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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神爲我們的信心而恆切禱告 
綱  要 

壹 在馬可十一章二十至二十四節,主耶穌教導祂的 

   門徒,要按着神的經綸,憑信爲着執行神的旨意 

   而禱告: 

貳 在路加十八章一至八節主耶穌對門徒講了一個 

   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1 節:    

週一 9/14                                                          *禱讀 

馬可福音 11:22,24 

22 耶穌回答說，你們要信神。 

24 所以我告訴你們，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

甚麼，只要信已經得著了，就必得著。 

馬太福音 7:7-8 

7 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

開門。 

8 因為凡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

就給他開門。 

雅各書 1:5-6 

5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就當求那厚賜眾人，

也不斥責人的神，就必有賜給他的。 

6 只是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因為那疑惑的

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翻騰。 

約翰壹書 5:14-15 

14 我們若照祂的旨意求甚麼，祂就听我們；這是

我們向著祂所存坦然無懼的心。 

15 我們若知道祂聽我們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們

所求於祂的無不得著。 

晨興聖言 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 
第四週,週一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第四章 亞伯拉罕因信稱義; 十字架

的道路(1-2段) 

週二 9/15 

馬可福音 11:23-25 

23 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誰對這座山說，你得挪

開，投在海裡，他若心裡不疑惑，只信他所說的成

了，就必給他成了。 

24 所以我告訴你們，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 

甚麼，只要信已經得著了，就必得著。 

25 你們站著禱告的時候，若向甚麼人懷怨，要免 

他，好叫你們在諸天之上的父，也赦免你們的過犯。 

馬太福音 18:19-20 

19 我又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若有兩個人在地

上，在他們所求的任何事上和諧一致，他們無論求

甚麼，都必從我在諸天之上的父，得著成全。 

20 因為無論在那裡，有兩三個人被聚集到我的名

裡，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 

馬太福音 21:21-22 

21 耶穌回答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

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無花果樹上所發生的事，

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得挪開，投在海裡，也必成就。 

22 你們禱告，無論求甚麼，只要信，就必得著。 

撒迦利亞書 4:6-7 

6 他回答我說，這是耶和華給所羅巴伯的話，說，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權勢，不是倚靠能力，

乃是倚靠我的靈。 

7 大山哪，你算甚麼？在所羅巴伯面前你必成為平

地；他必搬出那塊頂石，人必大聲歡呼，說，願恩

典恩典，歸與這石。 

晨興聖言 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 
第四週,週二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第四章 十字架的道路(3-8段) 

週三 9/16 

路加福音 18:1-3,7 

1 耶穌又對他們講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

可灰心，說， 

2 某城裡有一個審判官，不懼怕神，也不尊重人。 

3 那城裡有個寡婦，常到他那裡，說，我有一個對

頭，求你給我伸冤。 

7 神的選民晝夜呼籲祂，祂縱然為他們忍耐著，豈

不終久給他們伸冤麼？ 

哥林多後書 11:2 

2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們，因為我曾把你們許配

一個丈夫，要將一個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 

彼得前書 2:20-21,24-25 

20 你們若因犯罪挨拳打而忍耐，有甚麼可誇耀的？

但你們若因行善受苦而忍耐，這在神乃是甜美的。 

21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

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祂的腳蹤行； 

24 祂在木頭上，在祂的身體裡，親自擔當了我們

的罪，使我們既然向罪死了，就得以向義活著；因

祂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25 你們好像羊走迷了路，如今卻歸到你們魂的牧

人和監督了。 

彼得前書 3:14,17 

14 你們就是因義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

威嚇，也不要驚慌； 

17 如果神的旨意要你們因行善受苦，總強如因行

惡受苦。 

晨興聖言 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 
第四週,週三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第四章 「那一個子孫」 

週四 9/17 

以賽亞書 45:15 

15 救主以色列的神阿，你實在是自隱的神。 

以賽亞書 8:17 

17 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顧雅各家的耶和華，我也要

切切仰望祂。 

彼得前書 3:14,17 

14 你們就是因義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

威嚇，也不要驚慌； 

17 如果神的旨意要你們因行善受苦，總強如因行

惡受苦。 

彼得前書 4:13-16,19 

13 倒要照著你們有分於基督苦難的多少而歡樂，

使你們在祂榮耀顯現的時候，也可以喜樂歡騰。 

14 你們若在基督的名裡受辱罵，便是有福的，因

為榮耀的靈，就是神的靈，安息在你們身上。 

15 你們中間卻不可有人因為是殺人的、或偷竊的、

作惡的、或好管閒事的而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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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但若因是基督徒受苦，卻不要羞恥，倒要因著

這名榮耀神。 

19 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也要在善行上，將

他們的魂交與那信實的創造主。 

以斯帖記 4:14 

14 此時你若閉口不言，猶大人必從別處得解脫，

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就必滅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

位分，不是為現今這樣的時機麼？ 

晨興聖言 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第
四週,週四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第四章 第一次受試驗─生以實瑪利 

週五 9/18 

啟示錄 6:9-11 

9 羔羊揭開第五印的時候，我看見在祭壇底下，有

為神的話，並為所持守的見證被殺之人的魂。 

10 他們大聲喊著說，聖別真實的主人，你不審判

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幾時？ 

11 於是有白袍賜給他們各人，又有話對他們說，

還要安息片時，等著一同作奴僕的，和他們的弟兄，

就是那些將要也像他們一樣被殺的，滿足了數目。 

啟示錄 8:1-6 

1 羔羊揭開第七印的時候，天上寂靜約有半小時。 

2 我看見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枝號賜給

他們。 

3 另一位天使拿著金香爐，來站在祭壇旁邊，有許

多香賜給祂，好同眾聖徒的禱告獻在寶座前的金壇

上。 

4 那香的煙同眾聖徒的禱告，從那天使手中上升於

神面前。 

5 那天使拿著香爐，盛滿了壇上的火，丟在地上，

於是有雷轟、聲音、閃電、地震。 

6 拿著七號的七位天使，就豫備要吹號。 

晨興聖言 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 
第四週,週五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第四章應許的原則和以實瑪利的原則 

週六 9/19 

路加福音 18:8 

8 我告訴你們，祂要快快的給他們伸冤了。然而，

人子來的時候，在地上找得到信心麼？ 

羅馬書 1:17 

17 因為神的義在這福音上，本於信顯示與信，如

經上所記：“義人必本於信得生並活著。” 

加拉太書 2:20 

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

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

裡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裡，與祂聯結所

活的，祂是愛我，為我捨了自己。 

加拉太書 3:22,26 

22 但聖經把眾人都圈在罪裡，好叫那以信耶穌基

督為本的應許，可以賜給那些信的人。 

26 因為你們眾人藉著相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

子。 

約翰福音 14:19 

19 還有不多的時候，世人不再看見我，你們卻看

見我，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 

哥林多後書 1:9 

9 自己裡面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信靠自己，

只信靠那叫死人復活的神； 

以弗所書 3:8 

8 這恩典賜給了我這比眾聖徒中最小者還小的，叫

我將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當作福音傳給外邦人， 

啟示錄 20:4,6 

4 我又看見幾個寶座和坐在上面的，有審判的權柄

賜給他們。我又看見那些為耶穌的見證、並為神的

話被斬者，以及那些沒有拜過獸與獸像，額上和手

上也沒有受過牠印記之人的魂，他們都活了，與基

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6 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聖別了，第二次的

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他們還要作神和基督的祭

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晨興聖言 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 
第四週,週六 

詩 歌  中文大本 565 

主日 9/20  哈利路亞，榮耀歸主 

耶利米書 17:7-8 

7 信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可信靠的，那人有福了。 

8 他必像樹栽於水旁，沿河邊紮根，炎熱來到並不
懼怕，葉子仍必青翠，在乾旱之年毫無罣慮，而且
結果不止。 

約翰福音 14:26 

26 但保惠師，就是父在我的名裡所要差來的聖靈，
祂要將一切的事教導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
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羅馬書 8:26,28,34 

26 況且，那靈也照樣幫同擔負我們的軟弱；我們
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那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
嘆息，為我們代求。 

28 還有，我們曉得萬有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
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34 誰能定我們的罪？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
已經復活了，現今在神的右邊，還為我們代求。 

加拉太書 5:6 

6 因為在基督耶穌裡，受割禮不受割禮，全無效力；
惟獨藉著愛運行的信，纔有效力。 

提多書 3:15 

15 同我在一起的眾人都問你安。請代問那些因信
愛我們的人安。願恩典與你們眾人同在。 

雅各書 5:17 

17 以利亞是與我們性情相同的人，他懇切禱告，
求不要降雨，雨就三年零六個月不降在地上。 

彼得後書 1:1 

1 耶穌基督的奴僕和使徒西門彼得，寫信給那些因
我們的神和救主，耶穌基督的義，與我們分得同樣
寶貴之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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