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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禱會 31—40 天                    (17/4(一)至 21/4(五)；24/4(一)至 28/4(五) 

 

4 月份 晨禱會 (1—5 天) 

天數 日期 經文 中學生頌讚 

31 17/4(一) 希伯來書
12:1-2 

#77 奉獻全生歌 

32 18/4(二) 馬可福音 
6:46-51 

#78 為主而活 

33 19/4(三) 約翰福音 
14:1-7 

#83 時刻需主歌 

34 20/4(四) 以賽亞書 
40:9-11 

#87 我知誰管着明天 

35 21/4(五) 馬太福音
15:32-38 

#88 主，我願像祢 

4 月份 晨禱會 (6—10 天)  

天
數 日期 經文 中學生頌讚 

36 24/4(一) 羅馬書 
12:1-2 

#90 恩友歌 

37 25/4(二) 約翰福音
3:16-17 

#92 禱告良辰歌 

38 26/4(三) 路加福音
19:1-10 

#94 神同在 

39 27/4(四) 馬可福音 
8:31-38 

#118 神未曾應許 

40 28/4(五) 羅馬書 
5:1-5 

#121 谷中百合花 

參考書目：《三分鐘靈修法》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靈修編輯組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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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2017 年 4 月 17 日(一)］  

 

經文：希伯來書 12:1-2                        #77 奉獻全生歌 

創始成終的耶穌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禱一)， 

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 

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禱二)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 

終的耶穌 (禱三)。祂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禱四)。 

 

禱告： 

禱一. 主，許多人在信仰的道路上都經歷過祢，我也願意踏上 

這美好的信心道路 o  

禱二. 耶穌，我願下定決心，不再自困於那些無謂的愁煩之中,  

也不再沉迷戀棧罪惡的生活，決心行一條新的人生路， 

就是跟隨主祢。  

禱三. 主，我倚靠冰行走這信仰的旅程，直到終點，就是那永 

恆的天家。  

禱四. 主，感謝物為我承受這極大的痛苦，我信相祢，而且我 

願 意深刻去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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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天 ［2017 年 4 月 18 日(二)］ 

經文：馬可福音 6:46-51                      #78 為主而活 

放心，是我 

祂既辭別了他們，就往山上去禱告。到了晚上，船在海 中，耶

穌獨自在岸上；看見門徒因風不順，搖櫓甚苦。夜裡約 有四更天(註:

大約是凌晨三點至六點)，就在海面上走，往他 們那裡去，意思要走

過他們去。 

但門徒看見祂在海面上走，以 為是鬼怪，就喊叫起來；因為他

們都看見了祂，且甚驚慌。耶 穌連忙對他們說：「你們放心！是

我，不要怕！」於是到他們 那裡，上了船，風就住了；他們心裡十

分驚奇。 

 

場景式默想： 

1. 設想你是其中一位門徒。  

2. 在晚上，主吩咐大家坐船渡海到封岸，祂;則留在陸上，你知道祂 

又如往常上山禱告了。  

3. 今次，禱告了很久，一小時又ー小時，大家在船上，風急浪高在逆 

風之中，眾兄弟都很辛苦地搖著船杖，船卻好像沒有行多遠。默

想......  

4. 耶穌在那裡呢？苦撐了這數小時，大家都身心疲累極了，若祂在這 

裡就好了。  

5. 在你的人生路上，是否也有這場景，在黑夜中承受風浪，弄至身心 

疲憊。  

6. 到了天快亮的時刻，風急天更黑，竟然在不遠海面，飄浮著一個黑 

影，我們以為是鬼怪，大家都很驚煌。  

7. 遠遠，主的聲音響起：「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 

8. 聽見是主的聲音，你心裡有甚麼感覺呢？  

9. 主耶穌到了，太好了。  

10. 主一上了船，風就止住了,緊張了一夜，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 

11. 主原來看到了，祂趕來救助，而且及時施恩援手。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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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天 ［2017 年 4 月 19 日(三)］ 

 

經文：約翰福音 14:1-7                     #83 時刻需主歌 

生命的盼望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在我父的家 

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

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

到我那裡去，我在哪裡，叫你們也在那裡。我往哪裡去，你們

知道；那條路，你們也知道。」 

多馬對祂說:「主啊，我們不知道祢往裡去，怎麼知道那

條路呢？」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 生命；若不藉著

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

從今以後，你們認識祂，並且已經看見祂。」 

 

默想:  

這段經文記載了最後一夜主耶穌快要離開門徒，面對十字

苦架，門徒都因此憂愁擔心。 

在困難時人都變得短視，然而,主耶穌安慰門徒不要憂愁, 

祂引導門徒看遠一點，憑著信心要看到神，看到全新的盼望。 

主耶穌要走了，祂回到天父那裡，為門徒預備地方，而且預備

了地方後，就必再來接我們一起到這天家的居所。主親自預備 

的，自然是充滿平安和豐盛的居所，當我們看到更遠的美好前

景，我們就不怕眼前的挑戰了！用心看看這美好的天家，我們

是屬於耶穌基督拯救的人，只要堅定倚靠神,在主裡就得著

「道路、真 理、生命」，我們必定可到天父那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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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天 ［2017 年 4 月 20 日(四)］ 

 

經文：以賽亞書 40:9-11                   #87 我知誰管着明天 

神啊，我渴望祢 

報好信息給錫安的啊，你要登高山；報好信息給耶路 

撒冷 的啊，你要極力揚聲；揚聲不要懼怕(禱一) ，對猶大 

的城邑說：看哪，你們的神！主耶和華必像大能者臨到；祂 

的膀臂必為祂 掌權(禱二)。祂的賞賜在祂那裡；祂的報應在

祂面前 (禱三)。祂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

羔抱在懷中,慢慢引導那乳養小羊的(禱四)。 

 

 

禱告： 

禱一. 神啊，我心向祢打開，聆聽祢的好信息。  

禱二. 神啊，有祢大大掌權就好了，因為祢的道所到之處，必 

定佳美。 

禱三. 主我神，但願祢的旨意成就，祢的賞賜是公平而恰當的， 

祢的報應是公義而有恩典的。  

禱四. 主，我渴望祢的牧養，我希望好像羊羔，,在祢懷中，被祢 

的膀臂擁抱，神啊，我交上自己，渴想得到祢引導和乳養。 



7 

第 35 天 ［2017 年 4 月 21 日(五)］ 

經文：馬太福音 15:32-38                   #88 主，我願像祢 

 

我憐憫這眾人 

耶穌叫門徒來，說：「我憐憫這眾人；因為他們同我在這裡已經

三天，也沒有吃的了。我不願意叫他們餓著回去，恐怕在路上困

乏。」門徒說：「我們在這野地，哪裡有這麼多的餅叫這許多人吃飽

呢？」耶穌說：「你們有多少餅？」他們說：「有七個，還有幾條小

魚。」 

祂就吩咐眾人坐在地上，拿著這七個餅和幾條魚，祝謝了，壁

開，遞給門徒；門徒又遞給眾人。眾人都吃，並且吃飽了；收拾剩下

的零碎，裝滿了七個管子。吃的人，除了婦女孩子，共有四千。 

 

場景式默想：  

1. 很大的野地，看到嗎？風中吹送著野草的氣味，主耶穌站在 山

頭，看著這四五千男女老幼。  

2. 四處的小孩走來走去，瘦弱的男男女女，他們已經三天逗留在逼野

地，而且没束西吃很久了，不少人坐在路旁。  

3. 用心聆聽，體會耶穌的心腸，祂對你說：「我憐憫這眾人，因為他

們同我在這裡已經三天，也沒有吃的了；我不願意叫他們餓著回

去，恐怕在路上困乏。」  

4. 主耶穌傳天國的福音，而且體恤人的需要，主不願看到我們又餓又

困乏。默想...... 

5. 這份憐憫的心腸讓主耶穌要以一個神蹟來餵飽這相當大的群眾。 

6. 把餅和魚祝謝然後分開給眾人吃，看！他們把食物分遞開去。 

7. 我們看到在主耶穌那裡，沒有難成的事，在祂總有可能。默想...... 

8. 讓我們的心歸向這位憐憫人的主，祂愛你，祂知道你，祂憐憫你的

需要！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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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天 ［2017 年 4 月 24 日(一)］ 

 

經文：羅馬書 12:1-2                            #90 恩友歌 

 

討主喜悦的祭 

12:1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

當作 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悦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

所當然的。 

12:2 不要効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面愛化，叫你們察

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悦的旨意。 

 

默想：  

你與神之間是否毫無阻隔，非常親密地相交呢？ 

保羅鼓勵我們，既然深深感到神的憐憫心腸，就進入這屬

靈的敬拜裡，將自己的生命如同活祭獻上給神，做一個討神喜

悅的親愛子民！全心愛主的事奉就是把全人獻上，告訴神我們

的生命是屬主的，我願全心歸屬於神，我願一生都屬於神，由

神使用，這呈獻就是聖潔而且蒙神喜悅的祭。  

你願意愛主更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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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天 ［2017 年 4 月 25 日(二)］ 

 

經文：約翰福音 3:16-17                      #92 禱告良辰歌 

信祂的得永生 

神愛世人(禱一)，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 

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禱二)。因為神差祂的兒子降

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譯：審判世人；下同)，乃是要 

叫世人因祂得救(禱三)。 

 

 

禱告： 

禱一. 神啊,我相信耶穌基督，感謝祢，這段聖經是寫給我的。 

禱二. 神啊，祢愛我，因此把祢的獨生子賜下給我，使我不單 

不用滅亡，反而會得著神賜予給我的永生。  

禱三. 天父，我既然得救，我就在祢的慈愛懷抱裡，全然被祢 

所愛。我主我神，我用心，以整個的「我」迎接這永生 

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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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 天 ［2017 年 4 月 26 日(三)］ 

經文：路加福音 19:1-10                          #94 神同在 
主所尋找的人 

耶穌進了耶利哥，正經過的時候，有一個人名叫撒該，作稅吏

長，是個財主。他要看看耶穌是怎樣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

矮，所以不得看見，就跑到前頭，爬上桑樹，要看耶穌，因為耶穌

必從那裡經過。耶穌到了那裡，抬頭一看，對他說：「撒該，快下

來！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裡。」 

他就急忙下來，歡歡喜喜地接待耶穌。眾人看見，都私下議論

說：「祂竟到罪人家裡去住宿。」撒該站著對主說：「主啊，我把所

有的一半給窮人；我若訛詐了誰，就還他四倍。」耶穌説: 「今天救

恩到了這家，因為他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

喪的人。」 

 

場景式默想：  

1. 耶穌進入耶利哥，看看四周，許多的人，有門徒、法利賽人 和平

民百姓，他們包圍在耶穌的身旁。 

2. 許許多多的心靈，都渴望得見大能而神聖的耶穌。  

3. 撒該一個矮小的人物，就爬在桑樹上觀望，他也渴望見一晃耶稣。  

4. 耶穌好像一早就看穿了，抬起頭來，向撒該招手：「撒該，快下

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裡。」 

5. 撒該很高興，立即來招待耶穌，立時，旁邊很多人竊竊私語，因 

為耶穌與罪人交往。  

6. 主耶穌從不怕招惹人間的批評，因為祂來一心要完成神的旨意。 

7. 就是要尋找和拯救失喪的人，祂不會顧忌人間的間言間語，只想以 

豐盛的慈憐對待我們。  

8. 那麼，誰是主所尋找的人？是你嗎？若你是撒該，你遇上了 主耶

穌，你會像他一樣，歡喜快樂去迎接主嗎？  

9. 若你是撒該，你會把所有的分一半給窮人，而且為自己的過犯盡力 

補償嗎？ 

10.主耶穌有充足的恩惠慈愛，祂要尋求世上那渴求救恩的子民。 

11.若一個聲名狼藉的撒該也蒙主耶穌的親臨，更何況是區區的我們 

呢?  

12.你對耶穌有信心嗎？試交上自己，祂等待你全心歸向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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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天 ［2017 年 4 月 27 日(四)］ 

經文：馬可福音 8:31-38                     #118 神未曾應許 

甘願行走天國路 

從此，祂教訓他們說：「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 

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過三天復活。」耶穌明明地說 

這話，彼得就拉著祂勸祂。耶穌轉過來，看著門徒，就責備彼 

得說：「撒但，退我後邊去吧！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

貼人的意思。」 

於是叫眾人和門徒來，對他們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

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

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

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

甚麼換生命呢？凡在這淫亂罪惡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

恥的，人子在祂父的樂耀裡，同聖天使降臨的時候，也要把那

人當作可恥的。」 

 

默想：  

彼得愛主，他心裡只希望主耶穌得到最高的尊重、最幸福

快樂的生活和最美滿的人生。怎知，耶穌要去行一條苦路，被

尊貴的人棄絕，而且將要被殺。所以他要努力勸阻耶穌，要他

行一條「好」路。 

然而，去行一條人想出來的「好」路，往往就是放棄了神

所賜的天國之路。於是彼得就中了撒但的詭計。  

背起十架來跟隨主並不簡單，我們必須愛慕天路多於世界

的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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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 天 ［2017 年 4 月 28 日(五)］ 

 

經文：羅馬書 5:1-5                         #121 谷中百合花 

與神相和的喜樂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 

(禱一)我們又藉著祂，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 

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禱二)°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 

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盼望不至於羞恥，(禱三)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 

在我們心裡。(禱四) 

 

 

禱告： 

禱一. 神啊，有這份與祢相和的救恩，生命中就沒甚麼好擔憂 

的了!  

禱二. 主耶穌，我信了祢，可以在祢裡面歡歡喜喜地盼望神的 

榮耀。 

禱三. 神啊，我活在不少的困難裡，我願意經歷祢！在祢裡 

面，我有盼望，我的未来是因祢同在而歡喜快樂的。 

禱四. 聖靈，我感謝祢，求祢把神的愛澆灌在我心裡......神 

啊， 我活在祢的榮耀裡祢，盼望祢、尋求祢、叩祢的 

門、渴慕祢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