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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南 
本靈修資料以2月講道主題「神的名字」為藍本，旨在幫助沒

有靈修習慣的弟兄姊妹建立穩定的靈修生活，以神的話語為

生活泉源。當然，也歡迎有穩定靈修生活的弟兄姊妹使用。 

以下是使用指南，可參考以建立習慣﹕ 

時間﹕任何時間，但全程需要不間斷的15-30分鐘 

地點﹕可以讓你專心的地方  

人物﹕自己、或與你一起靈修的家人、朋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天重覆以下 4 個環節﹕ 

1. 聽/唱詩歌 (大約5分鐘) 

當天的詩歌與題目及經文有關。以電話掃瞄二維碼，到

YouTube聽詩歌，讓自己安靜，閱讀歌詞，也可以開口唱詩

歌。 



 

 

2. 閱讀/聽經文 (5-10分鐘) 

第1及7天是相同的講道經文。其餘是與主題相關的經文。

第7天可整理整星期的經文及講道帶出的信息。 

每天慢慢閱讀經文2-3次，嘗試找出重覆的字詞及重點。 

 

3. 思想靈修問題 (10分鐘) 

觀察題﹕觀察經文重點，從經文或詩歌歌詞中找找答案 

理解題﹕嘗試從前文後理理解經文的意思 

應用題﹕ 想想經文如何應用在生活上 

 

4. 祈禱 (5-10分鐘) 

禱告有 4 方面，可以按著每天內容禱告﹕ 

敬拜﹕把你對神的讚美說出，宣告祂是你的神 

認罪﹕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

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一 1:9)  

感恩﹕數算神對你的恩典，感謝衪的賜予 

祈求﹕把你所需要的告訴神，求神按衪的心意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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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名字 – 耶和華 (1月31日)  
  

詩歌 (5分鐘) 

有一位神   

 

選讀經文 (請慢讀2-3次)(5-10分鐘) 

出埃及記 3: 13-22 

自評問題 

請自評你對耶和華的信心 (10分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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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思想問題 (10分鐘) 

觀察﹕耶和華有什麼屬性 (衪是如何的神)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理解﹕ 「耶和華是我的名」(14 節)，「耶和華」這個名字有什麼

意思?  (如不能從經文理解，可上網找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應用﹕ 當你認識耶和華的屬性，如何讓你對衪更有信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禱告內容 (10分鐘) 

敬拜﹕ 

讚美耶和華的屬性 - 自有永有、永恆的、成事的、行奇事的、創

造的、有權柄審判的、唯一的、有恩典慈愛的 

認罪﹕  

為今天沒有遵行主心意的事認罪、求主赦免  

感恩﹕   

為今天的三件事感恩  

祈求: 

為三件香港有需要的事、為你今天所需要的求告主，求主按衪的

心意成就  



 

 

耶和華是永恆主  (2月1日) 
  

詩歌 (5分鐘) 

永恆的袮    

 

選讀經文 (請慢讀2-3次)(5-10分鐘) 

耶利米書 10: 1-16 

靈修思想問題 (10分鐘) 

觀察﹕地上的政權與耶和華在能力上有什麼分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理解﹕ 耶利米先知說﹕「敬畏袮本是合宜的」(7 節)，「敬畏」與

耶和華永恆的屬性，有什麼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應用﹕ 當你面對失望時，如何靠永恆的主給你盼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禱告內容 (10分鐘) 

敬拜﹕ 

讚美耶和華是永恆的、滿有能力的、賜盼望的 

認罪﹕  

為今天沒有遵行主心意的事認罪、求主赦免   

感恩﹕   

為今天的三件事感恩  

祈求: 

為世界的政權回歸主的心意祈禱、為你今天所需要的求告主，求

主按衪的心意成就  



 

 

耶和華是愛   (2月2日) 
  

詩歌 (5分鐘) 

     

 

選讀經文 (請慢讀2-3次)(5-10分鐘) 

出埃及記 34: 1-10 

靈修思想問題 (10分鐘) 

觀察﹕耶和華如何彰顯衪對人的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理解﹕ 耶和華如何是又「公義」、又「慈愛」的神? 不矛盾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應用﹕ 耶和華最顯注的特質是愛，可以在你身上數算主對你的愛

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禱告內容 (10分鐘) 

敬拜﹕ 

讚美耶和華是滿有慈愛的、憐憫的、公義的  

認罪﹕  

為今天沒有遵行主心意的事認罪、求主赦免  

感恩﹕   

為神在你身上所彰顯的愛感恩   

祈求: 

為普世教會及樂泉堂的發展和你今天所需要的求告主，求主按衪

的心意成就  



 

 

耶和華的地位至高 (2月3日) 
  

詩歌 (5分鐘) 

     

 

選讀經文 (請慢讀2-3次)(5-10分鐘) 

詩篇 47 篇 

靈修思想問題 (10分鐘) 

觀察﹕如何稱頌耶和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理解﹕ 為什麼要稱頌耶和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應用﹕ 在你心中，有沒有人/事地位高過耶和華? 你願意以耶和華

為最高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耶和華永遠至高   



 

 

禱告內容 (10分鐘) 

敬拜﹕ 

讚美耶和華永遠至高、地位無可替代   

認罪﹕  

為今天沒有遵行主心意的事和心中有人/事地位高於神認罪、求主

赦免   

感恩﹕   

為今天的三件事感恩    

祈求: 

求主感動你身邊三位未信主的人認識福音、為你今天所需要的求

告主   



 

 

保護你的耶和華  (2月4日) 
  

詩歌 (5分鐘) 

     

 

選讀經文 (請慢讀2-3次)(5-10分鐘) 

詩篇 121 篇 

靈修思想問題 (10分鐘) 

觀察﹕耶和華的保護有什麼特別之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理解﹕ 如何理解「免受一切的災害」? 是否代表一凡風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應用﹕ 你有沒有正經歷困難? 如何可以倚靠耶和華的保護渡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要向高山舉目     



 

 

禱告內容 (10分鐘) 

敬拜﹕ 

讚美耶和華是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的     

認罪﹕  

為今天沒有遵行主心意的事和心中有人/事地位高於神認罪、求主

赦免     

感恩﹕   

為你經歷過耶和華對你的保護而感恩 

祈求: 

為你有信心以耶和華的保護渡過困難求告主，為你身邊正經歷困

難的人求主的保護   



 

 

成事的耶和華  (2月5日) 
  

詩歌 (5分鐘) 

     

 

選讀經文 (請慢讀2-3次)(5-10分鐘) 

以賽亞書 55: 8-13 

靈修思想問題 (10分鐘) 

觀察﹕耶和華成事的結果如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理解﹕ 耶和華說﹕「我的道路/意念高過你們的道路/意念」，是

什麼意思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應用﹕ 你有沒有為不斷祈求的事先求問神的心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神的路最美善   (純音樂) 



 

 

禱告內容 (10分鐘) 

敬拜﹕ 

讚美耶和華是全知又全智的神，所有受造之物和衪所應許所發生

的事都是美好的。   

認罪﹕  

為沒有求問神的心意、遵行主心意的事認罪求主赦免    

感恩﹕   

感謝神的顧念，為你安排最好的 

祈求: 

將你想要的事求問神的心意，求告神為你成事，樂意接受主的安

排 



 

 

神的名字 – 耶和華 (2月6日)  
  

詩歌 (5分鐘) 

耶和華坐著為王    

 

選讀經文 (請慢讀2-3次)(5-10分鐘) 

出埃及記 3: 13-22 

自評問題 

請自評你對耶和華的信心 (10分為最高) 

  

 

 

如你仍對耶和華的信心不足，歡迎你與教牧約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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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思想問題 (10分鐘) 

Q1﹕今天講道的重點是什麼? (可到教會網頁重溫講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2﹕ 在這星期認識「 耶和華」，你最深刻的體會是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禱告內容 (10分鐘) 

敬拜﹕ 

讚美耶和華是信實的神、是永恆的，又滿有慈愛，是成事者，是

配得稱頌的神  

認罪﹕  

為今天沒有遵行主心意的事認罪、求主赦免   

感恩﹕   

為今天的三件事感恩  

祈求: 

求神幫助時刻謹記耶和華的名字，因衪的大能大力，時刻也倚

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