法。祂发出命令，但祂也使人顺服。

祂藉着自己的权柄做成这事。罪恶的人永远不想听从上帝。 他们被基督的权能征服了， 现在那

权能正在吸引那些将要踢上帝、抵挡上帝的人， 但上帝征服了他们的不情愿。基督使他们在祂

掌权的日子非常愿意顺服（诗 110）。  

 基督用爱的纽带吸引他们。祂在使罪人回转的过程中将会领受来自上帝的权柄。撒但用来

捆绑他们的锁链断裂了。上帝的国度在人的灵魂中建立了起来。祂的权能保护祂的百姓，使他

们不致跌倒， 带领他们进入这个属天的国度。所以当我们向上帝祷告时，必须认识到上帝拥有

一切权柄， 并且上帝的权柄是于你有益的。 

 永恒的权柄是用来帮助你的。当你被主得着、归于祂的国度时，上帝的这个权柄就在你这

一边。祂可以保护你免受一切仇敌的伤害。祂能拯救你脱离一切困境。祂甚至能让祂的天使来

搭救你。祂能征服你里面的一切罪。在祂没有难成的事。祂能拯救到底，因为祂是全能、无所

不能、永恒的上帝。祂愿意施行拯救。 祂既有能力又愿意：祂有能力施行拯救，祂愿意施行拯

救。祂就是这样显明自己的：一位满有恩慈和怜悯的上帝。 

 祂既有能力也愿意为你提供一切眷顾，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要想到祂无所不能的大能。

祂是藉着祂无所不能的大能拯救失丧的罪人。 祂已经以美好的方式展现了这种大能。上帝怎么

可能成为人？那是藉着祂的爱子成为可能的。上帝差派祂的爱子到这个世上来， 让祂的爱子从

一个童贞女腹中出生，在我们当中出生和成长。祂舍弃了自己的生命，以之为罪的赎价，并藉

着祂无所不能的大能，胜过了死亡。祂从死里复活了。 

 祂藉着这无所不能的大能，还胜过了阴间。祂胜过了那恶者的权势。祂除去了祂百姓的罪

咎，然后同样藉着那无所不能的大能， 差派圣灵来把基督所成就的工作应用到人的灵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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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能改变人的生命。祂使他们变成新人，那唯独因着祂无所不能的大能才可能做到。没有什么

能改变罪人的心。唯有上帝的大能才能做到那一点。 

 你们知道，我们需要那曾创造天地的大能， 曾使死人从坟墓中复活的大能，来使罪人回转

归主。所以，上帝的圣灵也是藉着那无所不能的大能拯救百姓脱离他们的罪。祂使他们出黑暗

进入奇妙的光明之中。那是上帝无所不能的大能。上帝显明了祂的救恩。 

 现在当你祷告时，想一想上帝的大能。想一想祂无所不能的大能，祂愿意藉着这大能拯救

失丧的罪人。要信靠祂无所不能的大能。祂能拯救罪人脱离捆绑。祂能使罪人中的罪魁回转归

主。要信靠祂的大能。祂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多次彰显了祂的大能。 也许你在自己的生命中也认

识到了祂的大能。你知道祂用祂的大能拯救了你，克服了你生命中的困难；也许你又在看着那

些不可能的事， 你把这些不可能的事摆在上帝面前，不知道这些难题如何能够在你的生命中得

到解决。你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 但要记得，祂能拯救到底，因为祂是无所不能的。  

 要记得圣经中记载的上帝的作为。要记得祂在你生命中已经成就的事。 要鼓起勇气。祈求

祂无所不能的大能来帮助你。那能带给你盼望和安慰， 即使当你觉得自己仍然处于上帝的救赎

性恩典之外时也是如此。你可能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生命中需要祂的救赎之工， 意识到你不能拯

救自己，你不能更新自己；但你所不能做到的事，祂能做到。祂是全能的上帝。所以，把你的

事情交托给祂。盼望祂无所不能的大能来帮助你。 

 要认识到主耶稣既有能力也愿意在你的生命中成就这救赎之工：“我所不能做到的事，你

能做到，因为你是无所不能的。”上帝的孩子自己没有任何能力，但你可以像胆怯、软弱的鸽

子那样来到上帝面前。你可以在耶稣大能的翅膀的荫下寻求庇护。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祂

具有无所不能的大能，我们是彻头彻尾的软弱。在属灵生命中，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上

帝的大能和我们自己的软弱。上帝教导我们要舍弃自己，信靠祂。 

 你们知道，你越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就会越唯独信靠上帝。你会大胆地信靠祂的大

能。当船长看见自己的船要破裂漏水时，他会找一个木匠来修理它。当你意识到自己很软弱时，

就会逃到上帝那里，在需要时靠祂的大能来帮助你。基督徒虽然是上帝的孩子，却常常仍然信

靠自己的能力， 以为自己可以处理这件事，忽视了寻求上帝的大能和恩典。你在大卫和彼得以

及其他人的生命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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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不要信靠自己的能力，而是要让自己信靠上帝的大能。你们知道，这是在荣耀上帝：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当我们看到了上帝荣耀的国度、认识到了祂的权能时，

这一切都会带领我们来荣耀上帝，因为上帝必须得到永恒的荣耀，这是因着许多理由。看见蜡

烛在狂风巨浪中仍然在燃烧，发出光芒，那难道不是很荣耀的事吗？ 

 蜡烛没有被吹灭，同样，软弱的人类四面受敌， 但仍然在上帝的怀抱中受到支持，保持坚

立，直到最后所有的仇敌都被打败了，这也是一件荣耀的事。 我们的软弱驱使我们来到上帝面

前， 因着祂的权能，可怜的、压伤的芦苇没有折断， 将残的灯火没有熄灭（赛 42:3）。 能够倚

靠上帝，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啊！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4:13）。上帝以这样的方

式得了荣耀。 

你在自己的整个生命中都看到了救恩。那不是因着你的缘故。一切都是因着祂对你的眷顾，

因着祂的恩典，因着祂的权能。 所以必须把荣耀唯独归给上帝。如前所述，那是上帝的一切作

为的目的。这目的就是荣耀上帝自己。祂行做万事都是为了祂自己的荣耀。那就是说，万有都

是藉着祂造的，都是为祂造的， 一切都是为了把至高的、无尽的赞美归给祂。所以主耶稣总是

增进上帝的荣耀。祂渴望上帝藉着祂在地上的生命得荣耀，那也必须是上帝所有百姓的目标。 

 祂说：“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因为上帝行做万事都是为了荣耀和高举祂自己的

名。祂拯救罪人是为了荣耀祂自己的名。祂向罪人彰显怜悯是为了祂的名得尊荣和敬拜，那是

所有祷告的最终目的：上帝得荣耀和尊崇， 因为上帝行做万事都是为了祂自己的荣耀。祂创造

天地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诗篇》第 19 篇 1 节说：“诸天诉说上帝的荣耀。”上帝成就救恩是

为了祂自己名的荣耀， 《以弗所书》第 1 章 5-6 节说： “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

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祂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想一想《诗篇》第 50 篇 15 节这节美好的经文： “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

你也要荣耀我。”上帝拯救、搭救你，为的是你会说上帝是良善的。赞美和敬拜都当归给祂。

所以，当上帝的百姓和仆人传讲祂的圣言时，上帝会支持他们，加给他们力量，帮助他们。祂

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祂自己的名。所以，祂拯救和搭救祂的百姓脱离一切患难，为的是让祂

自己的名得荣耀。 

 所以，当你祷告时，要以此为祷告的背景， 即一切最终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荣耀上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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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成为你个人的祷告：“主啊，求你在我的生命中荣耀你的名。”那么只要最终上帝能够得

荣耀，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就并不那么重要了。 

 那么即使在患病的日子，在艰难的日子， 也要祷告祈求上帝藉着你所经历的一切荣耀祂的

大名。求上帝施恩使你远离罪。求上帝施恩使你顺服上帝， 上帝藉着一切事物得荣耀，因为祂

配得一切的荣耀、赞美和敬拜。 

 你知道上帝藉着我们的感恩得荣耀。当我们承认上帝回应了我们的祷告时，上帝就得了荣

耀。我们应当为上帝赐下的诸般祝福而献上感恩，这是在荣耀上帝。 所以基督徒不仅应当祷告，

把祈求摆在上帝面前，而且应当记得向上帝感恩。 

 上帝每天都赐给我们那么多表明祂的怜悯和恩典的记号，这让我们有许多理由向祂献上感

恩，这都将荣耀祂的名。想一想上帝如何供应了你日用的饮食。想一想祂让阳光照耀，让雨露

降下。想一想祂如何把祂的圣言赐给你，让祂的圣言对你的心灵讲话。想一想关于永生的邀请，

祂如何向你显明了祂的赦罪之恩。 

 即使当你经历困境时，当上帝的孩子回顾过往时，想一想是谁使你昂首？是谁支持了你？

是谁托住了你？是谁赐给了你恩典？是上帝做了这一切。上帝常常藉着艰难的道路教导祂的百

姓丰富的属灵功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使患难也是化了妆的祝福， 因为它们更清楚地

向你显明了上帝是谁，上帝藉此荣耀了祂自己。 

 所以，我们蒙召要向上帝感恩。这是荣耀祂，但我们仍然常常忽视了这件事。人们得到了

祝福，他们很高兴，他们很开心，但那不等于感恩。那不等于把荣耀归给上帝。 例如，你们知

道有十个麻风病人来到主耶稣面前，主医治了他们所有人，《路加福音》第 17章 17节说：“洁

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 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上帝吗？”

那个外族人是个撒玛利亚人。 

 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 4章 6节中告诉我们：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藉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所以，圣经向我们阐明了感恩的必要性。为什么要感

恩？因为上帝藉此得荣耀。我们承认祂对我们是良善的。我们不能靠自己加增祂的丝毫荣耀， 

但祂愿意接受我们单纯的赞美， 愿意接受我们的感恩，认为祂自己藉此得了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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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感恩发自谦卑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配的心。要献上真正的感恩，你必须认识到自己

不配得到所领受的任何东西。这样的心必定会珍惜所领受的各样恩赐，感激那位伟大的施恩者

的爱， 与雅各一起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创 32:10）。 

 所以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具体地提到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是很重要的。上帝眷顾我们的

日常生活，每日赐给了我们很多祝福。我们可能曾经处在某些困难之中，上帝彻底搭救了我们。

不要忘记上帝对我们的这些搭救，而是要怀着感恩之心把它们陈明在上帝面前。 主赐给了我们

超过别的许多人的特权。我们要为此感谢上帝。祂眷顾大自然。祂托住天地。我们看到日月星

辰，必须为上帝手中的工作而敬拜祂。 

 上帝还赐下各样的季节，让青草在山上生长。上帝把食物赐给动物们。祂眷顾各种庄稼，

我们在《诗篇》第 65篇 9-11节中读到：“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上帝的河满了

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 其中

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所以，上帝因祂对大自

然的一切眷顾而得了荣耀。 

 当我们向上帝感恩时，必须记得是祂造了我们， 使我们成为有理性的受造物， 使我们有能

力认识上帝、爱上帝并以祂为乐。 这种能力已经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向上帝感恩，赞美上帝。

我们必须赞美祂，因为我们不像动物一样会灭亡， 我们领受了特权能够认识上帝、爱上帝、以

上帝为乐。 

 所以，我们向上帝献上感恩， 因为祂保守护卫我们，赐给了我们智力和悟性， 赐给了我们

能够发挥正常功用的身体， 从我们出生那天就眷顾我们。以赛亚说：“耶和华常怀抱我们。耶

和华看顾了我们。” 祂在我们所行的一切道路上都眷顾我们，尽管我们有各样的罪恶和不足。

我们没有把祂所当得的荣耀归给祂。我们要向上帝感恩，因祂眷顾我们，赐给我们健康，让我

们从疾病中痊愈。我们和死亡之间真的只有一步之遥，但上帝保守了我们的一生。 

 我们仍然可以在活人之地。主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

（诗 116:8）。所以，我们理当为这一切祝福感谢主。祂就像是看顾自己的羊的牧人，赐给我们

每天的饮食和滋养。主也许已经在我们每日的工作和我们的职业中祝福了我们。也许祂已经在

我们的专业能力方面赐给了我们力量和见识， 从而使我们手中的工作蒙福。主赐给我们家，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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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居住，主保守我们远离危险。 

 主也许已经藉着赐给我们儿女祝福了我们， 所以如果你继续思想主赐给我们的祝福， 很快

就会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把它们都数算出来。 我们所蒙的祝福太多了，在我们眼前堆积成山。实

际上，这座大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慈爱的记号。  

 然后如果我们认识到自己是谁，自己里面有什么，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另一座大山； 那是我

们的罪恶和缺点堆积成的山， 我们常常忽视了去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我们没有遵行上帝的旨

意，我们没有达到主的要求。 所以，尽管我们自己的罪恶过犯堆积成山， 却仍然看到上帝赐给

我们的祝福和慈爱也堆成了山，这是多么大的神迹啊！在这两座大山之间，我们看到了一座山

谷，那是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赐下的恩典。  

 尽管我们犯了各种罪，主耶稣却为我们赢得了这一切祝福。所以，一切荣耀、赞美和敬拜

都应当归给上帝。思想天堂的荣耀能够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那是我们无法完全测透的，因为

上帝在那里将会得到所有的荣耀，那里没有罪的瑕疵或玷污，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到永远。 这

是蒙福的想法：这个世界的历史到那时就结束了， 上帝将要因祂的一切作为而得荣耀。那将是

所有爱上帝之人的喜乐： 他们将永永远远因上帝丰富的恩典而赞美和荣耀上帝。 

 所以，你在今生献上的感恩和敬拜在将来的某一天将会变得完美： 那将是完美的敬拜，真

正无玷污、无瑕疵的敬拜。那时，上帝的整个教会都将在敬拜上帝时迸发出这样的赞美之声：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谢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