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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

搜索不到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长官
那里，喊叫着说：“这些搅乱天下的人，也到这里来
了，耶孙却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法令，说
另外还有一个王——耶稣。”

- 使徒行传17：6-7 （新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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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国
不属
这世界

我的国若属这
世界，我的臣
仆必要争战，
使我不至于被
交给犹太人。
只是我的国不
属这世界。

- 约翰福音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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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要点：

• 作为上帝国度的大使，要忠诚，热
切和坚贞，并且渴望上帝的子民专
注于恢复上帝在世上统治的地位。

• 能够渴望带领家庭，邻里和城市安
全的回到“新伊甸园”。在那里上
帝得到应有的荣耀，上帝的子民也
可自由地接触和领受祂的祝福。

• 作为和平的使者，使祂“颠覆”的
国度到来，以便世界看到祂的爱和
荣耀。

• 通过效法基督，借着爱，谦卑与和
平来改变世界的价值观。如同祂服
事人，并且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耶稣不符合世人对君王的
概念

天父啊！“将世界颠覆过来使世界归正”
的第一步是大胆有力的宣告耶稣基督的
福音。借着袮的圣灵，帮助我们爱我们
的敌人，与恨我们的人为善，并赋予我
们有 “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
来由他打”的力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
告，阿们！

棕枝节主日

受苦的仆人
耶稣回答说：“我告诉你们：这些人
如果不做声，石头都会呼喊起来！”

- 路加福音 19：40

当人们欢呼：「和散那，奉主名来的
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基督在
他们心中的形象是强大，浮夸与壮丽
的犹太人君王，要拯救他们脱离罗马
人的统治和压迫。

但是，耶稣的出现并没有令人印象深
刻的罗马式骏马战车和宏大的队伍。
耶稣不是以名人或英雄，而是以受苦
的仆人的形象，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
冷。随着祂一起出现的补过是渔夫和
税吏！

上帝国度和平君王的“加冕礼”展示
了与世俗权力凌驾于他人以暴力来统
治完全相反的性质。上帝通过祂的儿
子，耶稣基督的顺服展示出祂统治的
形式 – 就是平和，牺牲和谦卑。祂
在软弱，贫穷和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
中建立起祂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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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柄日 （圣周一）

以心灵和真理

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作买卖的人，
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作祷
告 的 殿 ， 你 们 倒 使 他 成 为 贼 窝
了。」 - 路加福音19:45-46

圣殿是一个祭祀的神圣场所（历代志
下7:12），也是万民祷告的殿（以赛
亚书56：7）。我们的主耶稣是神的羔
羊，一次献上永远献上的羔羊。因此
当主耶稣把自己献上作为 后的祭物
时，圣殿的作用就完成了。我们的身
体现在是圣灵所居住的神圣的殿了。

今天我们能够与上帝相交因为主耶稣
以祂的鲜血为我们赎了罪。但是当时
的圣殿却因宗教相关联的生意和律法
主义而遭到破坏。

主耶稣说真正的敬拜者是以心灵和真
理来敬拜，天父要这样的人来敬拜祂。
真正的宗教是始于内心，而不是外在
的虔诚。要顺服而不是献祭。

祷告要点：

• 用我们的行动，真实的行为和对
上帝的爱来活出真正的敬拜。

• 以我们的行动和祈祷表达我们爱
上帝，以及对教会，家庭，邻居
和我们的仇敌的爱。

• 不要彼此论断，也不要因我们的
饮食或衣着习惯而成为他人的绊
脚石或障碍。

• 教会渴望圣灵的更新，使会众活
出信仰和顺服的生命。并且摆脱
不冷不热的现状。

• 当我们准备迎接圣灵时，我们当
在祷告，言语和奉献精神上更有
纪律。

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

天上的阿爸天父! 愿我们能活出真正
的信仰，献上自己为活祭，在爱心，
信心和祷告上效法基督，叫人看见我
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全归于袮。愿袮
的灵充满我们，使我们像袮一样完全。
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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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诲日 （圣周二）

专心敬畏神

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
里， 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
钱， 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
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 因为众人都
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
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
上了。」 - 路加福音 21：1-4

主耶稣喜欢观察旁边的人！祂注意到贫
穷的老妇人，小孩和正在哭泣的母亲。
祂看得透彻且知道我们心怀二意。祂警
告我们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我们不
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积攒财宝在
天是 安全的并且带来 高的回筹甚至
是百倍的回报。

上帝不会容忍我们把祂当作备胎或零钱。
祂知道我们因为不相信祂能提供我们所
需用的一切，以致我们无法将一切交托
给祂。上帝要的是完全忠诚且不会向祂
隐瞒的管家。

祷告要点：

• 对上帝忠诚专一，全心全意相信祂
会提供我们一切所需。

• 为着神国度的缘故，在神丰盛的供
应上作神的好管家，珍惜神赐予我
们的一切。

• 做乐于奉献的人，慷慨援助那些受
到新冠疫情影响的人，即使我们自
己也可能受到影响。

• 行事为人凭着信心而非眼见。

先寻求神的国

天父啊！原谅我们的不忠诚和缺乏信
心。原谅我们没有认识到穷人虽然奉
献得少， 但却是他们的所有。我们
却去奉承富人慷慨的奉献。让我们记
住要慷慨地伸出援手，就像袮丰富的
供应给我们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
们一样。

请赐予我们一颗专一的心，单单仰望
的眼睛，预备服侍的手来作袮忠实的
子民。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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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日 （圣周三）

为主无所留，

为己无所求
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
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
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
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事人
的。” - 路加福音22：25-26

在耶稣颠覆的国度里，领袖是仆人，
谦卑的升为高， 小的乃为大。要进
入天国，我们必须变得像小孩子一样！
在前的，将要在後，冒犯人的要被宽
恕七十个七次，病人和穷人被欢喜接
待。在上帝的国度里，不被爱和被边
缘化的信徒将药眷顾那些被困在世界
囚笼中受伤的身份显赫的陌生人。敌
人和邻舍获得同等的爱，穷寡妇把她
们一半的钱捐出去。

谦卑的仆人是上帝国度中伟大领袖的
标志。我们是否准备好放弃我们成为
伟大人物的抱负，转而成为仆人的样
式？

祷告要点：

• 效法基督的仆人的心，学习祂的
顺服，谦卑和爱。

• 不断提醒自己，我们蒙恩得救乃
因主耶稣被钉十架流出宝血。祂
是我们的主，弟兄和朋友。

• 要常在基督里，不然我们不能做
什么，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 我们不必因着要成名或被认同而
跟随这短暂世界已被玷污的价值
观。我们当安定凭着单纯的信心
知道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获得一切。

天父啊！这世界教导我们要争取自己
应有的权利，请帮助我们牢牢记住我
们已经拥有一切所需用的。

在这个以雄心壮志和成功来作为衡量
人的美德与伟大的世俗物质世界的观
念中，帮助我们牢记，我们已经拥有
一切具有永恒价值的。因着主耶稣基
督的缘故，袮已经毫无保留的赐予我
们一切所需的。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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濯足节（圣周四）

全然合一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
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一。 我
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
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
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 约翰福音17：22-23

耶稣出生在一个充满暴力，国与国交战
的时代。统治者通过镇压和分而治之的
政治手段来操纵人民。但是在我们和平
君王的颠覆国度中，人民理当合一。我
们被乎召全然合一，就像父，子，圣灵
是合一的。甚至在耶稣为受苦作准备的
夜晚，祂也想到了我们，并且为我们祷
告能够相爱并合一。在约翰福音17章耶
稣美丽的大祭司祷告中，我们被提醒合
一就是荣耀神。

这样世人就会因为我们彼此相爱而知道
我们是基督的跟随者。这也将使他们敞
开心怀来接受上帝爱的福音。

祷告要点

• 以我们一生年日来荣耀神，跟随主
耶稣的脚踪并完成祂托付我们的使
命，就像祂在地上荣耀天父并完成
了祂应完成的工作一样。

• 祈求主赐我们力量，智慧和耐力，
使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宣扬基督的
福音。因为世界恨恶我们如同恨恶
主耶稣一样， 所以，求主保护我
们免受恶魔侵害。

• 成为使人和睦的 “上帝的儿女”
– 致力于使上帝的子民全然合一，
让全世界都知道上帝已经差遣了主
耶稣，从而体验到上帝的爱。

• 真挚和真实的彼此相爱，让众人因
此看到我们在基督里合一。

我们在天上的父！袮创造我们并非要
我们过得单一和不变，而是要让我们
的生活多姿多彩。请带领我们到袮的
新伊甸园，在那里每朵花，每片叶子
和雪花都具有袮独特的烙印。当我们
与成千上万来自不同部落和语言的人
在基督里相聚时，求袮紧系我们的心
使我们在袮的爱里合一。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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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受难日

向自己死，向基
督活
耶稣受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
头,将灵魂交付神了。- 约翰福音19:30

耶稣就是爱。一种上下左右，里外颠覆
的爱 - 在一个永恒的国度。在这国度
里，温柔谦卑乃力量，强势是软弱，短
暂的苦难带来永久的喜悦和荣耀。这是
已成就的工作，使命已达成。救赎的工
作已经完成。

在耶稣颠覆的国度中，要向自己死才能
向基督活，爱就是要为朋友献出生命。
耶稣是好牧人，祂离开另外99只为那一
只迷路的羊舍弃生命。祂是无罪的完全
人却代替我们成为罪。因为祂看我们为
祂的喜乐，因此受难时并没有因死亡而
退缩。

耶稣爱世人，拯救我们免于永恒死亡的
审判。故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说：“因
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
（腓1:21）

祷告要点：

• 基督为我们死因为祂爱我们。祷告祈

求我们也能如同耶稣爱我们一样从心

底爱他人，爱世上失落的灵魂。

• 祷告我们能够紧紧仰望耶稣并且常常

在祂里面，以致我们可以真正地说我

们已与耶稣同死，如今基督在我们里

面活着。

• 祷告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把一切交托与

主。深深知道祂爱我们为我们献上自

己。祂也曾行走在这条尘世的道路上，

并且常将我们一切的好处都放在心上。

• 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上,我们都要

认定祂,让爱成为我们 大的动力。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架

我们在天上的父! 在这个受难节，让我

们记得主耶稣是为了拯救我们而经历苦

难。请赐我们勇气，一如既往地高举耶

稣，无论是生是死。这样我们才可以坚

定地说：“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

就有益处。”在我们人生旅途的终点，

我们也同样可以说：“成了！”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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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日（圣周六）

事情非他们所想

像

他们就带著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
将坟墓把守妥当。 - 马太福音27:66

即使今日，上帝国度的敌人也没有停止
为掩盖谎言而撒谎和使用暴力。像当年
的门徒一样，在经历痛苦，苦难和悲伤
后带来在上帝面前流泪和静默等侯的空
间。我们心中可能有无数疑问和困扰。
然而，在耶稣颠覆的国度里，耶稣在似
乎已被地上的邪恶力量挫败的情况下战
胜这邪恶力量，并在胜利中竖立了祂永
恒的统治。

上帝静默并不代表祂缺席。上帝还没行
动并不代表祂不顾。我们的苦难只在刹
那之间，但那厚赐诸般恩典的神在基督
里选召我们来进入祂永远的荣耀。在经
历这些苦难之后，祂必要亲自成全我们，
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胜利已经在
望。要安静，要知道祂是神。

祷告要点：

• 信靠上帝的主权和祂的应许，因

祂主宰着地上各国。

• 不因上帝的敌人获胜而感到着急，

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依然在工作。

• 学会恒久忍耐，信靠上帝会按祂

的时间让一切事物都被更新，即

使现在事情看来并非如此。

• 时刻准备好做主的器皿，为主的

国度到来而努力。

天父啊！在这个圣周六，我们被提醒

关于沉默，悲伤和被分隔的痛苦。深

信当初的门徒在与主耶稣的爱和同在

相隔离的那两天一定也使他们陷入难

以言喻的痛苦和难过。

我们知道，袮 终的意愿是通过考验

来熬炼我们的信心和净化我们，使我

们成为精金。当我们听不到袮的声音

或无法了解袮的作为时，求袮使我们

我们依然信靠袮。教导我们在静默中

等侯袮的时间的到来。

当我们在苦难和怀疑中挣扎时，让我

们恪守并信靠袮永不改变的爱。阿们！
第11页|基督颠覆的国度

24-7亚洲祷告
祷告.使命.公义



复活节

耶稣复活了
耶稣说：「你们为什麽愁烦？为什麽
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
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
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
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
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希奇；耶稣就
说：「你们这里有什麽吃的没有？」
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
他们面前吃了。- 路加福音24：38-43

在耶稣的颠倒的国度中，神拣选了世

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

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哥林多前书1：27）。世上虽被挫败

却迎来属天的大胜利。

主耶稣的复活是至关紧要的，因为主

耶稣若没有复活，我们将得不到救赎。

魂是无法吃鱼的！但是主耶稣从死里

复活了，罪恶和死亡的力量已经永远

被粉碎了。今天，凡信靠主耶稣的人

都将得到救赎的恩典。哈利路亚！基

督复活了，基督真的复活了！

祷告要点：

• 为十字架的胜利感恩！为我们能
够信靠跟随复活并且很快将要再
来的救主感恩。我们期待在 终
胜利的那一天，基督带领我们进
入新天新地，那里充满欢乐，不
再有眼泪和痛苦。

• 我们敬拜主耶稣，因神将祂升为
至高，又赐给祂那超乎万名之上
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
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一切的荣耀都归与父神。

天父啊！我们为着这一个世界历史上
关键的时刻来赞美袮！感谢主，袮

已战胜罪恶和死亡。这事已经成了！

今天，我们欢庆并且安歇在主耶稣的
大爱当中。祂因爱我们，愿意谦卑自
己，为了我们舍弃了一切。我们也愿
意效法主耶稣基督，献上自己当作活
祭。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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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唱以下诗歌

在基督裡
在基督裡，我得盼望，祂是亮光、力量詩歌；
這房角石，堅固磐石，不怕乾旱、兇猛風暴。
無比慈愛，何等平安，懼怕消逝，爭戰平息；
我的安慰，我的一切，因主的愛，我得站立。

惟有基督，道成肉身，完全的神，成為人子；
帶來公義，恩典禮物，祂來拯救，卻被棄絕。
直到耶穌，十架受死，神的憤怒，得以停息；
所有罪孽，祂全承擔，因主受死，我得生命。

祂的身體，在洞穴裡，世上之光，在黑暗裡；
直到那日，榮耀清晨，從墳墓裡，祂又復活。
當祂勝過，罪惡權勢，死亡毒勾，不再害我；
我屬於祂，祂屬於我，因主寶血，我得救贖。

勝過罪惡，不懼死亡，基督大能，今護庇我；
從我誕生，直到離世，我的生命，在主手裡。
沒有邪惡，或是權謀，能使我們，與神隔絕；
直到主來，或歸天家，因主大能，我得站立。

詞曲Keith Getty & Stuart Townend 譯詞廖
忠信Andrew Liau 02/2008出版公司Thankyou 
Music

耶稣基督今

复活
耶稣基督今复活，哈利路亚！

天使世人齐述说：哈利路亚！

快乐凯歌声高扬！哈利路亚！

诸天大地同和唱，哈利路亚！

荣耀君王墓中起，哈利路亚！
死啊毒钩在那里？哈利路亚！

主献身救众灵魂，哈利路亚！

死亡权势今何在？哈利路亚！

爱之救赎已完成，哈利路亚！

战争完毕获全胜，哈利路亚！

死亡岂能封主坟，哈利路亚！

基督开了乐园门，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查理．卫斯理 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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