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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定向、意向 

（一）方向：盡心 -- 神國降臨
 (太六9-13, 33) 



方向、定向、意向、力向 

• 可 12:29  耶穌回答說：「第一要緊的就是
說：『以色列啊，你要聽，主我們神是獨
一的主。  

• 可 12:30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
主你的神。』  

• 可 12:31  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
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  



方向、定向、意向、力向 

• 可 12:30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
主你的神。』  

• 一. 方向：盡心 – 神國降臨 

• 二. 定向：盡性 – 像基督 

• 三. 意向：盡意 – 聖靈能力 

• 四. 力向：盡力 – 彼此互相 



登山寶訓的教示(太6:33) 

6:33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 

地上的東西神會按時供應 

（一）方向：盡心 -- 神國降臨               
(太六9-13, 33) 



異象引進使命的行動，
我們在調整視野時，必
須先從主的眼光來著手。 

（一）方向：盡心 -- 神國降臨               
(太六9-13, 33) 



教會生命的階段 

夢想 

結構 

目標 

信念 

事工 

停止 

懷緬 

質疑 

極化 



群體成長階段 

1. 初形 

2. 現實 

3. 起色 

4. 管理 

5.   增長（新願景） 

6. 停滯 

7. 衰退 



更新的契機 

最佳起步 

安逸範圍 

過早 過遲 



 群體成長的策略進展 

B 



量的增長                 Quantity Growth 

 出席率                Attendance 

 建築物                Building 

 奉献金                Cash 

 

質的增長                 Quality Growth 

 門徒訓練               Discipleship 

 領袖培訓               Equip leaders 

      國外差傳              Foreign Mission 

 
 

 

                             

教會量與質的增長 



 

結構的增長             Structural Growth 

       目標取向             Goal oriented 

       高度有效             Highly effective 

       互相倚存             Interdependence 
 

 

植堂的增長          Planting Growth 

         聯合資源               Joint resource 

         關鍵團隊               Key team 

         啟航策略               Launching strategy 

 

 

                             



*   華人教會包括來自中國、台灣、東南亞及歐美的教會傳統 

加國華人教會 

萬花筒 

  以上的各種元素可因應不同的教會，有不同的比例流程 



異象引進使命的行動，我們在
調整視野時，必須先從主的眼
光來著手。 

今天以主禱文作為主要經文，
來探討有關教會及信徒生活的
面面觀。 

（一）方向：盡心 -- 神國降臨               
(太六9-13, 33) 



主禱文 

太 6:9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
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6:10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
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6:11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6:12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6:13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
惡（或作：脫離惡者）。因為國度、權
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主禱文的結構 

      榮      神      益      人 

神名為聖    父 子   肉身需要 

神國降臨    王 民   心理需要 

神旨成全    主 僕   靈性需要 



「我們在天上的父」:  
「我們」是有個人性的: 神在我們
生命中的位置是首要的。   

「天上」是有超越性的: 神是在天
上統管著一切的主。 

「父」是有親切性的: 神是每時每
刻看顧著我們的 

神的名在全地要尊為聖 (9) 



「願人」就是普天下的人們，神
不願一人沈淪，惟願萬人得救。 

「神的名」就是稱祂為全能的主 
(Elohim)及立約的神 ( Yahweh)。 

「為聖」就是分別為獨一的神 (賽
四十四9-17)。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10) 

• 人的國會敗落，但神的國卻是永遠長
存的。 

• 神國信息是主耶穌基督傳道的中心
（路四43，使一3）： 

• 既是現在的，亦是將來的； 

• 既是屬靈的永世國度(詩一四五13；提
前一17)，又是屬地的(啟廿3-5)。 



降臨: 

• 現今是藉福音廣傳、人心悔改、信
徒尊主為大而實現人間，將來當主
再來時，祂要在地上設立祂的國度。 

• 我們的祈求: 福音廣傳，信徒成聖、
基督再來。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
行在天上 

•神的全能旨意在歷史中彰顯出來 

• 萬人得救，不願一人沈淪 (彼後三9；
提前二4) 

• 福音傳遍地上，基督始再來 (可十
六15) 



神的旨意 
• 神的旨意安定在天，然而卻定意人
要盡責去完成祂的旨意 

•神的主權    

•人的責任 



以弗所書保羅的禱告：                  
真知道祂(弗1:17) 

1: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
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
你們真知道他 



3. 合一的禱告 (一15-23) 

真知道祂 (15-17) 
  

  

 



保羅書信的總綱領 

生命 

教義 

你是誰?(徒廿二8) 

深知 

所是 Being 

本 

身份 

生活 

教導 

當作甚麼?(廿二10) 

力行 

所作 Doing 

末 

本份 

 



以弗所書 – 教會合一 
1    合    一 的   真    理        3  4 合  一  的  生  活       6 

  

合一的計劃         合一的子民 
   1:1-23                  2:1-3:22  

基 礎   禱 告         作 為     禱  告       
1:1-14     1:15-23                      2:1- 3:13       3:14-22 

1.聖父    1.真知               1.十字架    1.心裡 
   揀選  道祂                 兩下合一      剛強 
    (3-6)      (15-17)                      (2:1-2)         (3:10-16) 
 

2.聖子    2知道                2外邦人     2愛心有 
  救贖     指望                 與猶太人     根有基 
    (7-12)         (18)                           同為後嗣     (3:17-19) 

                                               (3:1-13) 
 

3.聖靈   3知道                                3祝願 
   印記  大能                                 (3:20-22)    

    (13-14)         (19-23) 



3. 合一的禱告 (一15-23) 

真知道祂 (15-17) 
  

知道神的指望 (18) 

  

知道神的大能 (19-23) 

 



討論問題: 

• 我們人生及教會的優先次序是什麼呢? 

• 如何具體讓父神的名為聖、神的國得
以降臨、神的旨意得以成就呢？ 

• 我們個人及教會整體怎樣可以達到 “真
知道祂”的層次呢？ 



討論問題: 

• 你所關注的是什麼呢？哪一些是你生
命的優先呢？你的人生定向何在？ 

•  教會的首要是什麼呢？我們的異象是
什麼？ 

• 我們如何從異象轉化為使命，感動產
生出行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