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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主禱文主禱文主禱文主禱文：：：： 

「「「「我們的天父我們的天父我們的天父我們的天父」」」」 

  

2759.「有一天，耶穌在一個地方祈禱，停止以後，祂的一個門徒對祂說：

『主，請教給我們祈禱，如同若翰教給了他的門徒一樣』」(路 11:1 )。

主答應這請求，就將這基督徒的基本祈禱傳授給祂的門徒及祂的教會。

聖路加的記載較短，只有五個祈求。聖瑪竇的記載較長，共七個祈求。

教會禮儀傳統一向採用聖瑪竇的版本。 

 

    

    我們的天父， 

    願祢的名受顯揚， 

    願祢的國來臨， 

    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 

    求祢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 

    求祢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 

    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 

   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2760.  很早的教會禮儀以光榮頌結束主禱文。在《十二宗徒訓言》中，有「權威與光榮永歸於祢，萬世常存」這一句；《宗徒訓誨錄》在全句之前又加上「萬國」一詞，成為今日合一祈禱採用的經文。東方拜占廷傳統，在「永歸於祢」之後加上「父、子、聖神」。《羅馬彌撒經書》則以明確的遠景發揮最後一祈求：「期待著永生的幸福」(鐸 2:13) 和救主耶穌的來臨，然後才是信眾歡呼，就是《宗徒訓誨錄》的光榮頌。  

 

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 

「全部福音的撮要全部福音的撮要全部福音的撮要全部福音的撮要」 

2761. 「主禱文確實是全部福音的撮要」。「主給了我們這篇經文之後，接著

說：『你們求，必要給你們』(路 11:9)。每人都可以向天主祈求各自的需

要，但常應以主禱文開始，因為它是祈禱的基礎」。  

一一一一、、、、聖經的中心聖經的中心聖經的中心聖經的中心  

2762. 聖奧思定先闡明聖詠給基督徒提供祈禱的主要養料，並與主禱文內的祈求

匯合，然後說：  「你們可以讀遍聖經中所有祈禱經文，我不相信你們能找到主禱文中所沒有的東西」。 

2763. 全部聖經 (包括法律書、先知書、聖詠集) 在基督內都實現了。福音就是這

「喜訊」。聖瑪竇福音的山中聖訓是首次宣講這「喜訊」的撮要。而主禱

文是這宣講的中心。在此 背景下，主所留給我們這禱文的各項祈求變得清

楚易明。  聖多瑪斯，《神學大全》：主禱文是諸禱文中最完美的。……我們在此禱文中不但祈求我們能正直無邪地所渴望的一切，且渴望的順序也很適當。可見主禱文不僅教我們祈求，也培育我們的情操。 

2764. 山中聖訓是生活之道，主禱文是祈禱。在這二者之中，上主的神以新的方

式推動我們內心的願望，這內在的推動，使我們的生活生氣勃勃。有關這

新生活，耶穌以祂的說話訓示我們，並教導我們以祈禱求取新生活。我們

在基督內的生活是否正直，全在於祈求的是否正當。  

二二二二、、、、主的禱文主的禱文主的禱文主的禱文  

2765. 傳統上所用的「主禱文」(Oratio Dominica)，意指主耶穌給我們教導和傳

授的、向在天之父的祈禱經文。祂親授的這篇祈禱文確是獨一無二的：它

是「主的」禱文。首先，禱文中的話是子受之於父而傳給我們的，所以，

主耶穌是我們祈禱的導師。另一方面，降生成人的聖言在其人性的內心深

知其人類兄弟姊妹的需要，並將這些啟示給我們，所以，祂是我們祈禱的

模範。  



2766. 然而，耶穌所傳授的不是一篇要我們機械地重複的禱詞。其實一切口禱，

都是聖神以天主聖言教導天主子女向他們的天父祈禱。耶穌不但授給我們

子女祈禱的用語，同時也賜給我們聖神；透過聖神，言語在我們身上就成

了「神和生命」(若 6:63)。抑有甚者，証實我們能作出子女的祈禱，是因

為父「派遣了祂兒子的聖神，在我們心裡喊說：『阿爸阿爸阿爸阿爸，父啊！』(迦

4:6)。我們的祈禱在天主前 說明我們內心的願望，仍然是「那位洞悉心靈

的」父，「祂知道聖神的意願是甚麼，因為祂是按照天主的旨意代聖徒轉

求」(羅 8:27)。向天父的祈禱是納入於聖子及聖神的奧秘使命中的。  

三三三三、、、、教會的祈禱教會的祈禱教會的祈禱教會的祈禱  

2767. 教會從起初就已接納並活出那密不可分的禮物，即天主聖言和在信友心中

賜予生命的聖神。初期的信友團體「每日三次」以主禱文祈禱，取代猶太

人祈禱慣用的「十八端祝福」。  

2768. 按照宗徒傳統，主禱文本質上紮根於禮儀祈禱中。  金口聖若望，《瑪竇福音講道集》：主教導我們一起為所有弟兄祈禱；祂沒有說「我的天父」，而說「我們的」天父。祂教我們一心一德為整個教會團體祈禱。 

在所有禮儀傳統中，主禱文都是日課主要時辰的構成部分。在入門聖事

中，主禱文的教會性質更特別突出： 

2769. 在聖洗聖洗聖洗聖洗和堅振堅振堅振堅振聖事中 ，主禱文的「授予」(traditio)，意味著領洗者再生而

獲得天主的生命。既然基督信友以天主聖言向天主訴說，那末「賴天主的

聖言而重生的人」(伯前 1:23)，就學習以天父必會垂允的唯一聖言呼求

祂。他們從此能夠這樣祈求，因為聖神傅油的印記，已不可磨滅地印在他

們的心上、耳上和嘴唇上，在他們身為天主子女的整個存有上。為此緣

故，教父詮解主禱文，大都是以慕道者及新信友為對象。教會誦唸主禱文

時，常是「重生」的天主子民在祈禱並獲得憐憫。  

2770. 在感恩祭感恩祭感恩祭感恩祭中，主禱文顯示為整個教會的祈禱，這顯出它圓滿的意義及效

能。它安置在感恩經及領聖體之間，一方面綜合呼求聖神禱詞所表達的一

切需要及轉求，另一方面，敲響天宴之門，而領聖體就是預先品嘗此盛

宴。  

2771. 主禱文在感恩祭中也顯示其祈求的末世性末世性末世性末世性。它是典型的「末期」禱文，也

是救恩時期的典型祈禱，這救恩的時期始於聖神降臨，並將於主的再臨時

完成。主禱文與舊約時代的祈禱不同，因為所祈求的一切是以已實現的救

贖奧跡為基礎，就是在死而復活的基督內，一次而永遠完成的救恩。  

2772. 從這樣堅定的信德中，湧出熱切的望德，而激起主禱文的七個祈求。這七

個祈求反映著現世的嘆息、忍耐與期待，因為在此時期，「我們將來如

何，還沒有顯明」(若一 3:2)。在感恩祭和主禱文中，我們都翹首以待，期

望著主的來臨，「的確，直到主的再來！」(格前 11:26)。  



撮要撮要撮要撮要 

2773. 回應門徒的要求 ──「主，教我們祈禱吧！」(路 11:1) ── 耶穌就傳授

他們「我們的天父」這篇基本的基督徒祈禱文。  

2774. 「主禱文確實是全部福音的撮要」，「諸禱文中最完美的」。它是聖經的

中心。  

2775. 這篇禱文被稱為「主禱文」，因為它來自我們祈禱的導師和模範──主耶

穌。  

2776. 主禱文是教會最卓越的祈禱，它是日課主要時辰、及基督徒入門聖事──

聖洗、堅振、感恩(聖體)聖事──的組成部分。它被納入於感恩祭內，顯

示出其各項祈求的「末世」特徵，對主的期盼，「直到祂再度來臨」(格前

11:26)。  

 

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 

「「「「我們的天父我們的天父我們的天父我們的天父」」」」 

一一一一、「、「、「、「滿懷信賴滿懷信賴滿懷信賴滿懷信賴，，，，敢到父前敢到父前敢到父前敢到父前」」」」  

2777. 在羅馬禮儀中，教會邀請參加感恩祭的信友，懷著子女信賴之心，祈求我

們的天父；東方諸禮使用並發展了類似的表達方式：「以完全的信賴膽

敢」，「求賜我們堪當」。在焚而不毀的荊棘前，梅瑟聽到命令：「不可

到這裡來！將你腳上的鞋脫下」(出 3:5)。天主聖德之門檻，只有耶穌能跨

越：祂「在滌除了罪惡之後」(希 1:3)，帶領我們到天父面前說：「看，我

和祢所賞給我的孩子們」(希 2:13)。  金言聖伯多祿，《講道集》：意識到自己身為奴僕的境況，本應使我們覺得該鑽入地下，身處的塵世也該化為塵埃，但我們天父的權威和祂聖子之神，催迫我們喊說：『 阿阿阿阿爸爸爸爸，父啊！』(羅 8:15)除非人心深處受到來自上天德能的推動，一個軟弱有死的人，何時才敢稱天主為父呢？ 

2778. 東西方的教會禮儀，都以一個典型基督徒的美麗詞語 (parrhesia)，來表達

聖神引領我們使用主禱文的此種德能。這詞的含意是：純樸而率直，子女

般的信賴，喜樂的信心，謙遜的大膽，深知被愛。  

二二二二、「、「、「、「父父父父！」！」！」！」  

2779. 「父」是主禱文首先發出的呼聲。然而，若要這呼聲化為我們的心聲，必

須首先謙虛謙虛謙虛謙虛地淨化我們的心，揚棄此塵世的一些假象。謙虛之心使我們承

認「除了子和子所願意啟示的人」，即「弱小者，沒有人認識父」 (瑪



11:25-27)。心的淨化淨化淨化淨化涉及我們的「父」「母」形象，此形象出自我們的文

化及個人的歷史背景，並影響我們同天主的關係。天主、我們的父，超越

受造世界的範疇。借用塵世的觀念放在天主身上，或者用來反對祂，等於

製造偶像來朝拜或推翻。向天父祈禱在於進入祂的奧秘，如其所是，就如

子給我們啟示的。  戴都良，《論祈禱》：「天主父」這一稱呼，以前從未向任何人啟示過。當梅瑟親自問天主祂是誰時，他聽到的是另一個名字。「父」這名字是在子內啟示了給我們，這是父的新名字。 

2780. 現在我們可以呼求天主為「父」，因為祂祂祂祂藉降生成人的聖子，啟示給我們啟示給我們啟示給我們啟示給我們

了了了了，祂的聖神也引領我們認識祂。子對父的位際關係是人不能設想，大能

的天使也無法窺測的。然而，聖子之神卻使我們能分享這位際關係，就是

使我們這些相信耶穌是基督、而我們是由天主所生的人分享這關係。  

2781. 我們向父祈禱時， 就是與祂共融與祂共融與祂共融與祂共融， 也與祂的子耶 穌基督共融 。所以我們

是在一種常新的讚歎中認識祂，承認祂。主禱文的第一句是頌謝和朝拜，

然後才是懇求。因為我們承認祂是真天主，是「父」，這就是祂的光榮。

我們感謝祂給我們啟示了祂的名，使我們得以堅信祂並獲得祂臨在我們心

中的恩賜。  

2782. 我們能夠朝拜父，因為祂使我們在祂的獨生子內重生，而獲得祂的生命， 

祂收養收養收養收養我們在祂的獨生子內，做祂的子女：就是以聖洗聖事使我們成為基

督的肢體，並以聖神的傅油，從「頭」灌注「肢體」中，使我們也成為

「基督」(受傅者)：  聖濟利祿•耶路撒冷，《釋奧期的教理講授》：實際上，天主預定收養我們為子女，塑造我們肖似基督光榮的身體；所以，從此以後，你們已加入基督成為肢體，名正言順地被稱為「基督」。 聖西彼廉，《論主禱文》：藉恩寵重生而回歸於天主的新人，首先喊說「父啊！」，因為他已成為兒子。 

2783. 如此，透過主禱文，天父向我們啟示祂的同時，也給我們揭示我們的真面揭示我們的真面揭示我們的真面揭示我們的真面

貌：  聖安博，《論聖事》：人啊！過去你不敢抬頭望天，而雙目向地。忽然獲得基督的恩寵，所有罪過都蒙赦免。原來是壞傭僕，如今成為好兒子……舉目向天父吧，祂藉著子救贖了你，你要說：「我們的父……」但是你不要求得任何特權。祂以特別的方式，是唯一基督的唯一父親，至於我們，卻是祂所造的。故此，你也可以憑藉恩寵說：「我們的父」，是為求得做祂的子女。 

2784. 天主無條件地收養我們為子女的這恩惠，要求我們不斷悔改和度新的生新的生新的生新的生

活活活活。向天父祈禱應在我們內培養兩種基本心態：  

渴望並決意學習肖似祂渴望並決意學習肖似祂渴望並決意學習肖似祂渴望並決意學習肖似祂。按照祂的肖象而受造的我們，是通過恩寵使我們

再相似祂，我們應該對此作出回應。 



聖西彼廉，《論主禱文》：千萬不要忘記，當我們稱呼天主為「我們的父」時，言行舉止就應該相稱天主子女的身分。 金口聖若望，《論窄門及主禱文的講道》：冷酷而不仁之心無權稱至慈善的天主為父，因為你的心已失去了天父慈愛的標記。 聖額我略•尼撒，《主禱文的道理》：應該常常瞻仰天主的美善，讓我們的心靈浸淫其中。 

2785. 一個謙虛信賴謙虛信賴謙虛信賴謙虛信賴的心使我們成為「如同小孩子一樣」(瑪 18:3)；因為，天父

樂意將自己啟示給「小孩子」(瑪 11:25)：  聖若望•加祥，《會談集》：[祈禱] 是對天主的注視，祂是偉大的愛火。靈魂融化於愛火中，浸入於聖愛深處，並與天主交談，猶如子女和親生父親，親如一家，充滿溫馨孺慕之情。 聖奧思定，《論山中聖訓》：「我們的父」這一稱呼，常會在祈禱中，使我們同時激發熱愛、深情，以及希望獲得我們所祈求的。祂既願意我們做祂的子女，怎麼會拒絕子女的祈求呢？ 

三三三三、「、「、「、「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父父父父  

2786. 「我們的」父是對天主而言。此形容詞，對我們來說，並不表示我們擁有

父，而是指出我們和天主之間的嶄新關係。  

2787. 當我們說「我們的」父，就是首先承認，先知們預告天主因愛人而作出的

承諾，已在基督新而永久的盟約新而永久的盟約新而永久的盟約新而永久的盟約內完全實現：現在我們已成為「祂的」子

民，從此以後，祂是「我們的」天主。如此的新關係，是無條件施予的彼

此從屬關係：我們應以愛情及忠誠，回應我們在基督內所得的「恩寵和真

理」(若 1:17)。  

2788. 由於主禱文是天主子民「末期」的禱文，「我們的」這一詞，也在表達我

們寄望於天主的最後承諾，是確切可靠的：在新的耶路撒冷，祂將給勝利

者宣布：「我要作他的天主，他要作我的兒子」(默 21:7)。  

2789. 向「我們的」父祈禱，就是親自向我們主耶穌基督之父講話。我們並非將

天主性分開，因為父是天主性的「本原」，而是我們承認於無始之始，子

是由父所生，聖神自父而發。我們更不混淆天主的各個位格，因為我們宣

認我們是在父子的唯一聖神內與父及子共融。至聖聖三至聖聖三至聖聖三至聖聖三是同性同體而不可

分的，當我們向聖父祈禱時，就是偕同子和聖神朝拜祂、光榮祂。  

2790. 在語法上，「我們的」這個形容詞，指多數人共有的事物。天主只有一

個，凡信仰唯一聖子以水及聖神再生於祂的人，都認天主為父。教會教會教會教會就是

天主與人之間新的共融：教會與唯一的子──「眾多弟兄中的長子」(羅 

8:29)合而為一，她就和同一的父在同一的聖神內共融。向「我們的」父祈



禱的信友，常是在此共融內的祈禱：因為「眾信友都是一心一意」(宗 

4:32)。  

2791. 因此，雖然基督徒之間有分歧，但向「我們的」父的祈禱，仍然是領洗者

的共享的產業，也是一項為所有領洗者的緊急號召。所有藉信仰基督並藉

洗禮而共融的基督徒，都應參與基督為門徒合一的祈禱。  

2792. 最後，如果我們真誠地誦唸「我們的天父」，就能走出個人主義，因為我

們所接受的愛，能從中解放我們。主禱文以「我們的」一詞開始，一如後

面的四個祈求中的「我們」，不排斥任何人。為了確實真誠地誦唸主禱

文，我們必須克服彼此的分歧與對立。  

2793. 所有已領洗者，如果在天父台前不紀念其他的人── 天主也曾為他們賜下

了祂的愛子，就不能唸「我們的」天父。天父的愛沒有界限，我們的祈禱

也應該如此。唸「我們的」天父使我們在基督內所顯示的愛的幅度敞開：

就是伴同所有尚未認識天父的人祈禱並為他們代禱，使他們得以「聚集歸

一」 (若 11:52)。天主關懷眾人及所有受造物，此種關懷曾經激勵那些偉大

的祈禱者：每當我們敢說「我們的」天父時，應該以愛的心胸去擴展我們

的祈禱。  

四四四四、「、「、「、「祢祢祢祢在天上在天上在天上在天上」」」」  

2794. 這聖經用詞，並非指「空間」或「地方」，是指存有的方式；並不意味著

天主的「遠」，而是天主的尊威。我們的父不在「別處」，祂「超越」我

們關於祂的神聖性所能想像的一切。就是因為祂極度的神聖，祂特別親近

謙虛痛悔的心：  聖奧思定，《論山中聖訓》：「我們的天父」這一句中的「天」，有理由將之理解為義人之心。天主居住在義人心內，猶如居住在殿堂內；因此，祈禱者也渴望他所呼求的天主，居住在他心中。 聖濟利祿•耶路撒冷，《釋奧期的教理講授》：「天」也可理解為胸懷天上世界的人們，天主就居住在他們內，並在他們內優游自得。 

2795. 當我們祈求天父時，天的象徵使我們想起生活的盟約奧跡。祂在天上，這

是祂的住所；父家是我們的「家鄉」。這就是盟約之地，而罪使我們與之

遠離，是悔改之心促使我們歸向天上，歸向天父。現在是在基督內，天地

之間和好了，因為聖子獨自「自天降下」，以十字架、復活、升天，帶領

我們與祂一起返回天鄉。  

2796. 教會在誦唸「我們的天父」時，宣認我們是天主的子民，已經「在基督耶

穌內坐在天上」(弗 2:6)，偕同基督「藏在天主內」(哥 3:3)；同時「我們在

此嘆息，切望住進那屬天上的住所」(格後 5:2)：  



《致狄奧尼書》：基督徒生活在肉軀內，但不順從肉軀而生活。他們在世上度日，卻是天鄉的公民。 

撮要撮要撮要撮要 

2797. 誦唸「我們的天父」的適當態度是： 純樸忠誠的信賴，謙虛而愉快的確

信。  

2798. 我們之所以能夠呼天主為「父」，是因為降生成人的聖子給我們這樣啟示

了；藉著聖洗使我們加入祂的身體，並被接納為天主的子女。  

2799. 主禱文使我們和天主父及其聖子、耶穌基督共融，同時也給我們揭示我們

的真面貌 。  

2800. 誦唸「我們的天父」時，應激發我們要肖似祂的決心，並培育一顆謙虛信

賴的心。    

2801. 誦唸「我們的」天父時，我們重申在耶穌基督內的新盟約、與至聖聖三的

共融，和天主通過教會而懷抱世界的慈愛。  

2802. 「在天上」這句話並非指某個地方，而是指天主的尊威及祂在義人心裡的

臨在。天是父的居所、我們真正的家鄉、我們的歸向，我們已屬於它。  

  

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 

 

七個祈求七個祈求七個祈求七個祈求 

2803. 主禱文先讓我們在天主、我們的父面前，朝拜祂、敬愛祂、讚頌祂。然

後，孝愛之神啟發我們，從心中發出七項祈求、七項祝頌。前三項更指向

天主，導引我們嚮往父的光榮；後四項猶如四條通往父的道路，將我們的

可憐境遇，呈獻在祂的恩寵前：「深淵與深淵和唱」(詠 42:8)。  

2804. 第一組祈求帶領我們朝向祂，並為祂而求：祢祢祢祢的的的的名、祢祢祢祢的的的的國、祢祢祢祢的的的的旨意！

愛的特性就是先想到我們所愛的那一位。前三項祈求完全不提及我們自

己，但是，我們的心被祂的「鍾愛之子」，為了天父的光榮而有的那分熱

切的「渴望」，甚至「焦慮」所佔有：「願……受顯揚，……來臨，……

承行」，此三項懇求，在救主基督的祭獻中已蒙垂允；但是仍在希望中期

待著最後圓滿的來臨，直到「天主成為萬物中的萬有」。  

2805. 第二組祈求，在感恩祭一些呼求聖神禱詞中展開：這些祈求呈上我們的期

望，引起慈悲之父的憐視。這些祈求自我們心中湧出，涉及我們此世目前

的狀況：「賞賜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寬恕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勿讓我們我們我們我們……，解救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第四、第五兩項祈求涉及我們目前的實際生活：祈求生活的滋



養，或罪過的治療；最後兩項涉及我們為獲得永生的勝利而從事的戰鬥，

就是祈禱的戰鬥。  

2806. 前三項祈求，使我們懷有堅定的信德，殷切的望德，熱烈的愛德。我們作

為受造物，而且是罪人，理應為我們自己祈求。我們把受限於世界及歷史

的「我們」，呈獻於無限慈愛的天父，因為天父的救恩計劃，為拯救我們

及全世界的計劃，是因著耶穌基督之名，及透過聖神的統治而實現。  

一一一一、「、「、「、「願願願願祢祢祢祢的名受顯揚的名受顯揚的名受顯揚的名受顯揚    ((((尊為聖尊為聖尊為聖尊為聖))))」」」」        

2807. 「聖化」這個詞的意思，在此並不側重於聖化的主因(只有天主能夠聖化， 

使之聖化)，而是側重內心的尊敬對待：承認天主之名的神聖性，以神聖 

的方式對待它。如此，在朝拜中呼求天主的聖名，有時也可視為讚頌和感

恩。但是耶穌教導我們的這項祈求，則有祝願的含意：是一項祈求、一個

願望，也是一個期待，在此祈求中天主與人牽連在一起。從我們向天父呈

上第一項祈求之時起，我們就已沉浸在祂天主性的奧秘和人類救恩的計劃

中。向天父祈求， 祝願祂的名受顯揚，帶領我們進入「祂在愛子內所預定

的計劃」， 為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為聖潔無瑕疵的」。  

2808. 天主在救恩工程的任何決定性時刻，都顯示自己的名字，但祂總是以完成

自己的工程來顯示祂的名。 可是，除非祂的聖名透過我們並在我們身上受

顯揚，祂的工程便不能在我們身上實現。  

2809. 天主的聖德是祂永恆奧秘不可接近的核心，由之顯示在創造和歷史中的，

聖經稱之為光榮光榮光榮光榮、天主尊威的光 耀。天主「照自己的肖象，按自己的模

樣」造人(創 1:26)，又以「光榮給他作冠冕」(詠 8:6)。可是人犯罪，「失

掉了天主的光榮」(羅 3:23)。 從此以後，天主就以啟示和賜給世人祂名字

的做法，來顯示祂的神聖性，為使人能「照創造他者的肖象」而更新(哥

3:10)。  

2810. 天主給亞巴郎許諾並附以誓言時 祂以自身為擔保，但是沒有啟示自己的

名。天主對梅瑟才開始啟示祂的名，是祂在從埃及拯救出來的全體以色列

子民之前啟示的：「祂滿身披著光榮」(出 15:1)。從西乃山的盟約開始，

以色列子民是「屬於祂的」，並應是「聖潔的民族」(或被祝聖的，因為希

伯來的聖與被祝聖是同一個字)，因為天主的名居留在他們中間。  

2811. 可是，儘管至聖天主一再賜給他們神聖的法律：「你們應該是聖的，因為

我，上主，你們的天主，是聖的」(肋 19:2)，同時祂也「為了自己名字的

緣故」以耐心對待他們，他們還是背離以色列的聖者，並「在異民中褻瀆

祂的聖名」。為此，舊約時代的義人，從流徙回國的窮苦人和先知們，都

燃起對祂聖名的愛火。  

2812. 最後，至聖天主的聖名，是在降生成人的救主耶穌身上啟示給我們並賜給

我們：藉著祂的存有、祂的言語、祂的犧牲啟示給我們。這是耶穌大司祭



祈禱的中心：「聖父啊！……我為他們祝聖我自己，為叫他們也因真理而

祝聖」(若 17:19)。因為天主「祝聖」祂自己的名，而使耶穌把父的名「顯

示」給我們(若 17:6)。在耶穌逾越的終點，父給了他一個超越一切名號的

名號：耶穌是主，以光榮天主聖父。  

2813. 我們在聖洗的水中，「因主耶穌基督之名，並因我們天主的聖神，已經淨

化、聖化、成了義人」(格前 6:11)。在整個人生旅程中，「我們的父召叫

我們成聖」(得前 4:7)。我們既是「由於天主得以結合在耶穌基督內，而基

督成了我們的聖化者」(格前 1:30)，那麼，天主聖名在我們身上並藉著我

們受顯揚，就和祂的光榮以及我們的生命密切相關。主禱文第一項祈求的

迫切性就在於此。  聖西彼廉，《論主禱文》：只有天主能聖化，那末誰能聖化天主呢？但因經上這句話的啟發：「你們於我應該是聖的，因為上主我是聖的」(肋 20:26)，我們祈求天主賜給我們恆心，使我們不斷活出在洗禮中已獲得的聖化大恩。我們每天為此祈求，因為我們天天有過犯，需要以不斷的聖化洗滌一切罪過……。我們求助於祈禱，祈求聖德常存於我們內。 

2814. 天主之名在萬邦中受顯揚，和我們的生活生活生活生活與祈禱祈禱祈禱祈禱密切相關，無法分開：  金言聖伯多祿，《講道集》：我們祈求天主使祂的聖名受顯揚，因為天主是藉祂的聖德而拯救、並聖化整個受造界……。祂的名將救恩賜給墮落的世界，我們祈求祂這聖名因因因因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生活而在我們身上受到顯揚。因為 我們生活得聖善，天主的名就受頌揚；我們生活得不善，天主的名受褻瀆。保祿宗徒說過：「天主的名在異民中因你們的緣故受了褻瀆」(羅 2:24; 則 36:20-22)。所以，我們求天主，使我們在靈魂上堪獲同樣的聖德，就如「天主之名是聖的」那樣。 戴都良，《論祈禱》：當我們祈求「祢的名受顯揚」時，是希望祂的名在我們身 上受顯揚，在別人身上受顯揚。我們已經在祂內，但還有人尚未在祂內，天主恩寵正等待著他們。我們必須遵照祂的命令，為眾人祈禱為眾人祈禱為眾人祈禱為眾人祈禱；包括與為敵的仇人。因此我們祈求，願祂的名在眾人身上受顯揚，而不明地說：願祢的名在「我們身上」受顯揚。 

2815. 這項祈求包括其他六項，並和其他祈求一樣，已藉基督的祈禱基督的祈禱基督的祈禱基督的祈禱獲得垂允。

因為，如果我們因耶穌之名因耶穌之名因耶穌之名因耶穌之名向父祈禱，此祈禱就是我們的祈禱。耶穌在大

司祭禱詞中求天父說：「聖父啊！求祢因祢的名，保全那些祢所賜給我的

人」(若 17:11)。  

二二二二、「、「、「、「願願願願祢祢祢祢的國來臨的國來臨的國來臨的國來臨」」」」  

2816. 在新約中，Basileia 一詞可譯為「王權」(抽象名詞)、「王國」(具體名

詞)、「統治」(行動名詞)。天主的國在我們以前已存在，在降生成人的聖

言內接近我們，藉福音而傳布，在基督的死和復活中已來到。天主的國從

最後晚餐就已來臨，並在感恩祭裡臨於我們中間。最後，天國將在光榮中

來臨，那時基督要將它歸還聖父：  



聖西彼廉，《論主禱文》：甚至天主的國可指基督本身。我們天天呼求祂，仰望祂的來臨，急切期待希望的實現。基督是我們的復活，因為我們在祂內復活；祂也能是天主的國，因為我們將在祂身上實行統治。 

2817. 此項祈求就是 «Marana tha»，聖神與「新娘」同聲呼喊：「主耶穌，來

吧」：  戴都良，《論祈禱》：縱使主禱文沒有說明祈求天國的來臨是一種義務，我們仍然會自動地呼喊，急切地期待我們的希望得以早日實現。殉道者的靈魂在祭台下大聲呼喊說：「聖潔而真實的主啊，祢不行審判，不向世上的居民為我們的血伸冤，要到幾時呢？」
(默 6:10) 時間的終結一到，他們一定會獲得正義。主！求祢使天國早日來臨。 

2818. 在主禱文中，主要是期盼透過基督的再度來臨，完成天主國的最後來臨。

但是，此種期盼並不會使教會疏其在現世的使命；反而使其更投入。 因為

自聖神降臨以來，天國的來臨乃是上主之神的事：「聖神在人間繼續完成

祂的事業，並聖化一切」 。  

2819. 「天國在於義德、平安，以及在聖神內的喜樂」(羅 14:17)。我們所生活的

這末世時期，是聖神傾注的時期。從此，在「血肉」與聖神之間，進行著

一場決定性的戰鬥：  聖濟利祿•耶路撒冷，《釋奧期的教理講授》：只有純潔的心才能堅定地說：「願祢的國來臨」。我們必須先向保祿學習說：「不要讓罪惡在你們必死的身體上為王」(羅
6:12)。凡思、言、行為上保持潔淨的人，才可以向天主說：「願祢的國來臨」。 

2820. 基督徒依從聖神而作辨別時，應認清天國的成長與我們投身其中的社會及

文化的進步，是兩回事。然而，此分別並非把兩者分開。人邁向永生的召

叫不但沒有撤銷，反而加強其[現世]義務：善用造物主所賜的才能與方

法，在此世為正義與和平服務。  

2821. 主禱文的這一項祈求，被納入於耶穌的祈禱中，而且已得蒙垂允，用在感

恩祭中並產生實效；在遵守真福八端的新生活中結出果實。  

三三三三、「、「、「、「願願願願祢祢祢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的旨意奉行在人間的旨意奉行在人間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如同在天上如同在天上如同在天上」」」」  

2822. 我們天父的旨意是要「所有的人都得救，並得以認識真理」 (弟前 2:3-4)。

「祂對你們含忍，不願任何人喪亡」(伯後 3:9) 祂的那條誡命，即綜合一切

其他誡命，並為我們宣示祂全部旨意的誡命就是：「你們應當彼此相親相

愛，如同我愛了你們」(若 13:34)。  

2823. 「祂已使我們知道，祂旨意的奧秘是全照祂在愛子內所預定愛的計

劃……，使天上和地上的萬有總歸於基督元首。我們也是在基督內得作天

主的產業，因為我們是由那位按照自己旨意的計劃施行萬事者早預定了

的」(弗 1:9-11)。因此，我們懇切祈求這愛的計劃圓滿地在地上實現，如

同在天上一樣。  



2824. 基督因祂的人性意志，一次而為永遠、圓滿地實現了父的旨意。耶穌進入

人世時，就對父說：「天主，我來為承行祢的旨意」(希 10:7; 詠 40:7)。只

有耶穌能說：「我常作祂喜悅的事」(若 8:29)。在山園祈禱中，祂完全服

從父的意願：「不要隨我的意願，唯照祢的意願成就罷」(路 22:42)。為了

這個緣故，「基督按照天主的旨意，為我們的罪而交付了自己」(迦 1:4)。

「我們就是因這旨意，藉耶穌基督的身體的祭獻，得到了聖化」 (希

10:10)。  

2825. 耶穌，「雖然是天主子，卻由所受的苦難，學習了服從」(希 5:8)。我們乃

受造物，又是罪人，既已在基督內成為嗣子，更應學習服從。我們祈求天

父，以我們的意願結合於祂聖子的意願，以奉行父的旨意、即祂使世人獲

得永生的救恩計劃。我們本身無此能力，但與耶穌合而為一，並藉聖神的

德能，我們就能交出我們的自由意志，放在祂的手中，並能決定選擇祂聖

子所常選擇的：做父所喜歡的事。  奧利振，《論祈禱》：我們依附基督，就能同祂心神合一，從而實現祂的旨意；如此，祂的旨意將圓滿實現在人間，如同在天上。 金口聖若望，《瑪竇福音講道集》：請你們想一想，耶穌基督怎樣教我們謙遜。祂要我們知道，修德不僅有賴於我們的努力，更要依靠天主的恩寵。在此，祂命令每一位信友要為普世祈禱；因為祂不說：「願祢的旨意奉行在我或你們身上」，卻說：「在普世人間」：使人間清除謬誤，使真理盛行，使惡習革除，使美德興旺，使塵世不再異於天鄉。 

2826. 藉著祈禱，我們才能「辨認甚麼是天主的旨意」(羅 12:2; 弗 5:17)，和「獲

得承行天主聖意的恆心」(希 10:36)。 耶穌教導我們，進入天國不靠空話，

而靠「承行我在天之父的旨意」(瑪 7:21)。  

2827. 「天主俯聽承行祂旨意的人」(若 9:31)。這正是教會因上主的名祈禱的力

量，尤見於感恩祭；教會的祈禱是與至聖天主之母以及諸聖代禱的共融，

他們只求承行天主的聖意，因而曾博得主的歡心：  聖奧思定，《論山中聖訓》：我們可以不損真理而把「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譯成「在教會內如同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內；在已許配給基督的新娘 (教會) 身上，如同在已完成天父旨意的新郎身上」。 

四四四四、「、「、「、「求求求求祢祢祢祢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  

2828. 「賞給我們賞給我們賞給我們賞給我們」是兒女信賴父親的口吻，是很美的表達，因他們期待天父賜

給他們一切。「祂使太陽上升光照惡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給義人，也給

不義的人」(瑪 5:45)；祂給芸芸眾生「按時分配飲食」 (詠 104:27)。耶穌

教給我們這項祈求，因為此祈求光榮我們的父，承認祂的美善遠超任何美

善之上。  



2829. 「賞給我們」也是盟約的表示：我們是祂的，祂是我們的，也是為我們

的。「我們」這詞使我們承認祂是眾人之父，我們也為眾人祈求父，因為

他們的需求和痛苦與我們息息相關。  

2830. 「我們的食糧我們的食糧我們的食糧我們的食糧」：父既然賦予我們生命，不會不給我們為生活必需的食

糧，以及其他一切「適當的」物質和精神的財富。耶穌在山中聖訓中，強

調應以子女般的信賴，與我們在天之父的眷顧合作。祂一點也不讓我們陷

於被動；而是要我們解脫一切的焦慮不安和操心煩勞。這就是天主子女完

全交付的心態：  聖西彼廉，《論主禱文》：誰若追求天主之國和祂的正義，祂承諾會另外加給一切。事實上，萬物都屬於天主：誰擁有天主，甚麼都有，只要天主擁有他。 

2831. 可是世上常有缺乏食物而忍受飢餓的人，這就反映出此項祈求的另一層深

刻意義。人類的饑餓喚醒真心誠意祈禱的基督信徒，無論在其個人的態度

方面，或就其為人類大家庭的一分子來說，他們都應承擔起對弟兄們的實

際責任。此項祈求不可與貧窮的拉匝祿和最後審判的比喻脫節。  

2832. 猶如酵母在麵團中，天國的新意該在於憑著基督之神提昇大地。此創新，

無論在個人及社會的關係上，或經濟及國際間的關係上，都應藉著建立正

義的秩序而彰顯出來，切勿忘記，除非先有決心成為正義的人，不可能有

正義的社會結構。  

2833. 「我們的」食糧，意味著「一個」麵包是為「眾人的」。真福八端的神貧

正是分享的美德：它要求我們出於愛心，而不是出於勉強，來互通並分享

我們所有精神的及物質的財富。這樣，富有者就可彌補貧乏者的不足。  

2834. 「你要祈禱和勞作」。 「你們要祈禱，就如一切全靠天主；你

們要勞作，就如一切全靠自己」。做好我們的工作，食物仍然

是我們天父的恩賜；最好以感恩之心向祂祈求。在基督信友家

中，飯前飯後的祝謝經的意義就在於此。  

3835. 此外，這項祈求和與此有關的責任，也適用於另一種使人喪亡的飢餓：

「人不單靠食物生活，也靠上主口中所發的一切言語」(申 8:3; 瑪 4:4)，就

是天主的聖言和祂的聖神。基督徒應當全力以赴，「向窮苦人宣講福

音」。世界上有一種飢餓，「並非無食物的飢餓及無水的口渴，而是要聽

天主言語的飢渴」(亞 8:11)。可見為基督徒而言，主禱文的第四祈求，是

指生命之糧：應以信德聆聽天主的聖言，在感恩祭中領受基督的聖體。  

2836. 「今天今天今天今天」也是一種信賴的表達。這是主教導的，不是我們膽敢想出來的。

既然這特別涉及天主的聖言和基督的聖體，此「今天」就不僅指轉瞬即逝

的今天，而更是「天主的今天」。  



聖安博，《論聖事》：如果你每天領受「食糧」，每天就是你的「今天」；如果基督今天屬於你，基督就每天為你復活。怎能如此？「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你」(詠
2:7)。因此，今天即基督復活之時。 

2837. 「日用的」(epiousios) 一詞在新約裡沒有在別處使用。從時間方面來說，

這詞是「今天」的教學法上的重述，為使我們能堅定於「毫無保留」的信

賴中。從質的一方面來說，這詞是指生活上的必需，或就更廣的意義來

說，則指為生存所需要的一切照字面來解釋，是「超越本質」，直接指生

命之糧，基督的身體，「常生的良藥」，沒有此靈藥，我們就沒有生命。

最後，綜合上述，其屬於天上的意義是很明顯的：「這一天」，是指主的

日子，天國筵席的日子，它提早實現在感恩祭中。感恩聖筵是未來天國盛

宴的預嘗。因此，「每天」舉行感恩祭禮儀是適當的。  聖奧思定，《講道集》：聖體是我們的日用糧。此神糧的固有能力是一種團結力，它使我們與救主的身體結合而成為祂的肢體，使我們變成我們所領的基督身體。 ……日用糧也指你們在教會內每天所聆聽的讀經，所唱的聖歌。這一切為我們的朝聖旅程都是必需的。 在天之父勸勉我們以天上子女的身分，要求天上的食糧。基督「自己是食糧，被播種在童貞之胎，在肉軀內孕育，在苦難中被揉搓，在爐火似的墳墓中被烘烤，而庫存在教會內，供在祭台上，每天為信友提供天上之糧」。 

五五五五、「、「、「、「求求求求祢祢祢祢寬恕我們的罪過寬恕我們的罪過寬恕我們的罪過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  

2838. 這一祈求使人驚訝。假如這一祈求只限於「求祢寬恕我們的罪過」，似乎

已隱約地包含在主禱文的前三項祈求中；因為基督的祭獻就是「為赦免罪

過」。但我們祈求之獲垂允，要以實現第二短句的條件為前提。我們的祈

求指向未來，但在祈求前我們應有所回應；這兩個句子是用「如同」連接

起來。 

「「「「寬恕我們的罪過寬恕我們的罪過寬恕我們的罪過寬恕我們的罪過」」」」…… …… …… ……  

2839. 藉著大膽的信賴，我們開始向天父祈禱。在求祂的名受顯揚時，我們也求

祂日益聖化我們。可是，在穿上洗禮的白衣後，我們仍不斷地犯罪遠離天

主。如今在此新祈求中，猶如浪子回歸父家；在祂面前，猶如稅吏，自認

為罪人。我們的祈求是以「認罪」開始，同時承認我們的悲慘和天主的慈

愛。我們的望德是堅定的，因為在祂聖子內「我們獲得了救贖和罪過的赦

免」(弗 1:7; 哥 1:14)。祂教會的各種聖事，都標誌著祂的寬恕是有效的和

不容置疑的。  

2840. 可是，令人生畏的是，要天主的慈悲進入我們心中，就必先以我們寬恕得

罪我們的人為條件。就像基督的身體一樣，愛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我們不

愛我們看得見的兄弟姊妹，我們就不能愛看不見的天主。如果我們拒絕寬

恕兄弟姊妹，我們的心扉就緊閉起來。這心硬將使天父的慈愛滲透不進

來。唯有坦誠認罪，才能對天主的恩寵敞開心胸。  



2841. 此項要求如此重要，致使主基督只重複提到此唯一要求，且在山中聖訓中

加以發揮。這項盟約奧跡的決定性的要求，為人是不可能的，但「為天

主，一切都是可能的」(瑪 19:26)。  

……………………「「「「如同我們如同我們如同我們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寬恕別人一樣寬恕別人一樣寬恕別人一樣」」」」  

2842. 「如同 …… 一樣」，不止一次出現在耶穌的訓誨中：「你們應當是成全

的，如同你們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樣」(瑪 5:48)。「你們應當慈悲，就像你

們的父那樣慈悲」(路 6:36)。「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

如同我愛了你們；你們也該照樣彼此相愛」(若 13:34)。遵守主的誡命，若

是僅從外表仿效祂的表率，那是做不到的；關鍵在於「從內心深處」，並

在生活層面上分享天主的聖德、慈悲和愛。唯獨聖神、「我們的生命」，

能將耶穌基督所懷有的心情，轉化成為我們的心情。這樣，寬恕的統合就

成為可能：「我們互相寬恕，如同天主在基督內寬恕了我們一樣」(弗

4:32)。  

2843. 這樣，主有關寬恕的言論就活了起來， 此種寬恕是愛到底的「愛」。冷酷

無情僕人的比喻，是主有關教會共融的訓誨的頂峰，其結論是：「如果你

們不從心裡寬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這樣對待你們」。 其實一切

「結」與「解」都發生在「深處」。對別人的冒犯，不再耿耿於懷或完全

忘記，都不是我們能做得到的事；但是，如果把心獻給聖神，則可把傷害

轉為同情，把冒犯化為代禱，藉以淨化記憶。  

2844. 基督徒的祈禱要達到寬恕仇人寬恕仇人寬恕仇人寬恕仇人的境界。祈禱轉化門徒，使他肖似自己的導

師。寬恕是基督徒祈禱的高峰；唯有與天主慈悲相合的心，才能夠接受祈

禱之恩。寬恕也証實， 在這世界上，愛比罪更強大有力。昔日與今日的殉

道者，都為耶穌的寬恕作見証。寬恕是天主子女和天父之間，人與人之間

和好的基本條件。  

2845. 寬恕在本質上是屬於天主的，沒有限制和沒有尺度。說到冒犯(路 11:4 稱

之為「罪」，瑪 6:12 稱之為「債」)，我們常是欠債者：「除了彼此相愛

外，你們不可再欠人甚麼」(羅 13:8)。聖三的共融是一切人際關係的泉源

和真理的準則。 這共融在祈禱中，特別在感恩祭中，才能活出來。  聖西彼廉，《論主禱文》：挑撥離間、製造紛爭的人，天主不會悅納他們的祭獻，要他們先離開祭台，回去同兄弟和好。天主最喜歡求和平的祈禱。為天主最美好的禮物是和平、彼此和睦，是整個忠信子民在父、子和聖神內的合一。 

六六六六、「、「、「、「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  

2846. 主禱文的這一祈求觸及了上一祈求的根，因為我們的罪過就是順從誘惑的

後果。我們祈求天父，勿使我們「陷」於誘惑。但是以一個單詞來譯出希

臘文這個字是很困難的。原文有兩種意思：「勿讓我們墮入陷阱」，或

「勿讓我們陷於誘惑」。「天主不會為惡事所誘惑，祂也不誘惑人」(雅



1:13)，相反地，祂願意解救我們脫離罪惡。我們向天父祈求，勿讓我們走

上犯罪的路。我們投身於「血肉與聖神之間」的戰鬥中。這項祈求就是在

懇求聖神賜予明辨與剛毅之恩。  

2847. 聖神使我們辨別考驗與誘惑兩者的不同；考驗為人內在的成長是必需的，

因為「考驗生德行」(羅 5:3-5)；誘惑則導致犯罪和死亡。我們也應辨別

「感受」誘惑與「同意」誘惑。最後，辨別使人認清誘惑的真相──欺

騙：放在眼前的看來是「好吃，好看，又令人羨慕」的 (創 3:6)，但事實

上，它的結果卻是死亡。  奧利振，《論祈禱》：天主不強迫人行善，祂喜愛人自由去作……從某方面看，誘惑能有些好處。除天主之外，無人知道人心從天主接受的是甚麼，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但誘惑使之顯露出來，使我們學習認識自己，從而認清我們的悲慘，並為誘惑所顯露給我們的善而感謝天主。 

2848. 「不要陷於誘惑」意味著內心的決定內心的決定內心的決定內心的決定，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裡，你的心也

在那裡……沒有人能事奉兩個主人」(瑪 6:21,24)。「如果我們因聖神而生

活，就應隨從聖神的引導而行事」(迦 5:25)。如果我們與聖神「認同」，

天父自然會賜給我們勇德。「你們所受的試探，無非是普通人所能受的試

探；天主是信實的，祂決不許你們受那超過你們能力的試探，天主如加給

人試探，也必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夠承擔」(格前 10:13)。  

2849. 這樣的戰鬥和勝利，只有在祈禱中才能達到。耶穌在傳教之初以及在山園

祈禱的最後戰鬥，都是以祈禱戰勝誘惑。在向天父的這項祈求中，耶穌使

我們結合於祂的戰鬥和臨終之苦。祂再三催促我們內心要警醒警醒警醒警醒，同祂的警

醒合一。警醒是「看守內心」，耶穌求父「因祂的名，保全我們 」(若

17:11)。聖神常提醒我們常常警醒。這項祈求對於我們在世戰鬥之最後誘

惑來說，完全呈現出其震撼性的意義；它是祈求至死不渝的恆心至死不渝的恆心至死不渝的恆心至死不渝的恆心。「看，

我來猶如盜賊一樣；那醒著的人，才是有福的」(默 16:15)。  

七七七七、「、「、「、「但救我但救我但救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們免於凶惡們免於凶惡們免於凶惡」」」」  

2850. 主禱文的最後一項祈求，也納入耶穌的祈禱中：「我不求祢將他們從世上

撤去，只求祢保護他們脫免邪惡」(若 17:15)。這祈求關係到我們每一個

人，但常是「我們」在祈禱，是在與整個教會的共融中，為整個人類大家

庭的解救而祈禱。主禱文經常要我們敞開胸襟，懷有救恩計劃的幅度。我

們曾在罪惡、死亡的悲劇中相依為命，如今在基督奧體內團結一致，與

「諸聖共融」。 

2851. 在這祈求中，「凶惡」並非一抽象事物，而是指具有位格角色的撒殫、惡

者、反對天主的天使。「魔鬼」 (dia-bolos) 就是「投身反對」天主計劃的

那一位；魔鬼企圖破壞天主在基督內所完成的「救恩事業」。  

2852. 撒殫「從起初就是殺人的兇手；是撒謊者，而且又是撒謊者的父親」 (若

8:44)，他「欺騙了全世界」(默 12:9)。罪惡與死亡藉著他而進入世界，由



於他的決定性的失敗，整個受造世界才能「由罪惡與死亡中解脫」。「我

們知道，凡由天主生的，就不犯罪過；而且由天主生的那一位必保全他，

那惡者不能侵犯他。我們知道，我們屬於天主，而全世界卻屈服於惡者」

(若一 5:18-19)：  聖安博，《論聖事》：主免除了你們的罪，寬赦了你們的過犯。魔鬼雖常攻打你們，主也保護你們免陷於他的陰謀詭計，如此，常引人犯罪的撒殫才不致於突然襲擊你們。依靠天主的人，不怕魔鬼：「若是天主偕同我們，誰能反對我們呢？」(羅 8:31) 。 

2853. 耶穌在甘願捨身受死而賜給我們新生命的時辰，就一次而永遠

地戰勝了「世界的首領」(若 14:30)。這也是審判此世界的時

刻，此世的首領「已被摔下去了」(若 12:31; 默 12:11)，「就追

趕女人」，卻抓不到她：新厄娃，「滿被聖神的恩寵」，擺脫

了罪惡和死亡的敗壞(天主聖母卒世童貞瑪利亞的無玷始胎和蒙

召升天)。「於是，那條龍便對那女人大發忿怒，遂去與她其餘

的後裔交戰」(默 12:17)。為此緣故，聖神和教會一起祈求：

「主耶穌，祢來吧」(默 22:17,20)，因為祂的來臨將救我們脫離

惡者。  

2854. 我們祈求免除惡者的陷害，同時也祈求脫免現在、過去以及未來的一切災

禍，而魔鬼正是災禍的製造者或唆使者。在這最後的祈求中，教會把世界

的全部災難，帶到聖父面前。在祈求擺脫那重壓著人類的災禍時，教會還

懇求和平的寶貴恩惠，以及恆心期待基督再度來臨的恩寵。藉這樣的祈

求，教會懷著信德的謙遜，提前進行萬有和萬民在基督內的統合，祂「持

有死亡和陰府的鑰匙」(默 1:18)，祂是那「今在、昔在及將來永在的萬主

之主」(默 1:8)：  《羅馬彌撒經書》，主禱文後的附禱經：上主，求祢從一切災禍中拯救我們，恩賜我們的時代得享平安；更求祢大發慈悲，保佑我們脫免罪惡，並在一切困擾中，獲得安全，使我們虔誠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穌的來臨。 

  

最後的光榮頌最後的光榮頌最後的光榮頌最後的光榮頌 

2855. 「天下萬國，普世權威，一切榮耀，永歸於祢」是主禱文最後的光榮頌。

它重述並包含向天父的前三項祈求：祂聖名的光榮，祂神國的來臨，和祂

救世旨意的能力。但是，此種反覆是以朝拜和感恩來表達，充盈著天上禮

儀的氣氛。世界的首領，以撒謊擅自把王權、威能和光榮這三個名號加於

己身；主基督將它們歸還於祂的父 ── 也是我們的父，直到基督把全部

神國歸還於父， 那時， 救恩奧跡將圓滿地實現，天主將成為萬物中的萬

有。  



2856. 「然後，祈禱結束了，你說：阿們，意思就是『願這一切得以實現』，即

實現天主在此祈禱中所教導我們的一切」。  

撮要撮要撮要撮要 

2857. 主禱文前三項祈求是以天父的光榮為對象：願祂的名受顯揚，願祂的國來

臨，願祂的旨意承行。其他四項祈求是向祂表達我們的心願：求得有關我

們生命的滋養，或求從罪惡中得到治療，這都有助我們以聖善戰勝邪惡的

戰鬥。  

2858. 誦唸「願祢的名受顯揚」時，我們便置身於天主的計劃中。祂的聖名 ──

首先給梅瑟，然後在耶穌身上啟示出來 ── 藉著我們，在我們內，也在

每個民族和每個人之內受顯揚。  

2859. 在第二項祈求中，教會首先專注於基督的再來和天主王國最終的來臨；但

亦求天國在我們生命的「今天」得以成長。  

2860. 在第三項祈求中，我們求天父將我們的旨意和祂聖子的旨意聯合一起，好

使祂救恩的計劃能實現於世界的生命中。  

2861. 在第四項祈求中，我們在說「賜給我們」時，正表示我們在兄弟共融中，

向在天之父表示我們子女般的信賴。「我們的日用糧」是指為我們生存必

需的現世食物，也指「生命之糧」：天主的聖言和基督的身體。這食糧是

在天主的「今天」中領受，作為天國盛宴中不可缺少的(極為)需要的飲

食，這是我們在感恩祭內所預嘗的。  

2862. 第五項祈求是為我們的罪過懇求天主的仁慈。除非我們師法基督和依恃祂

的助佑而寬恕仇人，天主的仁慈不會進入我們的內心。  

2863. 誦唸「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時，我們求天主不要讓我們走上犯罪的路；

我們也呼求明辨和勇毅之神，以及懇求警醒的恩寵和至死不渝的恆心。   

2864. 在最後的祈求中，「但救我們免於凶惡」中，信徒偕同教會祈求天主彰顯

基督的勝利，因為祂已戰勝了「世界的首領」、戰勝了撒殫，即那起來反

對天主和祂救恩計劃的天使。  

2865. 最後的「阿們」表示我們對於這七項祈求，說爾旨承行爾旨承行爾旨承行爾旨承行：「但願如此」。  

 

全文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