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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紀念耶穌受難復活 40 天靈修禁禱日程 
   

為紀念並效法主耶穌 40 天在曠野禁食禱告，歷代

的基督徒每年在這時節，會特別用 40 天禱告親近主，

尋求聖靈光照，自我省察，認罪悔改，脫離世界價值

體系的轄制與汙染，讓   神潔淨，醫治並完全掌管我們

的內心，更明白  神對我們個人與祂的國度的旨意與計

畫，好重新調整人生方向與焦點，勇敢踏實地活在天

國的福音裡！  

3/26(一)～4/1(日)是教會年曆中重要的聖週，其中包括  : 

聖餐設立日(星期四) 

                             受難日(星期五) 

                             守夜節(星期六) 

4/1(主日) 復活節 ─ 慶祝耶穌基督復活的復活節 

在這期間，藉著讀經、默想、禱告，紀念耶穌基

督為我們所成就的救恩，尤其是體會祂的慈愛、謙

卑、勇敢、孤寂與犧牲，懇求聖靈引導我們敞開心去

親近主、悔改、離棄老我與罪，深刻地經歷耶穌的赦

免與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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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操練~ 

1. 請選擇一天中不受打擾的時段(15-30 分鐘)及個人安

靜的地方，帶著聖經、筆記本，來到主前。 

2. 禁食與否，不是最主要的目的，更不是   神計分的

標準(神看重內心)，若身體狀況許可禁食，也有此

渴望，可以善用進食用餐的時段，來到主前，讓  

神的同在，  神的話語滿足內心的飢渴與空虛，這

是很寶貴的操練，然而操練本身不是目的，目的乃

是不受打擾的親近   神，(也有人選擇在這段時間不

看電視，都是為了空出時間及內心的空間，讓聖靈

運行施恩)。 

3. (1) 以禱告開始，宣告主的同在，感謝聖靈會光照引 

      導這段時間。 

(2) 默想列出的經文。 

(3) 全人全心回轉到主前，求   神對你說話，安靜傾 

      聽。 

(4) 以禱告回應  神透過經文及你安靜時對你說的話， 

       (感謝  神同在，以認罪，向  神傾訴自己的需要， 

       掙扎以及心中的渴望，順著聖靈的感動向   神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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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讚美！) 

     (5) 再次把自己交託給全知、全能、全愛的主。 

     (6)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光照，引導，提醒，安慰等， 

           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7) 即使錯過一天，也不必灰心自責，只要再照原訂 

          的時間重新出發，主仍在那裡等候與你相會。 



 
 

4 

2/28(三) 馬太福音 4:1-4 

懇求聖靈引導這 40 天的靈修日程尋求主面，並求   

神賜飢渴慕義的屬靈胃口，將 神的話當作食物吃了

成為靈命日糧。背 4:4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3/1(四) 馬太福音 4:5-7 

懇求聖靈光照自己對待  神的態度在哪些方面試探  

神，要求  神按自己的想法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並為此

悔改。背 4:7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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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五) 馬太福音 4:8-11 

世上的榮華、權位，在你心中佔有什麼位置？ 求

聖靈顯明，幫助我們在  神真理的光中看見自己的本相，

更求聖靈賜恩典棄絕這些物質、虛榮的霸佔，使你的

心能單單敬拜事奉主！ 背 4:10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3/3(六) 馬太福音 4:12-16 

祈求聖靈的大光照進你我內心的黑暗，以及渴望

用各種東西充滿的內心曠野，以真我與主坦誠相交，

傾聽主對你心說話。背 4:16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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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日) 馬太福音 4:17 

求 神幫助你我察覺「天國的確臨近」我們，也求

聖靈施恩幫助我們在天國君王的憐憫與權柄中，真誠

悔改。 背 4:17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3/5(一) 馬太福音 4:18-22 

留心傾聽耶穌對你的呼召，求問聖靈幫助你明白

在目前的處境中該捨棄什麼，才能真實地跟隨耶穌，

與主坦誠交談。 背 4:19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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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二) 馬太福音 4:23-25 

懇求耶穌在與你的相會時間及你參加聚會或花時

間讀經時，教導你「天國的福音 」，並求聖靈引導你把

自己的一切軟弱、破碎，屬靈和肉體的病痛(嫉妒、記

恨、貪婪、憤怒……)及創傷、憂慮，通通帶到耶穌面

前，懇求祂醫治、潔淨、釋放、掌管！ 背 4:23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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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第五章 –在悔改中得釋放與更新 

 

3/7(三) 馬太福音 5:1-5 

主耶穌關切你我的內心，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

發出」(箴 4:23)。留心傾聽主耶穌對你的心說話，讓聖

靈光照你的心，幫助你謙卑悔改，領受「耶穌的心 」！ 

背 5:3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3/8(四) 馬太福音 5:6-10 

這五種心態是你我蒙福的關鍵 - 得飽足、蒙憐恤、

看見  神、彰顯   神，擁有天國一切的豐盛，懇求聖靈

賜下持久的渴慕，讓這些天國子民的特質一一塑造在

你的生命中，成為你我「內心的常態 」。 背 5:8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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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五) 馬太福音 5:11-16 

為主的名受逼迫(被家人、親友責罵、拒絕….)然

而卻是使我們成為「世上的光和鹽」必須的鍛鍊，祈求

聖靈把我們提升到主的同在中，在   神的大愛與大能中

謙卑領受內在生命的模塑。 背 5:16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3/10(六) 馬太福音 5:17-26 

  我們的言行舉止，是非判斷的依歸是世界的道德

觀、價值觀、還是主耶穌的教導？需要聖靈光照，幫

助我們正視自己的真相。感謝主，耶穌的寶血大有能

力，可潔淨、破除世界來的轄制，更能重新塑造你我

的內心世界。 背 5:23-24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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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日) 馬太福音 5:27-37 

  請用主耶穌這裡的教導來審察你所處的世界和你

的內心，求主施恩賜下屬靈的洞察力和謙卑悔改的

心，信靠   神話語的大能，在試探中經歷耶穌的聖潔與

節制。背 5:37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3/12(一) 馬太福音 5:38-48 

登山寶訓中一半的教導是「我們和別人的關

係 」，如何對待傷害我的人？我們的「愛」與「饒恕」

有條件嗎？主耶穌十字架上捨命的愛與饒恕有條件

嗎？懇求天父的愛充滿你，甚至滿溢到你無法愛的人

身上。 背 5:44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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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第六章 ─ 進入內室與主傾談 
 

3/13(二) 馬太福音 6:1-4 

 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光，世上的鹽，應彰顯出

天父的光明與美善，但在行善時不可張揚，為要得人

稱讚！懇求聖靈引導，身邊有誰需要賙濟與幫助，再

暗中去做，也求   神光照我們的動機，除去自私自義而

讓   神的愛滿溢出去！ 背 6:4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3/14(三) 馬太福音 6:5-15 

 懇求聖靈教導我們進入內室的禱告，幫助我們與

天父坦誠交談，並傾聽   神要對我們說的話，默想主禱

文如何成為你的禱告。背 6:6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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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四) 馬太福音 6:9-18 

 主耶穌教導我們如此禱告並非單執著於字句，乃

是要我們承認並宣告天父的至尊至聖和祂的權柄統管

萬有，並親自和這位天父「有個人的」相交－祈求所

需，祈求饒恕、保護及勝過試探，是每天各種狀況中

最適切的禱告模式。讓我們全心進入這樣的禱告生

活。背 6:13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3/16(五) 馬太福音 6:19-24 

默想 (1) 我的財寶在哪裡？我把我的生命投注在哪裡？  

         (2) 我心靈的眼睛明亮嗎？ 我的內心沐浴在 神 

              的光照之中嗎？ 

         (3) 我服事哪個主？是天父上帝嗎？還是金錢？仕

途？……求   神光照，使你我真誠悔改。背

6:24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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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六) 馬太福音 6:24-27 

你為生活憂慮嗎？你知道你有一位愛你且掌管萬

有的天父嗎？請留心聽耶穌對你、我的心說話，明白

撒旦要用憂慮傷害，甚至殺害世人，懇求聖靈光照，

揭穿惡者的計謀，破除憂慮的堅固營壘。背 6:26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3/18(日) 馬太福音 6:28-34 

 默想 6:8 及 32-33 天父「知道」我們所有的需要，

祂必眷顧你(v.30)，請注視這位眷顧施恩的天父，接受

耶穌的吩咐: 「先求   神的掌管和   神的公義良善 」且

「不為明天憂慮」，好好與主談談，將憂慮一一交託給

主。背 6:34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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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第七章除去虛假，結出聖靈的果子 

 

3/19(一) 馬太福音 7:1-5 

 我們活在一個充滿比較、評鑑、競爭、排擠的世

界，常聽到對人、對事的各種批評論斷，而發言者多

半有理由，有證據，甚至認為自己是公正的。求 神

憐憫我們，降服在聖靈的光照下，能看見自己的「樑

柱」，而謙卑悔改，靠主不再自以為義的被世界的模式

牽絆套牢。背 7:2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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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二) 馬太福音 7:7-11 

主耶穌再次提醒，我們的天父只會把「好東西」賞

賜給求祂的人，所以我們可以放心向「慈憐大能」的天

父祈求，懇求聖靈幫助我們調整禱告的心態 ─ 按著

7:8 的應許，有信心的不斷祈求、尋找、叩門，直到

「不誤事的天父」將祂的美意成就在你、我身上。 

背 7:11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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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三) 馬太福音 7:12-14 

神賜給我們人際關係的「黃金定律」─「將心比

心，照自己希望別人對待我的方法去待人，而不是看

別人怎樣對我，才斟酌回應」，這值得自省，也求聖靈

賜謙卑及勇氣去遵行。進入上帝國的路的確窄小、崎

嶇，但主耶穌降世走在我們前面，祂留下受苦，忍

耐、饒恕、施恩的榜樣，在默想中將自己交託給主，

靠聖靈的大能，選擇跟隨耶穌的腳蹤行。背 7:12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17 

3/22(四) 馬太福音 7:15-20 

耶穌最痛恨的就是假冒為善，祂來就是要救我們

脫離這種表裡不一、自欺欺人的生命狀態，賜我們自

由與安息，真實地活在祂的恩典與引導中。懇求聖靈

光照你生命的真相，是活出聖靈果子的好樹，還是努

力維持形象卻中空枯竭的兩面人？到主面前接受祂在

十架上所流寶血的赦罪大能，除去生命中一切的虛

假，經歷 神慈愛的修剪與磨塑。背 7:20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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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五) 馬太福音 7:21-23 

主啊！懇求祢赦免我時常有口無心的稱祢為主，

卻照自己意思行事為人，渴求人的肯定與自己的成就

感！求祢賜我決心悔改，由內心敬畏尊崇祢，承認並

宣告，祢不但是宇宙的主宰，更是我生命的主！背

7:21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3/24(六) 馬太福音 7:24-29 

回顧耶穌在馬太 5-7 章登山寶訓的教導，懇求聖靈

光照你內心，是否順服、遵行   神向你指出的真理？謙

卑建造生命不再只建造門面？求   神施恩使我們能踏實

行道。背 7:24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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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默想耶穌的受難與受死 

                             紀念耶穌的受苦與受死 

 

    從今天開始默想耶穌的苦難與受死，並謙卑與主同

走苦路。 

 

3/25(日) 馬太福音 20:17-28 第三次預言受難 

耶穌面對十字架的苦難，門徒卻都爭左右丞相高

位，求聖靈幫助我們這些自認是主門徒的人留心聽主

說「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什麼」，「我所喝的這杯，你們

必要喝」！  

默想耶穌捨命立下的榜樣 ─ 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作僕人，甚至捨命！ 背 20:28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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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一) 馬太福音 21:1-11 主騎驢進耶路撒冷 

萬王之王耶穌基督是溫柔的王，祂不騎高大的駿

馬，以征服者姿態進入聖城，反而選擇騎上小驢駒，

正如祂道成肉身，住在被強權統治的猶太百姓中，不

張揚、不造勢，懇求聖靈感動我們全心歡迎這位應當

稱頌，配得讚美的和平君王！背 21:9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3/27(二) 馬太福音 21:12-16，23-27 耶穌潔淨聖殿 

耶穌有權柄潔淨聖殿嗎？祂有權柄潔淨你的內心

嗎？你我的內心是遵主為聖的禱告殿，還是窩藏了想

要賺得世界的規劃與行為，或不知不覺成了與世界達

成交易的場所？求  神憐憫、光照，賜謙卑悔改的恩

典，讓祂全然潔淨你內心的每個角落！ 背 21:22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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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一) - 4/1(日)是教會年曆中重要的聖週， 

其中包括  ： 

聖餐設立日(星期四)       

受難日(星期五)     

守夜節(星期六)   

 

在這期間，藉著讀經、默想、禱告，紀念耶穌基

督為我們所成就的救恩，尤其是體會祂的慈愛、謙

卑、勇敢、孤寂與犧牲，懇求聖靈引導我們敞開心去

親近主、悔改、離棄老我與罪，深刻地經歷耶穌的赦

免與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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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三) 馬太福音 22:34-40 最大的誡命 

耶穌進入聖殿傳 神的道，許多宗教領袖與祂辯

論、試探祂，甚至想拿祂的話柄陷害祂，主耶穌卻真

誠實意的宣告最大的誡命是全心「愛」  神與「愛」人

如己！懇求聖靈引導我們在耶穌的「愛」中領受如此

全然不保留的「愛」，以愛回應 神與人親密相交的渴

望！背 23:37-39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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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四) 馬太福音 24:1-14 耶穌降臨的豫兆 

世界各地都有人預言末日來臨，我們當留心傾聽

主耶穌在馬太 24、25 章的教導。求 神幫助我們不被

迷惑、不至驚慌，而要預備我們的心，靠主忍受苦

難，不法的事增多也不受影響。愛主的心、憐憫世人

的心更加被聖靈挑旺，仰望復活主的降臨。背 24:13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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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五) 馬太福音 26:1-16 用計殺主，香膏抹主，猶大

賣主 

了解這四種人(宗教領袖、用香膏抹主的女人、門

徒們、猶大)的心態嗎？我對主的心又如何？求聖靈光

照顯明，並來到充滿憐憫和耐心向門徒說明祂即將被

釘十架的主耶穌面前， 

─思想─ 

你我能為主的受難受死與安葬作什麼美事，使主

的心得安慰？背 26:13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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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六) 馬太福音 26:19-35 設立聖餐，預言彼得不認主 

耶穌在世上的最後一晚，與門徒一起吃逾越節的

晚餐， 神以大能拯救以色列人脫離埃及奴役，得自

由進迦南美地。即便耶穌不止三次告訴他們，祂將被

賣受死，他們仍認不出祂就是要代替世人贖罪的 ─ 真

神羔羊，懇求聖靈幫助我們聽明白主在這裡所說的每

一句話，也顯明我們心中的不信、不順服、不願付代

價承認耶穌是主的膽怯，並來到主面前深深悔改！ 

背 26:27-28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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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日) 馬太福音 26:36-46 客西馬尼園的禱告 

聖靈啊！帶我進到客西馬尼園，與主耶穌一起儆

醒禱告，使我在靈裡看見主耶穌的汗珠如血點落下，

與祂同心祈求  ─ 為自己的掙扎，渴望也如此呼求「我

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祢的意思！」背 26:41a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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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一) 馬太福音 26:47-56 捉拿耶穌，門徒四散 

猶大用與耶穌親嘴的暗號出賣耶穌，而耶穌卻稱

他為「朋友」，這是何等的胸襟！耶穌寧可要父的旨

意，讓經上的預言應驗，也不願求天父差遣天使營

救，祂一生只有一個目的──為要應驗成就父神的救

恩計畫！懇求天父對世人委身拯救的犧牲之愛，聖子

耶穌委身順服的捨命之愛傾倒在我們心中！漫過我們

全人全生命吧！背 26:56a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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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二) 馬太福音 26:57-68 公會前受審 

耶穌被捉到大祭司該亞法那裡，祭司長和全公

會，尋找假見證控告耶穌，要治死祂，卻都沒有證

據，耶穌也都不言語。 最後大祭司問祂:「你是不是  神

的兒子基督？」耶穌立即回答: 「是的！你們將來要看

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著天上的雲降臨！」大

祭司無法相信這是真的，而認定耶穌說潛妄的話，是

該死的！ 

懇求聖靈開啟我們的心相信，尊崇祂真是基督，

並堅心盼望祂榮耀的再來，存敬畏儆醒的心活每一

天。背 26:64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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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三) 馬太福音 27:11-14，20-26 在彼拉多前受審 

門徒已四散，彼得也三次不認主，耶穌孤單一人

被綑綁，解去交給羅馬政府設立的巡撫彼拉多，連彼

拉多也查不出耶穌有什麼罪，他知道猶太宗教領袖是

因嫉妒才想治死耶穌，但眾人被挑唆，狂喊釘祂十字

架！釘祂十字架，反而要釋放殺人強盜巴拉巴，棄絕

從 神而來的耶穌基督！ 

懇求聖靈帶我們回到那個場景，也看見自己多少

次拒絕耶穌，等於把祂重釘十字架，我們多麼需要透

徹的光照，察覺深處對耶穌的冷漠拒絕，真實的認

罪，深切的悔改！背 27:11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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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四) 馬太福音 27:27-37 耶穌被羞辱，被釘十字架 (參

照路加 23:33,34) 

彼拉多問耶穌「你是猶太人的王嗎？」兵丁鞭打了

耶穌後用荊棘編作冠冕，戴在血肉模糊的耶穌頭上，

譏誚祂「恭喜猶太人的王啊！」打祂、吐唾沫在祂臉

上；最後把祂釘在十字架上，罪狀上寫著「這是猶太人

的王耶穌。 」 

懇求聖靈帶我們來到十字架下，抬頭仰望耶穌，

坦誠自問 ─「我是怎樣對待這位和平之君？比兵丁好

到哪裡去？ 」背 27:33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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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五) 馬太福音 27:38-50 十架上的呼喊 (參照路加

23:39-47) 

懇求聖靈恩領我們安靜停留在耶穌的十字架前，

聽聽人們的譏誚 ─ 為什麼耶穌不救自己脫離這椎心的

痛，喘不過氣來的撕裂，撲天蓋地的孤單！為什麼耶

穌大聲喊出「我的 神，我的 神為什麼離棄我？」主

耶穌如此淒慘的被死亡打倒，雖然在正午，遍地都陷

入黑暗！(路加 23:44-47)  

我的心要在此靜默！背 27:37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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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六) 馬太福音 27:51-56 〈受難日〉聖殿的幔子從上

到下裂為兩半 (參照約翰 19:31-37) 

耶穌斷氣時，「聖殿中的幔子忽然『從上到下』裂

為兩半，地也震動，磐石崩裂，甚至墳墓開了已睡聖

徒的身體多有起來的…」看守耶穌的百夫長和士兵看

到這些奇異的現象，深被震撼，極其害怕，開始相信 

─「這真是 神的兒子！」主啊！  懇求祢開我們的心

竅，也由衷敬拜祢「真是 神的兒子！」求更新我對祢

的敬畏與敬拜！背 27:51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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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日) 馬太福音 27:57-66 安放耶穌於新墳，士兵封石

把守 

懇求聖靈賜給我們哀慟的心，和那些跟隨耶穌的

婦女及門徒約翰，不離開耶穌的十字架，跟著亞利馬

太的約瑟和尼哥底母(約翰 19:38-42)，看見他們將耶穌

的身體安放新墳裡。我們的主的確安睡在新墳裡，但

死亡的權勢因祂的死而被擊潰，死亡要被得勝吞滅，

因為耶穌明天必照祂的預言，從死裡復活，為祂的犧

牲，我們心生感動，但卻充滿盼望，因主必要復活！ 

背 27:58-59 

記下主對你說的話；以及自己對  神的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