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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禱會 21—30 天                    (13/3(一)至 17/3(五)；20/3(一)至 24/3(五) 

 

3 月份 晨禱會 (1—5 天) 

天數 日期 經文 中學生頌讚 

21 13/3(一) 詩篇 11 #27 主活著 

22 14/3(二) 詩篇 12 #31 我歌頌祢 

23 15/3(三) 詩篇 13 #32 有福確據 

24 16/3(四) 詩篇 14 #33 奇妙恩典歌 

25 17/3(五) 詩篇 15 #37 靠我靈成事 

3 月份 晨禱會 (6—10 天)  

天
數 日期 經文 中學生頌讚 

26 20/3(一) 詩篇 16 #39 以馬內利來臨歌 

27 21/3(二) 詩篇 17 #40 齊來崇拜歌 

28 22/3(三) 詩篇 18 #70 至寶獻上歌 

99 23/3(四) 詩篇 19 #71 奮起歌 

30 24/3(五) 詩篇 20 #72 趕快工作歌 

參考書目：《與神同在 30 天靈修祈禱旅程》 

郝雲 著 (John Kirvan)   小麥子 譯 



3 

第 21 ［2017 年 3 月 13 日(一)］  

 

經文：詩篇 11 篇                           #27 主活著 

 I  聽君一席話   

記得當初我開姶禱告生活時，我跟隨那些偉大教師的途徑， 

默想死亡與審判、天堂與地獄。 

但其餘的時間，甚至當我忙於廚房工作時， 

我小心地把心思意念專注在神的同在。 

我想著祂不單與我同在，更在我裡面。 

漸漸地，我在祈禱時，也是這樣專注地思想 

就是這樣，逐漸在我裡面形成 

-----只有信心才可達到的---- 

神臨在的感覺。我深信你也能夠。 

 

ＩＩ 覲見主面   

親愛主，當這與祢同在的一天， 

正在黑夜與寂靜中過去， 

求祢仍伴著我。 

祢並非遠在天邊、越過遙遠的夜空， 

在宇宙某處虛無飄渺地存在，卻是活在我裡面。 

讓我永不要忘記這事實， 

無論是在日天忙亂的時侯，或是像此刻，在安靜禱告中， 

請以祢臨在的感覺滋養我； 

祢的臨在只有憑信才能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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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天 ［2017 年 3 月 14 日(二)］ 

 

經文：詩篇 12 篇                           #31 我歌頌祢 

 I  聽君一席話   

祈禱不是甚麼，乃是醒覺神的同在。 

它並不因特定的 「祈禱時間」過後便停止； 

因為我們無論做甚麼平凡的工作都祈禱， 

不為取悅人，卻是盡我們所能去取悅神。 

你是蒙召去時刻醒覺神的臨在， 

無論在特定的禱告時間或做別的事情時，都是一樣。 

 

ＩＩ 覲見主面   

 

親愛主， 

當這與祢同在的一天正在黑夜與寂靜中消逝， 

求祢仍伴著我。 

如果祈禱並不是別的，乃是察覺祢的同在， 

那麼當特定的「祈禱時間」過去， 

甚至一日當盡的職責已完，禱告也不必終止。 

因為無論何時我們做令你喜悅的事情， 

我們就是在禱告。 

因此，求祢悅納我休息的時間 

聆聽這靜夜的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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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天 ［2017 年 3 月 15 日(三)］ 

 

經文：詩篇 13 篇                           #32 有福確據 

 I  聽君一席話   

祈禱的時候不要用太多話。 

太多的說話只是你思想魂遊太空的藉口。 

反之 , 你來到神面前， 

要像個不會說話的乞丐守候在富翁門口。 

你惟一要做的就是在神面前守候。 

然而你祈禱時，如果真的魂遊太虛也不要苦惱； 

煩惱不安只會使你的靈魂離開神更遠， 

卻不會引領你回歸禱告。安靜才是要訣； 

單單持守安靜，神必會憐憫你。 

 

ＩＩ 覲見主面   

親愛主，當這與祢同在的一天正在黑夜與寂靜中消逝， 

求祢仍伴著我。 

此刻並不是長篇大論或籌算偉大思想的時候，而是要安靜。 

我是一個守候在富翁門前的無言乞丐。 

我惟一的工作便是站在祢跟前。 

請求祢傾聽我說不出來的話， 

和我不需說出來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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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天 ［2017 年 3 月 16 日(四)］ 

 

經文：詩篇 14 篇                           #33 奇妙恩典歌 

 I  聽君一席話   

以極簡單旳話向神傾談， 

清楚直接地求祂幫助。 

對祂說：「沒有祢的幫助我甚麼也不能作。 

只有祢可保證我免於跌倒； 

亦只有祢在我跌倒時能扶我起來。」 

憑我的經驗可以告訴你，神永不會不賜下你所需的力量， 

只是，你一定要求。 

 

 

ＩＩ 覲見主面   

親愛主，當這與祢同在的一天正在黑夜與寂靜中消逝， 

求祢仍伴著我。 

沒有祢的幫助我甚麼也不能做， 

甚至不能懷抱平安踏進今夜。 

只有祢能保證我免於跌倒； 

亦只有祢能在我跌倒時扶持我。 

只有祢能撫平我一日的混亂， 

為我靈帶來平安寧靜的一夜， 

這是我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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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天 ［2017 年 3 月 17 日(五)］ 

 

經文：詩篇 15 篇                          #37 靠我靈成事 

 I  聽君一席話   

所有我聽過關於神的好話，一切我讀過關於祂的著述， 

所有我體驗過對祂的感受，都不足以令我滿足。 

因為以祂無限旳完美，實在超越人的理解， 

沒有言語可以完整勾晝祂的偉大與榮美。 

是信心顯明祂，讓我們按其本相認識祂。 

透過信心你可以在短期內認識祂很多， 

比多年在學院裡所學的更多。 

 

 

ＩＩ 覲見主面   

親愛主，當這與祢同在的一天 

正在黑夜與寂靜中消逝， 

求你仍伴著我。 

我沒有言語足以捕捉祢、描繪祢， 

一句也沒有。 

只有信心可以把祢顯明， 

讓我能按祢的本相認識祢。 

因此，我主，不要期望優美言詞， 

那只會暴露我的無知；我只有默默的信心， 

像靜默長夜般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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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天 ［2017 年 3 月 20 日(一)］ 

 

經文：詩篇 16 篇                       #39 以馬內利來臨歌 

 I  聽君一席話   

惟獨祂自己能夠顯明祂是怎樣的—位神， 

可是我們仍無止境地透過哲學、科學去尋索祂， 

情願要一些拙劣的版本， 

卻不要神親手刻在我們心靈深處的正本 。 

我們在那兒避開祂， 

不屑與那位時刻住在我們裡面的主談話。 

我們寧願接受書本對祂的描述 

-----就如一些安慰的靈修小品， 

或者是一些一閃而過的靈感。 

 

ＩＩ 覲見主面   

親愛主，當這與祢同在的一天 

正在黑夜與寂靜中消逝， 

求你仍伴著我。 

這是何等的甜美，以靈修小品所帶來的短暫安慰 

或一些熟悉的言辭，來填滿今天所餘下的最後時光， 

卻避開那個真正的祢。 

我寧願求祢，議我向心靈深處內望 

祢在那兒刻畫祢自己的那張臉容。 

讓我靜默地享受祢在我裡面的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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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天 ［2017 年 3 月 21 日(二)］ 

 

經文：詩篇 17 篇                          #40 齊來崇拜歌 

 I  聽君一席話   

神恩賜的寶庫是無窮無盡的， 

為甚麼你幾乎—無所得也安然? 

為了一次小小的、有所感旳靈修， 

或者是一股轉眼即逝的溫暖感覺你就滿足了? 

為甚麼對祂的豐富而不見， 

攔阻祂的慷慨施予，堵塞祂愛的釋放湧流？ 

祢的神無限恩慈，祂知道你的需要。 

寄望在祂身上，為衪的慷慨感謝祂 

並從祂領受安慰。 

 

 

ＩＩ 覲見主面   

親愛主，當這與祢同在的一天 

正在黑夜與寂靜中消逝， 

求你仍伴著我。 

我是否所求太少、幾乎一無所得也滿足？ 

祢恩典的寶藏無窮無盡， 

因何找為了一些轉瞬即逝的溫暖感覺就滿足呢？ 

開我眼目，使我看見祢的豐盛。 

讓我不要攔阻祢慷慨施恩，也不要堵塞祢愛的釋放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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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天 ［2017 年 3 月 22 日(三)］ 

 

經文：詩篇 18 篇                          #70 至寶獻上歌 

 I  聽君一席話   

我推薦給你的是信心的路。 

你的信心須常常活潑有力， 

因為單單藉著它，已足夠引領你到達更完美的境界。 

實際上， 我們大多數人都信心微弱。 

我們不是以信心作為屬靈生活的準則， 

而是以淺薄的靈修自娛。 

這種靈修可能每天變動，而且正是常常如此。 

 

 

ＩＩ 覲見主面   

親愛主，當這與祢同在的一天 

正在黑夜與寂靜中消逝， 

求你仍伴著我。 

要找到祢，惟獨透信心才能堅強有力上路。 

可我太容易捨棄這種信心， 

情願以淺薄的靈修自娛。 

這種靈修可能每天改變，而且正是常常如此。 

其實，在我心靈的旅途上， 

沒有甚麼可以替代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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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天 ［2017 年 3 月 23 日(四)］ 

 

經文：詩篇 19 篇                            #71 奮起歌 

 I  聽君一席話   

縱然千真萬確，屬靈生命的基礎 

是由思念神而培育出來的信心； 

但有時你仍會把神置諸腦後。 

我就是這樣。 

可是我沒有因此不安； 

只要來到祂面前向祂承認軟弱， 

以更大的信靠向祂回轉。 

這是一種能深深榮耀祂、並獲取祂最大恩典的信靠。 

 

 

ＩＩ 覲見主面   

親愛主，當這與祢同在的一天 

正在黑夜與寂靜中過去， 

一日的時光就這樣消逝了， 

當中我卻難得想起祢。 

此刻在漆黑的夜晚我向祢承認軟弱。 

懷著更大的信靠，我把心靈、思想與感情都歸向祢。 

請求祢向我這個善忘的追求者， 

賜下祢最豐富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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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天 ［2017 年 3 月 24 日(五)］ 

 

經文：詩篇 20 篇                          #72 趕快工作歌 

 I  聽君一席話   

如果你真心真意投入尋求神的旨意， 

那麼無論衪以苦難或安慰帶領你都沒有分別。 

不過你可以肯定，當你嘗試去禱告的時候， 

你會經歷靈命乾枯、心靈麻木、艱難苦惱。 

神會試驗你對祂的忠心，這正是大好時刻， 

向衪的旨意降服，作出美好而有效的順服。 

因為即使只是這樣的一個行動 

也能促進你的靈命成長。 

 

 

ＩＩ 覲見主面   

親愛主，當這與祢同在的一天 

正在黑夜與寂靜中消逝， 

求你仍伴著我。 

在今天之中， 

有些時候祢向我靠近， 

近得似乎我可以觸摸到祢； 

但有時祢卻是從未如此的遙遠。 

這些時刻正是考驗我所作的 

向祢忠誠愛、愛戴的宣告； 

此刻也是我向祢的旨意降服的時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