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BSF⼤家庭團結同⼼禱告，會帶來什麼影響？ 

我們深信真實的、改變世界的復興始於禱告。因此我們根據⾺太福⾳每周課程
的啓發，準備了⼀份三⼗周的禱告指南。當你謙卑地跪在全能的造物主⾯前，
以ACTS的禱告模式向祂禱告——頌贊（Adoration）、認罪（Confession）、感
恩（Thanksgiving）、祈求（Supplication）——期盼你在BSF的學習會更深⼊在
你⼼中扎根。 

ACTS禱告模式讓我們定睛仰望上帝，是個親近上帝的簡
單做法。 

頌贊：尊崇上帝的⾏為；敬拜 
我們贊美我們所愛的。過去幾⼗年，曾有不少⼈寫著：「我們⼼愛什麼，就會
變成什麼。」愛上帝就要贊美上帝。我們贊美祂，就會更深地經歷祂、更加愛
祂，並更臻於像祂。這就帶給祂榮耀！頌贊上帝是禱告全⽅位的動⼒。⼀旦察
覺上帝的聖潔，我們就看到⾃⼰的罪，進⽽願意認罪。 

認罪：正式的確認或承認有罪 
認罪⾸先就是承認我們得罪了聖潔的上帝。聖靈以合乎上帝⼼意的憂傷，來感
動我們願意悔改。悔改是導向屬靈成熟與更新的道路。真實的更新單單源⾃上
帝⾃⼰；它的根基是福⾳。上帝為我們的罪付上公義的贖價。明⽩福⾳澤深恩
重，會讓我們⼼懷感恩。 

感恩：歡慶上帝的恩惠或仁慈 
當我們明⽩所擁有的⼀切都是上帝的恩惠，⾃然會⼝中充滿感恩的⾔語。即使
在苦難中，我們因著福⾳的永恆盼望的激勵，便會顯⽰感恩的靈！當我們以感
恩的⼼親近上帝時，我們就會願意獻上以上帝為中⼼的祈求。 

祈求：謙卑的禱告、懇求或代求 
頌贊、認罪、感恩的過程裝備我們先尋求上帝的榮耀，⽽不是追求⾃⼰的意願
和利益。我們的請求是扎根於對上帝及祂的運作的認識。我們對祂傾訴⾃⼰的
⼼意時，向祂獻上祈求幫助我們更加親近祂。為他⼈祈求也促使我們與基督⾥
的弟兄姊妹的關係更為密切，從⽽帶動教會的合⼀。 



導⾔ 

新約聖經、四福⾳書、⾺太福⾳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
活著，不是單靠⾷物，乃是靠上帝
⼝裡所出的⼀切話。’”  ——⾺太
福⾳4:4 

頌贊 

上帝啊，祢是信實的，祢信守祢賜下
的每個應許。沒有任何事⽐信靠上帝 
祢還要好。我的⾁體和我的⼼腸衰
殘；    但上帝是我⼼裡的⼒量，⼜是
我的福分，直到永遠。（詩篇73:26） 

認罪 

天⽗，請饒恕我，當我愚蠢地信靠別
的事物 – 甚⾄良好的事如 友誼、健
康、婚姻、養育兒⼥ – 這⼀切都不
能滿⾜我最深的需要。 

感恩 

感謝主祢話語統⼀⼜美好。感謝主賜
我們研讀⾺太福⾳的機會。感謝上帝
差遣主耶穌，我的君王；統治世上萬
國萬民的君王。 

祈求 

全球：主耶穌，求祢使⽤BSF ⾺太福
⾳的課程讓全世界更多⼈能認識祢並
通過聖靈體驗豐盛的⽣命。 

當地：天⽗，求祢使⽤我的BSF班
級、線上⼩組⼤膽宣揚祢的話語並勇
於抵御⽂化潮流及現代的世俗思想。
願我們能將盼望及永恆的觀點帶給我
們的社區。 

個⼈：天⽗，每當我閱讀禰的話語
時，求祢更新我對祢話語的奇妙感
受。幫助我帶著敬畏、驚嘆、期待及
喜樂的⼼來親近祢話語。 

 

你準備好通過研習⾺太福⾳來
聆聽上帝向你說話嗎?⾺太福⾳

告訴我們，上帝可以使⽤平凡⼈通過
⾮凡的途徑成就祂的旨意。求祂賜你
對祂有更深的信靠並向你顯⽰祂想要
你如何應⽤祂通過今年的學習要給你
的得著。 

Bennett Rolan



第⼀課 

基督的家譜及誕⽣ 

“她將要⽣⼀個兒⼦，你要給他起
名叫耶穌，因他要將⾃⼰的百姓從
罪惡⾥救出來。” ——⾺太福⾳ 
1:21 

頌贊  

我贊美祢，主耶穌基督，祢是我的救
主，我的彌賽亞。祢捨下天堂的榮
光，來到我們⾝邊。祢是永恆的上
帝，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
能。祢道成⾁⾝，來到世上來尋找及
拯救像我這樣的罪⼈。 

認罪 

天⽗，⾺太福⾳1:23 宣稱 “必有童⼥
懷孕⽣⼦；⼈要稱他的名為以⾺內
利。” 請祢饒恕我把注意⼒集中在⽇
常的關注和憂慮上，很少想到祢。當
我沒有像祢所盼望的那樣親近祢的時
候，求祢饒恕我（雅各書4:8）。 

感恩 

謝謝祢，天⽗，差遣祢⾃⼰的兒⼦以
⼀個無助的嬰兒到世上，過著完美無
瑕的⽣活，承受痛苦的死亡——為了
我！ 

祈求 

全球：天⽗，祢將祢的恩典延伸到世
界的每⼀個部落、每⼀種語⾔、每⼀
個民族和每⼀個國家。求祢使⽤祢的
普世教會向全世界展⽰祢的恩典和信
息——耶穌基督已成就並確保每⼀個
相信祂的信徒的永恆救贖（羅⾺書
8:38-39）。 

當地：天⽗，願我的BSF班級/線上⼩
組對於那些感到沒有價值和破碎的⼈
來說，是個友善的避難所。幫助他們
知道他們不是孤單度⽇。主耶穌，祢
是我們所有⼈都需要的救主！ 

個⼈：天⽗，⾺利亞告訴祢「我是主
的使⼥，願意照祢的話實現在我⾝
上。」（路加福⾳1:38）。像⾺麗亞
⼀樣，幫助我把祢的旨意作為我的⾸
要任務。對於那些我無法解釋或理解
的事，幫助我信靠祢。建⽴我的信
⼼，給祢順服所需要的⼀切。 

 

你現在的⽣活中，是否有⼀個領域
讓你覺得順服是困難和昂貴的?把

它寫下來，反思祂如何⼀步步地安撫和
引導⾺利亞和約瑟。求祂給你在你的情
況中正確的下⼀步——⼀定要寫下祂的
答案! 



第⼆課 
彌賽亞的幼兒時期 

“那 ⽣ 下 來 作 猶 太 ⼈ 之 王 的 
在 哪 ⾥ 。 我 們 在 東 ⽅ 看 ⾒ 祂 
的 星 、 特 來 拜 祂 。” ——⾺太
福⾳ 2:2 

頌贊 
上帝，祢掌管萬有。 世上沒有任何事
物、我的⽣命或永恆的⼀切，不在祢
掌管之下（歷代志上29:11-12）。 祢
所作的⼀切都是美善的，為要使祢的
榮耀被⾼舉，並使祢最⾼、最好的旨
意得以成就 （羅⾺8:28-29）。  

認罪 
天⽗，當我認為我在掌管⾃⼰的⽣
命，⽽不是祢；及當我渴望那些單單
屬於祢的知識和能⼒時， 求祢饒恕
我。 求祢饒恕我，因我倚靠的是⾃
⼰，⽽不是安息在祢裡⾯。  

感恩 
主啊，感謝祢， 因祢是我的避難所
（詩篇46:1）。 祢的旨意終必成就。 
我可以毫無掛慮地順服並得到安息。  

祈求 

全球：天⽗，正如祢引導東⽅博⼠來
到耶穌⾯前⼀樣，祈求祢也引領許多
⼈來到祢兒⼦，耶穌基督的⾯前。 我
們祈求主從世界各地吸引許多⼈來謙
恭敬拜耶穌，這位全⼈類的君王。 

當地：天⽗，求主借著BSF，為祢發
光、燃亮真理，顯明耶穌其實是誰。 
我祈求我班级或线上⼩组的每位学员
都能⾏在上帝的光中，並越來越能體
會主耶穌祢的奇妙。  

個⼈：主啊，祢深知萬事。在適當的
時間，指⽰約瑟和⾺利亞該⾛的下⼀
步。願我在⽣命中做抉擇時，都尋求
祢的智慧。 讓我的⼼⾃然地、經常向
祢禱告。  

 

當你刻意思想上帝的偉⼤，以
及祂對你的愛時，那些浮現在

⼼中的單詞與短語，你可以收集起
來，以便在敬拜贊美上帝時使⽤。 



第三課 
施洗約翰與彌賽亞的洗禮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
⾺太福⾳3:2 

頌贊 
主耶穌，贊美祢是世⼈的救主。祢和
我所⽴的新約，應許我罪得赦免，将
上帝的律法刻在我⼼版上，並賜下聖
靈。 祢已經賜我⼀顆新的⼼和新的靈
在我裡⾯ （以西結書36:26）。 

認罪 
天⽗，當我不願意悔改，只靠⾃⼰的
決⼼加倍努⼒要做得更好，卻不願撇
棄⾃⼰的罪，來倚靠祢的⼤能時，求
祢饒恕我。  

感恩 
感謝主，賜下恩典、愛和悔改的喜
樂。 感謝主耶穌，為我除去罪的重
擔。 

祈求 

全球：天⽗，我們祈求在各地參加
BSF研讀⾺太福⾳的每個⼈，都能夠
認知他們需要轉向耶穌，並得到耶穌
的赦免。  

當地：主啊，我祈求在我所居住的城
市的 每位BSF學員，都成為報福⾳喜
訊的使者。 願約翰福⾳3:30的真理，
成為我們每個⼈的⼼志，就如同當時
的施洗約翰⼀樣說: “主耶穌，祢必興
旺，我們必衰微。”  

個⼈：天⽗，求祢使⽤我如同祢使⽤
施洗約翰⼀樣：為基督預備⼈的⼼。
幫助我完全順服於祢對我的計畫，即
使這樣做會使我離開我的舒適圈。引
導我像耶穌⼀樣説“就這樣做吧！” 

 

悔改包括了⼼思意念的改變, 及
⽣命的改變。你願意花⼀些時

間思想⾃從你為罪悔改之後，你的⽣
活和你的思想, 有些什麼改變？你要和
誰分享呢? 



第四課 
耶穌受試探和展開公開傳道事⼯ 

耶穌說：「撒但，退去吧！因為經
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
侍奉他。」——⾺太福⾳4:10 

頌贊 
耶穌，我敬畏祢，祢在世上活出完美
的⼀⽣，沒有犯罪。即使撒旦試探
祢，祢始終沒有嘗試避開⼗字架的痛
苦和磨難。因為祢的犧牲，我因此從
我的罪應得的懲罰得到釋放。 

認罪 
原諒我⼀直嘗試⽤⾃⼰的⼒量與罪爭
戰，忽視了耶穌基督通過聖靈賜給我
的能⼒。饒恕我⽤⾃⼰⼀時的念頭、
情緒與衝動來掌控我的⽇常⽣活。 

感恩 
亞當與夏娃屈服於試探，使⼈類陷⼊
罪中。感謝耶穌⼒拒試探，使我得
勝。感謝祢是能夠體恤我的軟弱的⼤
祭司，因祢也曾凡事受過試探，和我
⼀樣，只是祢沒有犯罪。(希伯來
書 4:15 ) 

祈求 
全球：天⽗啊，我們禱告祢的話語藉
著BSF所有班級與線上⼩組，⼤有能
⼒地傳開，真理被宣告，及我們將祢
的話藏在⼼裡，免得我們得罪祢。 

(詩篇119:11 ) 

當地：主啊，祢的靈強過仇敵的任何
武器。我禱告聖靈在BSF的班級/線上
⼩組中運⾏，祢的話語注滿我們的⼼
思意念，以致我們⼀點都不想令祢不
喜悅。 

個⼈：耶穌，祢已經破除了罪對我的
轄制,我不再受罪的約束；當我⾯對試

探的時候，幫助我以祢的話語做為我
的劍與盾牌。祢⽐我所⾯對的任何試
探更強⽽有⼒。祢是信實的，必不叫
我受試探過於我所能受；在受試探的
時候，總要給我開⼀條出路，叫我能
忍受得住。(哥林多前書10:13 ) 

 

經⽂釋義提到：「沒有任何代
替順服上帝的東西會信守其承

諾。愛慕及敬拜上帝使這貼⾦的世界
失去其光澤。有什麼⽐順服上帝更吸
引你呢？」請你把這試探寫下並常常
帶到上帝⾯前禱告。 



第五課 
登⼭寶訓 （⼀）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前，叫
他們看⾒你們的好⾏為，便將榮耀
歸給你們在天上的⽗。”——⾺太
福⾳5:16 

頌贊： 
主耶穌，只有祢能滿⾜我對公義的迫
切需求。祢沒有罪，在各⽅⾯都是完
美的。羅⾺書10:9說："祢若⼝裡認耶
穌為主，⼼裡信上帝叫祂從死裡復
活，就必得救。" 因著我對耶穌的信
靠，上帝在我⾝上塑造了新的本性，
也看到基督公義的外⾐披蓋在我⾝上! 

認罪： 
主啊，當我通過⾃⼰無效的意志⼒做
各種努⼒，⽽不是通過讀經、禱告和
事奉來獲取祢的⼒量時，請祢原諒
我。當我沒有降服於聖靈的⼯作，⽽
偏離了耶穌 – 我起初的愛時，請祢饒
恕我。 

感恩： 
天⽗上帝，感謝祢，讓我在信靠和順
從祢的過程中越來越像耶穌。感謝祢
在我成⾧的過程中⽤祢的恩典覆蓋了
我。 

祈求： 
全球：祢的話語說："為義受逼迫的⼈
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太福
⾳5:10）天⽗上帝，我們為那些⽣活在
反對基督的宗教和政治制度下的⼈民禱
告；為那些跟隨耶穌，卻持續受到監禁
或攻擊威脅的⼈民禱告。請澆下祢的恩
典，使他們能夠喜樂地堅持下去，並在
他們的⽣活中收穫豐盛的果實；請將禰
無法解釋的喜樂傾注在他們⾝上。 

當地：主啊，我為⾃⼰和在我的BSF班
級/線上⼩組的學員禱告。願我們不滿
⾜於只是裝在鹽罐中的基督徒。約翰⼀
書4:4說，"那在你們裡⾯的，⽐那在世
界上的更⼤"。請幫助我們回應並履⾏
耶穌的呼召，成為鹽和光。無論我們到
哪裡，都會加添上基督的味道，並使基
督的光更明亮地反映出來。 

個⼈：主耶穌，我只靠⾃⾝的資源能
⼒，就會靈命枯竭。只有祢能消除我的
罪孽，使我的⼼純潔。請祢幫助我渴望
祢的公義，就像我渴望下⼀頓飯⼀樣，
要為世界上的罪惡和痛苦⽽哀傷，並渴
求更深的聖潔。現在，在祢賜給我的⽣
命中，請⽤祢最充⾜的喜樂充滿我! 

登⼭寶訓為我們描繪了⼀幅⽣
動細緻的耶穌形象。在其中，

我們看到了許多筆觸描繪了彌賽亞的
⼼。如果你喜歡寫聖經⽇記，你可以
考慮在思考這段經⽂時，畫出聖靈啓
⽰給你的顏⾊和⽂字。 



第六課 
登⼭寶訓（⼆）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
完全⼀樣。”  ———⾺太福⾳5:48  

頌贊 
天⽗，我頌贊祢的慈愛與憐憫，賜下
耶穌來達成我無法做到的完美標準。
耶穌基督，我贊美祢達到我無法企及
的完全。祢是何等慈愛的上帝，賜給
我們與祢建⽴永恆關係所需要的完
全。 

認罪 
天⽗，饒恕我沒有在基督中尋求真正
的義，⽽是尋求外在⾏為的改變。饒
恕我沒有真正打從⼼裡順服祢，⽽是
將討祢喜悅喜悅簡化成該做與不該做
的清單，忽視了內⼼裡罪的根源。 

感恩 
感謝聖靈引領我跟隨耶穌，感謝祢讓
我從⾥⾄外的改變。感謝祢改變我的
⼼思，使我渴慕耶穌所渴慕的，愛耶
穌所愛的。 

祈求 
全球：天⽗，請幫助祢全球的教會⾃
由且毫無限制地愛，甚⾄愛那些企圖
迫害我們的仇敵。⽤我們的愛與禱
告，強有⼒地臨到我們的敵⼈！幫助
我們為他們禱告，就如耶穌在⼗字架
上為祂的敵⼈禱告：「⽗啊，赦免他
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
得。」（路加福⾳23:34） 

當地：主啊，我祈求我的BSF班級/線
上⼩組是個充滿恩典和同理⼼的地
⽅，沒有⼈需要努⼒讓⾃⼰在表⾯上
看起來很好；相反地，能沐浴在美麗
的恩典中，⼀起認識到我們有缺陷的
⼼多麼需要耶穌。 

個⼈：天⽗，我不習慣有所⽋缺！我
希望有成功的感覺！祢的話語告訴我
們說：「虛⼼的⼈有福了，因為天國
是他們的。」（⾺太福⾳5:3）請使⽤
祢的話語和祢的靈讓我看到我是如何
深切地需要祢。幫助我持續不斷地依
靠基督來成⾧。 

 

經⽂釋義提到：“罪的⾏動源
於罪惡的慾望。我們⼀般都接

受或包容⾃⼰以為別⼈看不到的錯
失。” 有什麼個⼈的罪是你最容易容
忍的？使⽤哥林多後書10:3-5 來為你
脫離這個罪禱告。 



第七課 
登⼭寶訓 （三） 

（本週的禱告指南仿照「主禱⽂」⽽不是 ACTS ⽅法。） 

 “你們要謹慎，不可故意在⼈⾯前

表現虔誠，叫他們看⾒，若是這
樣，就不能得你們天⽗的賞賜
了。”——⾺太福⾳ 6:1 

“我們在天上的⽗，願⼈都尊你的名
為聖……” ⽗啊，祢在天上是⾄⾼無
上的——祢是被分別、是聖潔的，無
⼈能與祢相⽐。我在愛及敬畏中敬拜
祢。 

“……你的國降臨，你的旨意成就在
地上如同在天上⼀樣。”   上帝啊,我敬

愛的君王，我服從祢和祢完美的旨
意。我祈求各地的⼈都尊基督為王並
⾂服於祂。主耶穌，我渴望祢再來，
那時祢的國度將毫無對抗地統治在地
上，就如同在天上⼀樣。 

“我們⽇⽤的飲⾷，今⽇賜給我們。”   
上帝啊，唯獨祢是我豐富的供應者。
祢是我所有和我⼀切需要的源泉。主

啊，我今天依靠祢供應我⾝體和⼼靈
所有的需要。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的
債。”   耶穌，祢在⼗字架上還清了我
的罪債。今天我為我個⼈的具體的過
犯尋求祢的寬恕和拯救。主啊，迫使
我務必饒恕別⼈，因為祢已經如此慷
慨地饒恕了我。 

“不叫我們遇⾒試探，救我們脫離凶
惡。”   天⽗，我為我⾃⼰和我 BSF ⼩
組中的每個⼈禱告，使我們認識到我
們對誘惑的脆弱，並尋求祢的保護。
主啊, 我們是軟弱的，需要祢源源不
絕的恩典。我的信⼼在於祢的⼒量
——⽽不是⾃⼰的⼒量。 

 

上帝很⾼興與你共度時光，並
希望你與祂交談。你是否享受

與最瞭解你的那位進⾏美好的⽇常對
話？親近上帝並與祂交談吧。 



第⼋課 
登⼭寶訓 （四） 

"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怎
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因
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太福⾳7:12  

頌贊 
天⽗，祢⼜良善⼜完美，慈愛地賜給
祢的兒⼥美好的禮物。祢能滿⾜我內
⼼最深處的渴望，也總為我的最⼤的
益處著想。"祢既不愛惜⾃⼰的兒⼦，
為我們眾⼈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祂
⼀同⽩⽩地賜給我們嗎？"(羅⾺書 
8:32)  

認罪 
主啊，請饒恕我，當我在⾃我省察之
前指出他⼈的罪 – 不憐憫他⼈，或不
瞭解體恤他⼈可能⾯對的困難或掙
扎。  

感恩 
我要感謝祢天⽗，讓我奇妙地成為祢
的兒⼥。感謝祢讓我擁有這筆墨無法
形容的殊榮，能應邀進⼊祢的寶殿，
與祢親密相交。  

祈求 
全球：天⽗，我祈求祢的教會能向全
世界彰顯祢的恩典。我祈求我們不會
論斷那些跟我們⼀樣失⾜犯罪的⼈。
幫助我們向世⼈展現祢的慷慨寬厚，
並尋求他⼈的永恆福祉。  

當地：主啊，我為我的BSF班級/線上
⼩組祈求，我們能通過研習⾺太福⾳
對祢的恩典和良善有更多的感恩。願
我們越來越能體驗充滿熱誠、滿有信
⼼的祈禱，以及加深對祢的認識。願
我們的⽣命如枝葉茂盛的樹，讓⾝邊
的⼈得到更新和滋養。  

個⼈：天⽗，在我跟他⼈相處互動
時，幫助我把⾃⼰的罪和對主憐憫的
需求擺在眼前。當我看到其他信徒犯
罪時，請賜我願意修復關係的靈，⽽
不是想定他⼈的罪。  

 

⾺太 7:28 告訴我們: "耶穌講完
了這些話，眾⼈都希奇祂的教

訓。" 請花點時間寫下有關耶穌登⼭
寶訓最令你驚奇之處，並感恩主過去
幾個星期給你的啓⽰。 



第九課 
耶穌所⾏的神跡 (⼀) 

 “這是怎樣的⼈，連⾵和海也聽從
他了？” ——⾺太福⾳8:27b 

頌贊： 
主耶穌，我贊美祢因祢有絕對的權
柄。沒有任何反對祢和祢的⽬的的⼒
量最終能夠成功。祢⼀開⼝就能醫治
疾病，抵御狂⾵巨浪,甚⾄制服⿁魔的
對抗。 

認罪： 
主耶穌，請祢饒恕我沒有完全順服祢
的權柄。當我試圖向祢隱瞞我⽣活的
某些⽅⾯，⽽不願意安息在祢安穩的
⼿中時，求祢讓我知道我的罪。 

感恩： 
主耶穌，感謝祢⽤愛培養我的信⼼，
⽤我能理解的⽅式向我揭⽰真理，就
像祢為祢的⾨徒所做的那樣。謝謝祢
向我展⽰祢⾃⼰，尤其是在我⼈⽣的
⾵暴中。 

祈求： 
全球：主耶穌，今天⼈們還是在糾結
這個問題:“這是怎樣的⼀個⼈?”我祈
求他們會越來越認識到祢無可否認的
權柄，並為祢是誰的啓⽰⽽欣喜。 

當地：主啊，請幫助在我的BSF班級/
線上⼩組中的每⼀個⼈，把祢的權柄
看作是值得尋求和珍惜的東西。求祢
幫助我們完全降服，使我們在祢的關
愛下得以興旺。 

个⼈：主耶穌，祢對我⽣命和永恆的
權炳是無可否認及不可避免的。求祢
以對我有獨特意義的⽅式向我展⽰祢
⾃⼰，我在聆聽! 

 

    

詩篇65:5 “拯救我們的上帝
啊，你必以威嚴秉公義應允我

們。你本是⼀切地極和海上遠處的⼈
所倚靠的。65:6 他既以⼤能束腰，就
⽤⼒量安定諸⼭，65:7 使諸海的響聲
和其中波浪的響聲，並萬民的喧嘩，
都平靜了。”在你的⽣活中，什麼情況
像⼀場“⾵暴”?為這事向我們全能的
上帝禱告。 



第⼗課 
耶穌所⾏的神跡 （⼆） 

“但要叫你們知道，⼈⼦在地上有
赦罪的權柄。” ——⾺太福⾳9:6a  

頌贊  
主耶穌，祢是全能的。祢醫治、恢
復，甚⾄戰勝死亡。祢是⽣命的創造
者和給予者。以賽亞書35：5-6 說到
祢： “那時，瞎⼦的眼必睜開；聾⼦
的⽿必開 通 。 那時，瘸⼦必跳躍像
⿅；啞巴的⾆頭必能歌唱。在曠野必
有⽔發 出；在沙漠必有河湧流。” 

認罪 
何西阿書6：6 “說 我喜愛良善（或

譯 ：憐恤），不喜祭祀”  

主耶穌，當我試圖將上帝的律法看為
宗教儀式，⽽不是祢所期望的順服之
⼼時，原諒我。當我對其他罪⼈苛刻
和評判，⽽不是反映祢的憐憫和寬恕
之⼼時，原諒我。 

感恩 

主啊，感謝祢的奇妙恩典，不是我⾃
⼰掙來的，也不是我配得的。感謝
祢，我不會失去作為祢兒⼥的⾝份。

祢對我的愛不是基於我的貢獻，⽽是
基於我的救主基督所做的⼀切。 

祈求 
全球: 主耶穌，祢給破碎的⼈⽣命，給
絕望的⼈希望。我為任何不認識祢是
救主的BSF學員祈禱。通過⾺太福⾳
的學習，願他們對祢慷慨賜的⽣命和
盼望作出回應。讓他們聽到跟隨祢的
呼召，以便他們能夠成為完全的⼈。 

當地: 主耶穌，我祈求在我的BSF班級
/線上⼩組和教會中的⼈能夠順服於
祢那能夠赦免罪的無限權柄和神聖恩
典。願祢吸引他們找到安全的地⽅來
休息和茁壯成⾧。主啊，引領我們進
⼊豐盛的⽣命。 

個⼈:  主耶穌，祢不僅看到我⾝體的
病痛和軟弱；祢也看到我疲憊的⼼
靈。祢在我的處境中看到我。請使⽤
我的處境對我說話——增⾧我的信
⼼。我相信；在我質疑和不相信時幫
助我。 

 

⾺太福⾳ 8-9章⾥的神跡中，哪
⼀個細節對你最有意義？⽤點

時間贊美和感謝上帝，因為通過這些
經⽂祂向你揭⽰了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