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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作為國民禱告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國度是王統治的地方。達拉斯·魏樂德將國度描述為「神在行走。」 
耶穌的教導很大一部分在講祂的國度——定義國度、描述國度、說明國
度的寓言。神之國度的子民在我們生活、工作、玩耍和敬拜的時候與祂
一同參與——但是我們真的參與了嗎？人們能否看到我們宣道會教堂
和宣道會會員和耶穌國王結伴實行祂的旨意？願我們共同的禱告能釋
放神的國度和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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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8 日

 天禱告



我們是否有國度意識？ 馬太福音	13

達拉斯·魏樂德説：「沒有事先正確看待國度，便無法正確看待人生或教堂。」有國度意識是首要優
先事項。對耶穌來説，國度是優先考慮的事。祂在第一次佈道（馬克福音 1:14-15）中提到國度，祂時
常宣傳國度（路加福音 8:1），祂在行走在地的最後 40 天裡談論國度（使徒行傳 1:3），祂教導門徒祈
禱國度（馬太福音 6:9-10），祂宣告國度（馬太福音 10:7）並追尋國度（馬太福音 6:33）。

也許在西方關於國度的理念中、在民主治理觀點中、在對教堂和國度關係的誤解中或我們的神學
概念中丟失了國度的優先地位。

在馬太福音 13 中，耶穌講述的七則寓言均與國度有關。在這些寓言中，耶穌說將國度的「秘密」賜
予屬於國度的人。有國度意識意味著我們要了解秘密、追求對這些秘密的深入理解以及作為國民
如何實踐秘密。

問題是「我們是否有國度意識？」答案在我們的生活方式中。通過馬太福音 13 中的「秘密」可以揭
示國度生活方式的特點。有國度意識的人會結出果實、生活與眾不同、作為化身而活、時常有轉
變、逆主流文化行動、持續追求、奉獻自己。

思考禱告

敬我們的國王：

我們感激體會到從黑暗王國中被救贖出來並成為祢的國度的子民所帶來的巨大喜悅。
我們感激成為被賜予國度秘密的一員。

主，我們請求祢讓我們妥善保管國度的秘密，去先尋求、珍視並充分理解祢的國度。 
作為祢的國度在這個世界上的使節，我們祈求有一雙能看到敞開大門的眼睛， 
並有勇氣向所有國家宣揚天國的福音。阿門。

第 09 日 天禱告



通過宣道會宣教建立國度	 路加福音	10:17-21

當我閱讀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追尋他們的主旨時，有一條引起我注意的主線，那就是歡喜的主
線。我們曾有一名烏拉圭的朋友，受到他愛書的影響，認為基督不會笑。我的丈夫和他深入地討論
了這一觀點，但是我對他無喜悅耶穌的印象感到震驚。

我們在福音中看到的形象恰恰是相反的。我們看到一個充滿快樂的人，一個充滿歡喜和祝福的
人。在如今的路加福音 10:17-21 经文中，耶稣派門徒去傳教，他們回來後為奉耶穌之名傳導而感到
歡喜。我們可以從中解讀出很多內容，但吸引我注意力的是耶穌在路加福音 10:21 中的回答：「耶
穌被聖靈感動而歡樂。」

當我讀到這段時，我感受到耶穌因和祂的子民結成聯繫而歡喜，因讓祂的子能夠完成祂創造子民
時給予的工作而歡喜。向「小孩」啟示國度之事讓聖父、聖子和聖靈感到歡喜。耶穌因祂的朋友在
祂眼前實現了國度而滿懷欣喜。

與你們結伴給耶穌帶來莫大的歡樂。

我也相信基督有著最棒的笑容。

思考禱告

願我們再次體驗到上帝在行走中的奇跡。願我們感受到耶穌的歡喜籠罩著我們，無論
身處何處都能實現國度。願我們因救贖而充滿「不可言喻的榮耀喜樂」（彼得前書 1:8 ）。 
願我們在祢面前充滿喜樂（詩篇 16:11）。願我們的內心充滿祢的喜樂（約翰福音 17:13）。 
願我們在歡喜中出走（以賽亞書 55:12）。感謝祢的歡喜籠罩著我們。阿門。

第 10 日 天禱告



國因建立教堂而到來		 路加福音	17:20-21

我的妻子總是説：「你什麼都注意得到。」她這麼說的時候有時帶點欽佩，有時帶點惱怒。我善於觀
察，如果我沒有做牧師的話，我想我可能會成為一名給街區帶來正義的勇敢偵探。我喜歡描述和
分類我的周遭事物。這种個性給我帶來了一定的好處，但大多數時候必須有節制地使用。我通過
觀察和分類來掌控我所處的環境。

在路加福音 17 中法利賽人帶著顯而易見的目的接近耶穌並問祂神國何時到來。其實他們想要的
是掌控。而耶穌能洞察他們內心的沉思，正如祂經常在這類交流中所做的那樣，祂回答到「神國的
到來不是眼所能見的，人也不得說，『看啊，在這裡！ 』、『看啊，在那裡！ 』因為神國就在你們的心
裡。」（路加福音 17:20-21）。

換句話説，無法透過文化、信仰或權力結構來觀察到神國。神國無法公式化，也無法被控制。 
神國可以通過王的存在被觀察到。

我相信建立教堂可以改變城市。然而，那些試圖獲得他們自己的國或控制城市的教堂將會失敗。
尋求、追逐王的存在的教堂將會盛行。

思考禱告

親愛的王：

我們渴望祢成為中心，來到我們中間。 
我們為偏離中心而懺悔。 
我們請求祢的降臨，成為矛尖。 
我們為以自身之名做引導而懺悔。 
我們請求祢的掌控，追隨祢的道路。 
我們為想要控制和走自己的路而懺悔。 
我們呼喚祢的降臨。 
我們呼喚祢的領導。 
我們呼喚祢，我們的牧人。 
請來到我們中間，和我們在一起。阿門。

第 11 日 天禱告



跨越多元的國	 約翰福音	13:31-38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彼此相愛，眾人
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約翰福音 13:34-35

在黑暗開始時，耶穌為門徒洗腳，然後預言了猶大會在上面房間背叛祂。然後耶穌講述了祂離開
去十字架的事，並預言了彼得的拒絕。在這段對話中，耶穌告訴他們「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
樣愛彼此。」

第一眼，我以為耶穌知道祂的門徒在祂離開後會需要彼此——所以不要去爭鬥或指責，要彼此相愛。 
但，在彼此相愛之間還有一句「我怎樣愛你們。」這並不只是要效法耶穌為世界犧牲的大愛； 
我們還需要接受祂的愛，充滿祂的愛。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彼此相愛。

這條命令有什麼目的呢？目的就在於世界將會知道我們是耶穌的追隨者。我們呼喚神國到來的同
時，如今還通過彼此相愛來遵守祂的統治。耶穌作為天父和罪人之間的橋樑來到我們身邊，這不
僅僅是為了一群人，而是為了所有人。

思考禱告

「教導我以平靜的內心和堅信你將統治一切的意念來面對我所遭遇的所有事。」 
——伊麗莎白·埃利奧特

耶穌基督：

感謝祢愛我。請繼續賜予我祢的愛，讓我也能愛他人。請教導我如何在社群中建立橋
樑，效法祢的國度。請幫助我思考如果我不打破自己的敵意和分裂之墻，眾人將如何看
到我追隨祢這件事。請鼓勵我與不同信仰和民族的人共同進餐。主，感謝祢。阿門。

第 12 日 天禱告



透過健康教堂來臨的國度	 馬太福音	5:13-16

神國建立在耶穌活石（彼得前書 2:4）以及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以弗所書 2:20）。神用信徒、活石建
立祂的國，從過去、到未來再直至永恆（彼得前書 2:5），而這靈宮在不斷發展壯大（使徒行傳 13:49）。

國依靠神賜予的新心臟、天性和精神價值體系（約翰福音 1:12）。我們的身份成為祂的（加拉太書 

4:19）。國由神建立、用神聖的活物建立、用祂所選的活石建立。基督徒獨特的生活方式來自於聖
靈對心靈的偉大改造（馬太福音 5:3-10）。這個改造是耶穌基督在我們裡面活著的結果（加拉太書
2:20）。這是祂的態度、想法和行動，因為聖靈降臨在人身體裡本身就是一個奇跡（路加福音 1:35）。

在馬太福音 5:13-16 中，我們是這個世界的“鹽”和“光”！ 這從何說起？沒有我內裡耶穌基督的生
命和影響，我的生命將無法承受任何結果和影響！ 上帝正在建立祂的國，從永恆的過去，到現在， 
再到永恆；祂用基督的身體建立國，基督就是這具身體的頭（以弗所書 5:23）。

思考禱告

根據羅馬書 11:33-36 禱告「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 祂的判斷何其難測，祂的蹤
跡何其難尋！ 誰知道主的心？誰做過祂的謀士？誰是先給了祂，使祂後來償還呢？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依靠祂、歸於祂。願榮耀歸給祂，直到永遠。阿門。」

第 13 日 天禱告



國度透過對地球的關懷降臨		 羅馬書	8:19-23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這是我在讀羅馬書 8:19-23 時想到的。期待和憧憬在現在和我們希望的未來之間形成了可以察覺
到的張力，而這將成為：神國的來臨。

顯而易見，保羅將受造之物的期待和人類的命運交織在一起。受造之物等待「從敗壞的轄製中」解
放，而人類等待收養和贖罪。事實上，受造之物的解放依靠人類的贖罪；受造之物盼著「神眾子顯
現」，這樣他們才能「得享神眾子的自由和榮耀。」國度的生活讓整句話都有了意義。

保羅提醒我們，當人犯罪時，受造之物受難。在《創世紀 1》中，受造之物受制於人，人的使命就是統
治和照料受造之物。當人類迅速背叛主和這項使命時，受造之物開始受難，等待能反映神和神的
統治之人的贖罪。

在我們的贖罪中，我們成為我們最初被創造出來的樣子：神國的參與者，統治和照料受造之物。 
要通過照料地球參與神國，我們就必須致力於按照神為我們設計的方式讓我們的生活圍繞神的
受造之物而轉——祂怎樣統治、照料，我們就怎樣統治、照料，這樣我們才能造福所有生命。

思考禱告

造物主：

首先我們感謝祢通過耶穌基督賜予的生命禮物。當我們思考這段經文時，我們要懺悔
在選擇於世間的生活方式時，我們沒有傳達祢形象。請原諒我們沒有愛我們的鄰居和
祢的受造之物。願聖靈宣判並指引我們形成新的生活習慣。請賜予我們服從國度統治
的力量。以聖父、聖子、聖靈之名祈禱，阿門。

第 14 日 天禱告



撰稿人簡介

伊利亞特·阿蓬特
伊利亞特·阿蓬特在波多黎各的基督教之家長大。他與黛布拉結婚了 32 年，他們有兩個女
兒，凱拉和齊亞，以及一個女婿，肯尼·特蘭。伊利亞特喜歡閲讀和建造，在宣道會西班牙東
區懷著感激事奉主。

西爾維亞·貝內特
西爾維亞·貝內特是一位富有愛心的妻子、女兒、姐妹和朋友。她還是一名美國陸軍牧師和
至高神忠誠的孩子！

梅卡·坎貝爾
梅卡·坎貝爾出生於西北太平洋地區，成年後在肯塔基州生活和工作。她目前在俄亥俄河谷
區擔任神職/負責祝聖儀式、領導力培訓/温室協調員。她由宣道會祝聖成為牧師，與她的丈
夫一起主持肯塔基州喬治敦市的一家小教會。

 天禱告



查爾斯·查普曼
查爾斯·查普曼是宣道會宣教部的候選人發展專家，他與國際勞工候選人聯繫，幫助他
們為獲得長期服務機會做好準備。查爾斯和他的妻子利茲、孩子茱莉亞（12 歲）和馬庫斯

（9 歲）一起住在俄亥俄州哥倫布市西的西邊。

凱撒（查沃）查韋斯
凱撒（查沃）查韋斯在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出生並長大。他曾在美國陸軍駐伊拉克步兵中服
役。他有堪薩斯州立大學哲學學士和阿斯伯裡神學院跨文化研究碩士的學位。他目前在
科羅拉多州奧羅拉市希望教會（C&MA）擔任副牧師。

葛蕾絲·錢
葛蕾絲·錢在紐約長大，是第二代韓裔美國人，她畢業於宣道會神學院，獲得宣教神學碩
士的學位，目前在宣道會美國辦事處擔任教會發展協調員。她嫁給了喬納森。

卡特琳娜·庫克
卡特琳娜·庫克是一名深入參與教會活動的保險員。她領導其所在教會的主日學事工部、
婦女事工和外聯項目。

本·道格拉斯
本·道格拉斯是俄亥俄州哥倫布西部信仰社區教會的主牧師。

賈斯汀·杜布索
賈斯汀·杜布索是德克薩斯州貝敦宣道會聖經教會的主牧師。他還是美國陸軍預備役的
一名指揮官（少校），擔任第七屆心理行動小組（POG）的牧師。自 2005 年以來他成為了
阿拉納的丈夫，他們有五個可愛的孩子。賈斯丁有組織領導的博士學位，熱衷於培養神的
子民，讓他們去動員、訓練現在和未來的國的領袖。

撰稿人簡介撰稿人簡介



撰稿人簡介撰稿人簡介

保羅·加西亞
保羅·加西亞是一名海軍牧師，在弗吉尼亞州匡提科海軍陸戰隊軍官候補學校工作。 
他已來宣道會 13 年了。他和他的妻子希瑟結婚 20 年了；他們有四個男孩，伊薩克、瑞蘭、
朱德和利亞姆。

達雷亞·哈斯蒂
達雷亞·哈斯蒂是新澤西州查塔姆市長山教堂的家庭施工部長，過去十年她都在此工作。
她有一顆團結人們、下一代和社區的心。達雷亞喜歡和她的丈夫以及兩個十幾歲的孩子
一起度過時間。

傑瑞·亨德森
傑瑞·亨德森上尉目前是新墨西哥州霍洛曼空軍基地的現役美國空軍牧師。傑瑞和他的
妻子喬安娜在基督教部工作了 15 年多，共同有六名孩子。

大衞和蒂·金斯
大衞和蒂·金斯事工於 C&MA 已有40年。從學生事工、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校園事工、
曼谷的教會植堂、曼谷聖經神學院任教、在約克、賓夕法尼亞州做牧師、以及最終領導曼
谷福音教會工作人員 12 年，他們曾擔任過廣泛的職務。他們有六個孩子和七個孫兒，且
目前住在賓夕法尼亞州約克。

伊登·克拉恩
伊登·克拉恩是第二代苗族裔美國人基督教徒，生於密歇根。她有一間小商店，她製作的
服飾能宣傳禱告的喜悅和內心工作、精神發展重要性。伊登目前與她的丈夫和三個女兒
一起居住在喬治亞州。

克里斯塔·萊恩
克里斯塔 ·萊恩是一名一級中尉牧師，最近加入了美國空軍預備役，每年在西班牙
的 Moron ARB 服務 30 天以上。此前她與在西班牙和蒙古的海外家庭成員一起
在 Envision/CAMA 工作了 10 年。目前，她在印第安納州拉法耶特的阿里斯基督教協會
擔任牧師。



撰稿人簡介撰稿人簡介

蓋比·勞森
蓋比·勞森是一名現役空軍牧師（上校），目前駐紮在弗吉尼亞州蘭利-尤斯蒂斯聯合基地。
在此之前，蓋比在肯塔基州擔任了八年的宣道會牧師。他與他的妻子瑪麗還有他們的四個
孩子一起參加事工。

魯福斯·麥克道爾
魯福斯·麥克道爾是一名土生土長的佐治亞州格里芬人。他在美國陸軍服役了二十年， 
並獲得了自由大学浸信会神学院（弗吉尼亞州林奇堡）的牧師神學碩士學位，和路德·萊斯
神學院（喬治亞州亞特蘭大）的教牧博士學位。

萊斯·麥克馬漢
萊斯·麥克馬漢在畢業後的六年中一直擔任 LEAD 項目的同期負責人。他也是中部地區男
子事工的聯合主任，並兼任職業牧師和青年牧師。

傑夫·米勒
傑夫·米勒和他的妻子帕姆畢業於紐約的宣導會大學，並一起擔任了 37 年的神職。他目前
是俄亥俄河谷地區的主管。傑夫和帕姆居住在肯塔基州的萊辛頓，有兩名女兒。

貝蒂·莫雷洪
貝 蒂 · 莫 雷 洪 在 西 班 牙 東 區 擔 任 基 西 米 基 督 教 和 传 教 宣 道 會 的 基 西 米 监 督 员 

（Iglesia Alianza Cristiana y Misionera de Kissimmee）青年主任。

安妮塔·莫里森
安妮塔·莫里森是一名聖經教師和講師，在俄亥俄州楓樹崗的希望宣道會聖經教堂講學，
她的丈夫羅納德是該教堂的創始牧師和高級牧師。安妮塔主持禮拜，教授婦女聖經學習，
並且是教會課後項目的輔導站協調員。她擁有教育學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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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阮
清 阮 是 華 盛 頓 大 都 會 教 堂 的 高 級 牧 師，也 是 越 南 區 的 秘 書。他 和 他 的 妻 子 宣 蘭 

（Xuan-Lan）有三個孩子：凱勒布、雷貝卡和普里斯西拉。

亞倫·普法赫勒
自 2020 年 9 月以來，亞倫普法赫勒在俄亥俄州哥倫布的第一宣道會教堂擔任禮拜牧師
一職。他熱衷於引領人們誠實地接觸耶穌，激勵教會更多地參與進國的發展中。

布賴恩·斯科特
布賴恩·斯科特與蘇珊結婚 30 年了。他們居住在肯塔基州的萊辛頓，有兩個女兒：佩頓

（24 歲）和約旦（22 歲），一個兒子：布賴森（20 歲）。布賴恩在俄亥俄河谷區辦事處工作。

喬爾·史密斯
喬爾·史密斯是教堂建立者，在宣道會中擔任了 30 年的主牧師。他現在在國家辦事處工
作，擔任宣道會 EquippingU Max 和大都會區的主任牧師，同時在教會福祉部教導團隊主
管。喬爾還是 dalahcoaching.com 的創始人。

託德·蘇維納
託德·蘇維納在宣道會中由牧師和教授撫養長大。他曾在當地教堂服務了 16 年，又在中
部地區辦事處擔任了 16 年的教堂發展主任 。

斯賓塞·斯威廷
斯賓塞·斯威廷是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北斯普林斯宣道會教堂的主牧師。他與貝斯結婚，
是露西、喬西和艾瑪的父親。斯賓塞還是綠灣包裝工（NFL唯一公有球隊）的部分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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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拉·陶布
寇拉·陶佈是宣道會的國際工作人員，在烏拉圭蒙得維的亞工作。她與馬克結婚，是三個
孩子的母親。寇拉很高興她的工作包括教授英語、能和孩子們一起工作、建立人際關係和
幫助人們認識耶穌。她希望能看到人們一起踏上耶穌之路。

賈斯汀·索恩頓
賈斯汀·索恩頓是耶穌虔誠的兒子、安妮的丈夫、三個孩子（塞拉、安娜貝爾和 JD）的父親。 
賈斯汀花了 12 年建立教堂，然後成為了大湖區的發展主任。他還是《傳教士》（The Preacher）
的作者。

克里斯·維納
克里斯托弗·維納是佐治亞州托克阿瀑布大學的神學教授和基督教會學院的院長。他還
被宣道會任命為牧師。他一生摯愛運動和戶外活動，他喜歡與他的妻子和四個女兒分享
這些活動。

麗莎·沃格
麗莎·沃格是宣道會東北區培養弟子的祝聖專家，她平時在東北區和美國全境進行培訓、
咨詢、教育、演講和推動領導能力發展。麗莎最大的愛好就是鼓勵、教育教會領導人，讓他
們擴散國的影響。

萬達·沃爾伯恩
萬達 ·沃爾伯恩是紐約宣道會神學院的靈修副教授，也是大都會區婦女認證項目 

Empower 的負責人。萬達熱衷於訓練領袖來推動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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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恆（HANG	WONG）
黃恆在紐約市長大，在高中時被耶穌拯救。他在 C&MA working 的候選人招募和發
展辦公室任職，和希望加入宣道會工作的宣道會神學院學生們一同工作。他與凱西結
婚，有三個剛成年的孩子。

歌莉婭·楊
歌莉婭·楊是一名妻子、母親和小生意人，她一生踐行主的信實和治癒力量。她熱衷於
照顧孩子、寫作、禮拜和及時捕捉生活中的瞬間。歌莉婭希望通過她做的這些事來講
述神善的故事。

丹尼爾·澤杜
丹尼爾·澤杜在俄亥俄州哥倫布的一座埃塞俄比亞教會中擔任牧師。他和他的妻子切
麗有兩個兒子：西奧（19 歲）和艾約西（15 歲），一個女兒納奈特（9 歲）。丹尼爾和他的
家人於 2008 年來到美國為這座教堂服務。

 天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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