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化 (2020 教會年題)
教會使命宣言：
「建立一群充滿信、望、愛的聖潔新一代，倚靠聖靈的能力，影響世界，嬴得萬民。」

小組指引
日期：2020 年 3 月 1 日(日)
主題：轉化生命的禱告

講員：郭偉傑牧師

本月經文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馬太福音 6:33

主題目標
從主禱文學禱告。

主題經文
「9 所以你們要這樣禱告：我們在諸天上的父，願祢的名被尊為聖，10 願祢的國來臨，願祢的旨意行
在地如同於天，11 我們每日所需的食物，求祢今日賜給我們。12 赦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也赦免了
那些欠我們債的人。13 不叫我們陷入試探，但救我們脫離那惡者。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是祢的，
直到萬代，阿們！）14 因為你們若赦免人的過犯，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會赦免你們；15 但你們若不赦
免人，你們的父也不會赦免你們的過犯。」馬太福音 6:9-15 (講員翻譯)

神的話 (Word)
講道大綱
(一) 引言：預苦期開始了，您開始了未？（靈修默想、禁食禱告、克己分享）
11/1/2020 轉化—以神為首，勝過試探（太 4:1-11）
8/2/2020 轉化—一切為耶穌（太6:1-4、5-8、16-18）
1/3/2020 轉化生命的禱告（太 6:9-15）
您懂得怎樣禱告嗎？
還記得假冒為善的人和外邦人的禱告出了甚麼問題呢？（太6:5-8）
⚫

假冒為善的人禱告是做比人睇，為要證明自己敬虔！

⚫

外邦人的禱告是積功德，是用某種手段逼上帝就範！

耶穌怎樣教導門徒禱告呢？
(二) 內容：轉化生命的禱告（太 6:9-15）
馬太福音 6:9-15（講員直譯）
9 所以你們要這樣禱告：我們在諸天上的父，願祢的名被尊為聖，
10 願祢的國來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如同於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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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們每日所需的食物，求祢今日賜給我們。
12 赦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也赦免了那些欠我們債的人。
13 不叫我們陷入試探，但救我們脫離那惡者。（因為，國度、權柄、榮耀是祢的，直到萬代，
阿們！）
14 因為你們若赦免人的過犯，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會赦免你們；
15 但你們若不赦免人，你們的父也不會赦免你們的過犯。
⚫

主禱文＝主耶穌教導門徒的禱文（不是咒語或誦經，而是範本）

⚫

你們要這樣禱告（命令語氣）

1)

我們在諸天上的父 要認清我們禱告的對象

2)

3)

⚫

諸天（眾數）＝無所不在的超越性

⚫

我們的父＝革命性的關係

願祢的名被尊為聖 禱告是將神放在第一位
⚫

名＝（在希伯來文）名字等如一個人的本質、特徵和人格

⚫

聖＝分別為聖＝分別出來，給予一個獨特的地位

⚫

例子：見大人物的心情

願祢的國來臨 禱告是由神管治和話事
⚫

4)

5)

神國／天國觀＝由神統治的範圍＝神的旨意成就之處

願祢的旨意行在地如同於天 禱告是願神的旨意成全
⚫

尋求神的旨意＋分辨神的旨意＋相信神的旨意

⚫

例子：Peace & Peace 的禱告

我們每日所需的食物，求祢今日賜給我們 禱告是謙卑地承認自己不足及不能，需要神的供
應及幫助（完全地倚靠）

6)

⚫

日用＝跟著的一天；賜給＝繼續賜給

⚫

以色列在曠野 40 年，神每天早上供應嗎哪給他們吃！

⚫

例子：日薪、放無薪假、失業、無生意；教會也面對經濟壓力

赦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也赦免了那些欠我們債的人 禱告是承認自己是蒙恩的罪人，也需
要饒恕別人（路 18:9-14）
⚫

債＝罪債／罪惡；過犯＝偏差／箭不中紅心

⚫

為甚麼我們是蒙恩的罪人，就要饒恕別人？（太 18:21-35）

⚫

為甚麼馬太福音 6:14-15 要再重覆？

馬太福音 6:14-15
因為你們若赦免人的過犯，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會赦免你們；但你們若不赦免人，你們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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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會赦免你們的過犯。
7)

8)

不叫我們陷入試探，但救我們脫離那惡者 魔鬼天天找機會攻擊我們，禱告是求神保護我們
⚫

試探＝魔鬼引誘人犯罪，目的是要偷竊、殺害、毀壞（約 10:10）

⚫

亞蘭王派兵捉拿以利沙，神派滿山火車火馬保護他（王下 6:17）

⚫

例子：聖靈所賜的全副軍裝（弗 6:10-18）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是祢的，直到萬代，阿們 禱告是讚美及宣告神的統治、大能及榮
耀（以神為中心的禱告）
⚫

本句是後加的，早期的抄本皆無此句；為何要後加？

⚫

阿們＝是的＝真心真意，誠心所願，絕無虛假

(三) 總結：聽完今日的信息，您會有甚麼改變呢？
假冒為善的人禱告是做比人睇，為要證明自己敬虔！
外邦人的禱告是積功德，是用某種手段逼上帝就範！
耶穌教導的禱告，是以神為中心的禱告，是轉化生命的禱告！
1) 要認清我們禱告的對象
2) 禱告是將神放在第一位
3) 禱告是由神管治和話事
4) 禱告是願神的旨意成全
5) 禱告是承認我們需要神的幫助
6) 禱告是承認我們是蒙恩的罪人
7) 禱告是承認我們需要神的保護
8) 禱告是以神為中心的
禱告不是神不知道，而是我們不知道；
禱告不是要神聽我們，而是我們要聽神；
禱告不是改變神心意，而是我們要跟從神的旨意。
(四) 回應：《主禱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rdyOZjDXm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組分享 (隨意挑選以下問題，以配合小組使用。)
1.

您識背主禱文嗎？為甚麼主耶穌要教門徒禱告呢？（因為假冒為善的人及外邦人的禱告態度有問
題，所以耶穌要調整門徒的禱告）

2.

您知道主禱文中每一句禱文的意思嗎？（a.我們在天上的父—要認清我們禱告的對象；b.願人都
尊你的名為聖—禱告是將神放在第一位；c.願你的國降臨—禱告是由神管治和話事；d.願你的旨
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禱告是願神的旨意成全；e.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禱告
是承認我們需要神的幫助；f.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禱告是承認我們是蒙恩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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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禱告是承認我們需要神的保護；h.因為國度、權柄、榮
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禱告是以神為中心的）可參講道筆記或錄音。
3.

耶穌教導的禱告，是以神為中心的禱告，是轉化生命的禱告！主禱文中那一句或那一個態度最令
您深刻或給您最大提示？

4.

您現在最想或最需要向神禱告甚麼？

5.

總結：預苦期會在 26/2（三）開始，禁食禱告是其中一環，我們可以按著主禱文的次序，每日
向神禱告親近神。

6.

請帶領者一句一句讀出主禱告文，然後給組員們空間禱告（a.我們在天上的父—認清我們禱告的
對象；b.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將神放在第一位；c.願你的國降臨—請神管治和話事；d.願你的
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願神的旨意成全；e.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承認我們
需要神的幫助；f.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承認我們是蒙恩的罪人；g.不叫我們遇見
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承認我們需要神的保護；h.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
遠。阿們—讚美神，宣告神為中心）

神國異象 (Work)
親愛的職青組員們：
2019 年將快結束啦！今年實在難過，但無論如何都會過。今年教會主題是「連結」(Connect)，
唔知我們是 Connect 左，還是 Disconnect 左呢？但無論如何，都要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
著標竿直跑！(腓 3:13-14)2020 年教會的主題是「轉化」(Be Transformed)，主題經这是羅馬書
12:2；就讓我們在這個時間為 2019 年作一個總結，又為 2020 年定立目標吧！
願神大大賜福大家！
主內郭牧

職青家事分享
1.

預苦期(26/2-11/4)：已經開始！大家是否參與「Lent2020 生命旅程」的 a)靈修默想、b)
禁食禱告和 c)克己分享？教會還有少量預苦期日曆及立志咭，可自由索取。鼓勵大家透過日
曆上的 QR Code 繼續天天靈修親近主，也可彼此鼓勵跟從神。

2.

由於香港疫情嚴峻，進入校園請量度體溫、消毒雙手、配帶口罩及本周起需填寫健康申報表；
學校課室及家教室仍然暫停給小組借用；另外，如兄姊 14 天內曾到內地，或最近曾與到訪
內地的親友有緊密接觸(例：同住或進食等)，請自行隔離 14 天，並鼓勵留家參與崇拜直播，
青少年崇拜將改往 iCafe 進行，而職青崇拜、兒童崇拜、幼兒崇拜及寶貝組暫停至另行通知，
不便之處，敬請見諒。亦請大家繼續為香港及國內的疫情禱告，求主止住，並賜平安。

3.

教會現有少量口罩可分給教會內有需要的長者、會友及會友的家人朋友，如長者們有需要可
聯絡長者組組長，而其他有需要之會友亦可聯絡行政同工登記及索取。每人每周可索取 7
個口罩。另外，教會有少量消毒潔手啫喱及漂白水，如有需要的會友可自備容器，於崇拜結
束後到大堂防疫站登記，每人每周可添加 30 毫升(啫喱)及 300 毫升(漂白水)。教會亦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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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的需要（長者、診所、老人院等）。兄姊們如有餘的口罩或防疫物資可奉獻給教會，所
得之物資將提供給教會內有需要的長者或社區服務，交回大堂防疫站或行政同工即可。如特
別想奉獻給社區，可在物資上特別指明「奉獻社區」。謝謝大家。
4.

由於肺炎疫情嚴峻，預計未能在短期內轉緩，原定於 3 月 14 日至 22 日連續兩周的宣教崇
拜，將延期至 7 月首兩周(4-12/7)。請會眾留意並為有關之安排代禱。

職青代禱事項
1.

潘佩君的父親：於 12/2 釋懷主安，安息禮拜定於 12/3 中午 12:00 在沙田大圍寶福記念館
進行，求主安慰佩君及其家人。

2.

魏珊珊姊妹：日前已經康復出院，感謝大家的代禱！

3.

謝穎茵姊妹的爸爸：求主保守他尚餘三次化療，求主幫助見成效，也保守他有好的身體狀態
和免去副作用的影響！。

下周主日崇拜講題
十架路

張德明牧師

教會網頁：教會消息、講道錄音

www.aogtai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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