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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位大臣，或貴族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

的 權 力 和 錢 財 卻 不 能 解 決 他 可 怕 的 難 題 。          

然而，有一位能夠！

約翰福音 4:46-47 46耶穌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有一個大臣，他

的兒子在迦百農患病。47他聽見耶穌從猶太到了加利利，就來見他，
求他下去醫治他的兒子，因為他兒子快要死了。

想一想!

耶穌離開了撒馬利亞並返回迦拿。距離迦百農城約20哩的地

方住了一位政府大臣，他的兒子患了重病。當那人聽到耶穌在                   

迦拿，他做了什麼？

 

你認為那人為什麽會向主耶穌求助？

 

他或許聽過耶穌在迦拿的婚禮筵席上所行的神蹟，他有信心

耶 穌 能 醫 治 他 生 病 的 兒 子 。 信 心 是 相 信 神 會 成 就 祂 所 說 的 。                           

你認為你需要有什麼才能討神喜悅？

 

每天經文閱讀：
約翰福音4: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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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求神幫助你在這星期學習建立信心。

返回迦拿



2 
“我希望神行一個神蹟，那麼我就更容易信

靠祂。”你曾這樣想過嗎？或許你希望祂會醫

治一位患病的朋友，又或許你希望當你祈求停止下雨，那時雨就停了。
耶穌在世的日子，有些人渴望見到祂行許多神蹟來解決他們的難題。

約翰福音 4:48-49 48耶穌就對他說：“若不看見神蹟奇事，你們總是

不信。”49那大臣說： “先生，求你趁著我的孩子還沒有死就下去。”

想一想！

你怎麼知道，耶穌不希望人只因為祂行的神蹟而信靠祂？

 

許多人拒絕相信，除非他們看見神蹟。有些人即使看見，還是不肯

相信！耶穌想要你因為祂是誰而信靠祂，祂想要你信靠祂所說的話。  

耶穌的話令那大臣離開嗎？你怎麼知道？

 

大臣迫切需要耶穌的幫助，他再次求耶穌醫治他的兒子。當

你需要耶穌的幫助時，祂願意你持續祈求祂。不斷地信靠祂，                        

你的信心就會越來越堅固。記得“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

每天經文閱讀：
約翰福音4: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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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把那些令你難以信靠神的事情告訴祂。 

請來吧！



3 
大臣非常傷心和憂慮，他的兒子快要死了！當

他回到迦百農的家中時，卻非常高興並憂慮全

消。這是什麼原因？

約翰福音 4:49-50 49那大臣說：“先生，求你趁著我的孩子還沒有死

就下去。”50耶穌對他說：“回去吧，你的兒子活了！”那人信耶穌所

說的話就回去了。

想一想！

為什麼耶穌吩咐大臣回家？

 

耶穌甚至不需要親自去迦百農就能治好那男孩。祂怎麼能不在         

他身邊就能治好那男孩呢？

 

大臣知道耶穌的愛和能力是沒有限制的！祂能做任何事！那麽        

大臣做了什麼呢？

 

大臣沒有兒子已得醫治的證據，但他相信耶穌的話，這就是            

信心——相信神所說的話。有時候，人生似乎沒有道理，一切似乎

都出了問題。在聖經裡，神說：“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

的人得益處。”(羅馬書8:28)如果你真的相信這些話並信靠神，這將

會使你的生命大不相同！

每天經文閱讀：
約翰福音4: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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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求神幫助你常常相信祂的話。

相信耶穌的話



4 
每天經文閱讀：
約翰福音4:46-50 別人如何分辨你真的對神有信心呢？他可

以從你所說的話看出你的信心嗎？或是需要多

一點的證明呢？

約翰福音 4:50 50耶穌對他說：“回去吧，你的兒子活了！”那人信 

耶穌所說的話就回去了。

想一想！

耶穌告訴大臣他的兒子會活著。大臣如何表明他對耶穌所

說的話有信心？

 

他沒有說：“我信。”他用行動來表示他相信。請完成這個句子：       

“信心不只是在頭腦上知道，而是……”

 

相 信 神 在 聖 經 中 所 說 的 話 ， 這 會 改 變 你 的 思 想 、 言 語 和 行

為。假設你擔心搭公車上學，告訴神你的感受。你可能還想

告 訴 一 位 你 信 任 的 成 年 人 。 求 神 給 你 信 心 去 信 靠 祂 。 然 後 ，                                                 

你可以做什麼來表明你對神有信心？

 

坐上公車表明你信靠神。記得：祂就在你身邊！今天你要信靠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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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求神幫助你把信心付諸行動。

信心付諸行動



5 
大臣自離家後，他的兒子病情惡化。突然

有極不尋常的改變！僕人一定想知道究竟

發生了什麼事！

約翰福音  4:51-53 51正下去的時候，他的僕人迎見他，說他

的兒子活了。52他就問什麼時候見好的。他們說：“昨日未時熱                         

就退了。”53他便知道這正是耶穌對他說“你兒子活了”的時候；他自

己和全家就都信了。

想一想！ 

那位大臣的僕人給他帶來一些消息。什麼消息？

 

大臣必定是非常興奮，他的兒子活了！你認為大臣為什麼要問僕人，
他的兒子是何時好起來的？

 

大臣的信心得著回報，就正如希伯來書11:6說：“且信他賞賜那尋求

他的人。”在大臣遇到困難時，神與他同在。在你生活中有什麼困難

是你需要信靠神的？

 

神同樣常與你同在，祂不一定會做你所要的，但你要信靠祂會做出對

你最好的事。記得聖經說：“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

得益處。”(羅馬書8:28)信靠神所做的，是為了你的益處。

每天經文閱讀：
約翰福音4: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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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感謝神，你信靠祂，祂會為你的益處而作工。

信心得回報



6 
你能想像大臣家裡的人有多興奮嗎？兒子現

在好起來了，每個人都十分歡喜！兒子一定很

驚訝，一個在遠方的人竟然能夠治好他的病。

約翰福音 4:53 53他便知道這正是耶穌對他說“你兒子活了”的時候；
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

想一想！

在第53節，在大臣家裡，有什麼重大的改變？

 

大臣相信耶穌可以為他的兒子行神蹟，接著他相信耶穌的話。最後，
不單只大臣，連家裡的每一個人都相信了耶穌，他們的生命不再一

樣了。生命的哪些方面會有不同呢？

 

當你相信耶穌基督為救主，你便開始了一個信心的生命。神也

開始改變你的生命。你可以信靠耶穌會在許多方面幫助你，你

可以信靠祂會幫助你處理困難的事，或者當你害怕時，信靠祂

與你同在。你可想到另一個你能信靠耶穌的情況嗎？

 

每天經文閱讀：
約翰福音 4: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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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感謝神，你可以常常信靠耶穌能幫助你。

全家的信心



7 
曾否有人 告訴你：“你的態度不好”？你

的 態 度 就 是 你 對 某 些 事 物 的 想 法 或 感 受 。          

有一天，一大群人來聽耶穌的教導。祂教導他們討神喜悅的態度。         

有正確態度的人會得著祝福，他們內心會有真正的喜樂。

馬太福音 5:1-3 1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門徒

到他跟前來，2他就開口教訓他們，說：3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

是他們的。

想一想！

人總覺得富有的人是有福的！耶穌說，如果你是虛心的人，你是

有福的。這就是承認你需要神的幫助。你在哪些方面需要神幫助你？

 

神幫助你，原諒你的罪。接著，祂要看顧你生命中每一方面的需要。
在第3節，神給那些虛心的人什麼應許？

 

神要你有正確的態度，凡事都要倚靠祂。知道你在世上可以有神的  

幫助，並且知道有一天你的家在天國，這是十分歡喜的事！

求神幫助你依靠祂！

每天經文閱讀：
馬太福音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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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求神幫助你成為一個愛祂和順從祂的人。

你的態度如何？



8 
俊傑踏出家門上學之前，他深深吸了一口氣，
他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因為他上教會及告訴

人關於耶穌，並在吃午飯前禱告，所以其他男孩會取笑他，對他說

刻薄的話。俊傑知道他在做神要他做的事，但其他孩子仍不斷地取

笑他是基督徒。

馬太福音 5:10-12 10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11“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

有福了！12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

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

想一想！

受逼迫是指因著你的信仰而被人惡意對待。受逼迫是痛苦的。    

耶穌說，愛祂的人會因為做錯事或做對的事而受到逼迫？

 

因為做對的事而受傷害，這聽起來並不公平！為什麼第12節說，當你

受逼迫時，應當歡喜快樂呢？

 

當別人因為你做對的事而取笑或故意傷害你時，你可以想一想在天國

將要過的美好日子。困難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但天國卻是永恆的！

每天經文閱讀：
馬太福音 5: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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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求神幫助你有好的態度，即使別人逼迫你。

為了耶穌



9 
你需要有什麼才能生存？或許你想到食物、
水或衣服。你有沒有擔心過，沒有你需要的那

些東西？關於這事，耶穌有話要說。

路加福音 12:22-23 22耶穌又對門徒說：“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

生命憂慮吃什麼，為身體憂慮穿什麼；23因為生命勝於飲食，身體勝

於衣裳。”

想一想！

憂慮是你對某些事物感到不安或擔心。耶穌說不要憂慮什麼？

 

你很容易花很多時間去憂慮你沒有的東西。神不要你為這些東西

憂慮。反而，有什麼重要的事情是神要你去思想的？

 

用你的時間去更認識神來代替憂慮。想想其他人並怎樣可以幫

助他們，以及感謝神賜你的一切。聖經說：“你們要將一切的憂

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 (彼得前書5:7)有什麼事你需要

告訴神來代替憂慮？

每天經文閱讀：
路加福音 1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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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求神幫助你一生凡事信靠祂。

比這些更重要



10 
有一隻小鳥飛入店舖，並把錢放在櫃台上來

買一袋食物。然後，牠把袋子帶回家，用來餵

養牠的家人。真的是這樣嗎？當然不是！神在大自然裡供應雀鳥食物。 
如果神看顧雀鳥，祂也會看顧你嗎？ 

路加福音 12:28-30 28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裏的草今天還在，  
明天就丟在爐裏，神還給它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29你們不要求

吃什麼，喝甚麼，也不要掛心；30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的父

是知道的。

想一想！

神看顧雀鳥和花朵。第24節告訴你，烏鴉不用做什麼？

 

即使烏鴉沒有儲存食物，神仍一直信實地餵養牠們。祂用美麗的

顏色妝飾百合花和其他的花。祂以看顧雀鳥和花朵來證明祂的愛。        

對祂來說，你比雀鳥和花兒更貴重，你也可以信靠祂會看顧你的需

要。第29節告訴你不要憂慮些什麼？

 

你是神所看重的！你可以怎樣表示你信靠神每天看顧你的需要？

 

每天經文閱讀：
路加福音 12: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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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感謝神看顧你每天的需要。

神所看重的



11 
憂慮並非常常是為了你每天需用的東西。你可

能會憂慮意外、戰爭或恐怖襲擊。當你被試探

去憂慮時，耶穌要你知道一些事情。

馬太福音 10:29-31 “......29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嗎？若是你們

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30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  
31所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

想一想！

想想世上有多少隻麻雀！真奇妙！若神不允許，沒有一隻麻雀可以

掉在地上！麻雀沒有你那麼貴重！第30節說，神知道關於你的什麼？

 

神非常認識你！祂甚至數算過你有多少根頭髮。為什麼第31節說， 

你“不要懼怕”？

 

你不需要憂慮任何事情！對神來說，你比麻雀還要貴重。即使有戰

爭爆發，神有能力幫助你。如果你遇到意外，神仍然在其中。祂

知道每一件會發生的事，也要神允許才可以發生的。你甚至可以把               

你的生命完全信靠祂。當你憂慮可能會發生的事情，今天的金句說

你可以做什麼？

 

你願意照著去行嗎？

 

每天經文閱讀：
馬太福音10: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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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求神幫助你，無論周圍發生任何事，你都會信靠祂。

你害怕嗎？



12 
陳熙病得很嚴重，他的父母帶他去看醫生。醫

生給他一些藥，但他沒有吃；反而，他卻只憂

慮自己會否痊癒。憂慮能幫助他嗎？

路加福音  12:25-26 25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      

26這最小的事，你們尚且不能做，為甚麼還憂慮其餘的事呢？

想一想！

憂慮不能幫助一個病人康復，也不能幫助你得到所需要的東西。 

第25節告訴你，憂慮還不能做什麼？

 

憂慮對任何事情都沒有太大的幫助，對嗎？那麼你認為人為什麼

還是在憂慮呢？

 

當難題發生時，憂慮是很自然的事。聖經告訴你：當你開始憂慮的

時候，你應該做什麼。告訴神你的需要，感謝祂會回應你的禱告；
然後，神會賜你平安來代替你的憂慮。(腓立比書4:6-7）你有什麼             

憂慮要告訴神呢？

 

不要憂慮，把你的難題帶到神面前。信靠祂會幫助你。

每天經文閱讀：
路加福音 12: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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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感謝神，祂隨時幫助你。不要憂慮，把你的難題告訴祂。

憂慮有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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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經文閱讀：
路加福音 7:1-3 如果你所愛的人病得很厲害，你會怎麼做？

你可能帶他去看醫生或去醫院，又或者要他吃

藥。如果這一切都毫無作用呢？

路加福音 7:2-3 2有一個百夫長所寶貴的僕人害病，快要死了。 

3百夫長風聞耶穌的事，就託猶太人的幾個長老去求耶穌來救他

的僕人。

想一想！

百夫長是有權力統領許多羅馬士兵的領袖，但他有個不能解決的

難題。難題是什麼？

 

百夫長或許曾嘗試尋求幫助，但他所看重的僕人快要死了。為什麼  

百夫長認為耶穌能幫助他？

 

百夫長或許聽聞耶穌所做的事，他有信心耶穌能治好他的僕人。     

耶穌是一位猶太教師，為什麼祂願意幫助一位羅馬士兵？如果你是

百夫長，你會怎樣做？

 

百夫長差了幾個猶太長老去求耶穌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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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求神幫助你相信耶穌能關心你所有的難題。

將死的僕人



14 
如果你已經得救，你人生就不會再有困難了，
對嗎？不對！只要你還活在世上，事情就不會

完美，但這裡有一個好消息！請繼續讀下去！

路加福音 7:4-6 4他們到了耶穌那裏，就切切地求他說：“......他
所配得的；5因為他愛我們的百姓，給我們建造會堂。”6耶穌就和

他們同去。離那家不遠，百夫長託幾個朋友去見耶穌，對他說：      
“主啊！不要勞動；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當。”

想一想！

猶太長老是城中重要的人物，他們去見耶穌，他們求祂做什麼？

 

長老一般不會為羅馬人這樣做，他們想向耶穌表明這位百夫長是特殊

人物。他們提出什麼理由認為百夫長值得幫助？

 

百夫長是羅馬人，但他愛護猶太人。你認為為什麼神允許這個愛護祂

百姓的人的僕人染病呢？

 

神自始至終有一個計劃，祂也為你預備了一個計劃。羅馬書8:28

說，神使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祂的人得到益處。神知道你生命中的

難處，祂要你信靠祂會為你最大的益處成就一切。你今天有什麼               

難處需要信靠神？

 

每天經文閱讀：
路加福音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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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感謝神，祂使你生命中的每件事都對你有益處。

值得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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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沒有覺得你不配得到神為你所做的       

一切？神的愛不是人應得的。神愛你是因為祂

想要這樣做。故事中有一個人也覺得自己是不配得到的。

路加福音 7:6-7 6......百夫長託幾個朋友去見耶穌，對他說：“主啊！
不要勞動；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當。7我也自以為不配去見你，只

要你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必好了。”

想一想！

耶穌和猶太長老向百夫長的家走去。但在他們抵達之前，誰在路

上攔阻了他們？

 

百夫長認為他不配讓耶穌到他家。你覺得為什麼他這樣想？

 

百夫長知道耶穌是一位偉大的教師，祂能夠行神蹟。他十分相信     

耶穌，以致他認為耶穌無需到他家。他知道自己不配讓耶穌去那裡。

你也不配擁有耶穌為你所做的一切好事！因為耶穌為你死，你

才能從罪中得拯救。祂一直在你生命中為了你的益處成就一切，               

做出祂知道對你最好的事，這實在是令人驚嘆！你怎樣才能向神表

示你的感謝呢？

 

每天經文閱讀：
路加福音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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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求神幫助你明白祂是多麼的愛你。

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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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對你有權柄？你要聽從誰？你或許會想到

你的父母、校長、老師或其他人。他們當中沒

有一個比耶穌更有權柄！

路加福音 7:7-8 “⋯⋯7我也自以為不配去見你，只要你說一句話，
我的僕人就必好了。8因為我在人的權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對這個

說：‘去！’他就去；對那個說：‘來！’他就來；對我的僕人說：‘你
做這事！’他就去做。”

想一想！

羅馬百夫長確信耶穌能醫治他的僕人，他知道耶穌甚至不需要觸摸

這個年輕人就能叫他好起來。在第7節，百夫長求耶穌做什麼？

 

百夫長知道耶穌甚至有權柄掌管生命和死亡！百夫長明白什麼是     

權柄，他掌控自己的士兵，當他發出命令時，士兵要做什麽？

 

百夫長的士兵聽從他的命令，但他知道耶穌的權柄比他的更大！     
百夫長真心相信耶穌能夠做任何事。他告訴耶穌：“只要你說一句

話，我的僕人就必好了。”你真的相信神能做大事嗎？你會求神

做什麼大事呢？

 

每天經文閱讀：
路加福音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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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求神在你的生命中顯出祂的大能。

說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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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夫長的僕人快要死了。耶穌能醫治他，
然而這百夫長卻對耶穌的信心是何等的大，以

致於阻止耶穌到他家！他全然信靠耶穌的大能！

路加福音 7:7,  9 7我也自以為不配去見你，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

僕人就必好了......9耶穌聽見這話，就希奇他，轉身對跟隨的眾人說：   
“我告訴你們，這麼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沒有遇見過。”

想一想！

耶穌很驚訝！祂如何向群眾述說這百夫長的信心？

 

在以色列的猶太人是耶穌的同胞，你可能認為他們會相信祂。他

們聽過耶穌的教導，也見過祂行的神蹟，但在以色列中沒有一個

人像這羅馬百夫長那樣有信心。關於你對耶穌的信心和祂的大能，
你希望耶穌說什麼？

 

如果你真的對神有信心，你會信靠祂做出對你最好的事。祂不一定

會做你所要的，但祂一定會做對你最好的。

如果你愛神，你可以信靠祂使你生命中每件事都對你有益處。求神

賜給你對祂有更大的信心。

每天經文閱讀：
路加福音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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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感謝神，你可以全然信靠祂。

這麼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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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會一直給你你所求的嗎？神對禱告有三種

答案：可以、不和等。祂不一定會給你你想要

的答案。繼續閱讀下去，看看你能否找出原因？

路加福音 7:7, 10 7我也自以為不配去見你，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

僕人就必好了......10那託來的人回到百夫長家裏，看見僕人已經好了。

想一想！

耶穌做了百夫長所求的事嗎？你怎麼知道？

 

耶穌治好了百夫長的僕人。神的兒子全然知道這情況，祂知道為這個

信心的人醫治僕人是一件正確的事。神也知道在你的生命裡什麼是最

好的。為什麼當你向神求時，祂可能會回答“不”呢？

 

神知道你生命中會發生的一切。當祂知道你想要的東西時間不對，
或是對你不好，祂就不會給你。你可以信靠神，祂會用祂的大能

在你的生命中成就最好的。你曾經向神求過什麼，而祂的回答是     

“等”或“不”?

 

每天經文閱讀：
路加福音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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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感謝神賜給你所需要的，而不是你想要的。

神最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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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父母下班回家，可能說：“我想安靜  一

下！”他累了！你知道主耶穌也會累嗎？

馬可福音 4:35-36 35當那天晚上，耶穌對門徒說：“我們渡到那邊去

吧。”36門徒離開眾人，耶穌仍在船上，他們就把他一同帶去；也有

別的船和他同行。

想一想！

耶穌整天在湖邊教導眾人，祂一定很累了！祂叫門徒做什麼？

 

為什麼耶穌想要離開眾人？

 

耶穌知道祂與門徒都需要休息，祂也需要時間與父神在一起。祂享受

與父神一起的時間，祂也與父神分享自己的需要。父神是耶穌的避難

所——祂得到安全的地方。

正如詩篇46:1說：“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

患難中隨時的幫助。”神會給祂的兒子力量和幫助。如果你是神

的兒女，這應許也是給你的。這經文說，在你遇上患難的時候，
神是你的什麼？

 

每天經文閱讀：
馬可福音 4: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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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感謝神，祂隨時給你所需要的幫助和力量。

要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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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經文閱讀：
路加福音 8:23-24 外 面 漆 黑 一 片 。 雷 聲 響 起 ！ 閃 電 劃 過

天空！你曾否在風暴中感到害怕？大風暴

是非常危險的！

路加福音 8:23-24 23正行的時候，耶穌睡著了。湖上忽然起了暴

風，船將滿了水，甚是危險。24門徒來叫醒了他，說：“夫子！夫子！  
我們喪命啦！”耶穌醒了，斥責那狂風大浪；風浪就止住，平靜了。

想一想！

耶穌的門徒是漁夫，他們習慣了湖上的風暴。你想為什麼這場

風暴是個難題？

 

耶穌和門徒乘坐的船很小。如果有海浪湧上來，水會沖進船裡。他

們有沉到大湖裡的危險，耶穌卻睡著了，門徒就非常害怕！什麼事

情會令你害怕呢？

 

神的話說，只要你在這個世界上，你就會有難題 (約翰福音16:33)。
耶穌知道你的難題，也知道它們有多可怕。祂要你信靠祂。因為祂

與你同在，即使在難題中，你可以有平安而不是恐懼。祂能讓你內

心平靜和安穩。你認為心裡有平安而不是恐懼，可以怎樣幫助你更

好的面對難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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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把你的恐懼告訴神，求祂賜給你祂的平安。

極大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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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否遇過車禍或其他緊急的情況？通常，
當類似的情況發生時，第一件你會做的事是去

求助。門徒正處於緊急情況！他們會怎麼做？

馬可福音 4:37-38 37忽然起了暴風，波浪打入船內，甚至船要滿了

水。38耶穌在船尾上，枕著枕頭睡覺。門徒叫醒了他，說：“夫子！  
我們喪命，你不顧嗎？”

想一想！

實在讓人太驚訝！耶穌竟然能在那可怕的風暴中睡著了。門徒肯

定不能入睡！聖經告訴你，他們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當門徒叫醒耶穌時，他們問祂什麼問題？

 

如果門徒溺水了，耶穌關心嗎？當然！祂愛門徒，關心他們發生了

什麼事。耶穌也愛你，如果你認識耶穌為你的救主，祂隨時準備幫

助你，祂是神的兒子。思考今天的金句，當你呼求神時，你怎麼知

道祂會幫助你？

 

當你害怕時，要呼求神的幫助。祂是你的避難所和力量。神已經      

應許了，祂始終信守祂的應許！

每天經文閱讀：
馬可福音  4: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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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感謝神常與你同在，你可以呼求祂的幫助。

你不關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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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颶風摧毀建築物！”“龍捲風把城鎮夷為平

地！”“火山爆發，掩埋鄉村！”大自然的威力

是驚人的——但有一種力量比大自然更偉大！

馬可福音 4:37-39 37忽然起了暴風，波浪打入船內，甚至船要滿了

水。38耶穌在船尾上，枕著枕頭睡覺。門徒叫醒了他，說：“夫子！ 
我們喪命，你不顧嗎？”39耶穌醒了，斥責風，向海說：“住了吧！
靜了吧！”風就止住，大大地平靜了。

想一想！

耶穌並不害怕風暴！當門徒叫醒祂時，祂做了什麼？

 

看來真是奇怪！有人能夠斥責風和浪。更令人驚奇的是，風和浪竟然

聽從！你覺得為什麼當耶穌對風和浪說話時，它們就聽從祂？

 

耶穌是神的兒子，祂的能力遠遠超過大自然。事實上，耶穌創造了

這個世界和其中的一切。風和浪別無選擇，唯有聽從祂！無論情況

如何，耶穌有這麼大的能力，祂當然可以看顧你！如果你停止思想

你的難題，而開始思想“神有能力看顧你”，你覺得會發生什麼事？

 

把你的難題告訴神，然後信靠祂有能力解決這個難題。

每天經文閱讀：
馬可福音  4: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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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讚美神，祂有能力在任何情況幫助你。

彰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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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喜歡自誇勇敢，但當危險發生時，他

們可能並不像自己所想的那麼勇敢！門徒在風

暴中到底有多勇敢？

馬可福音 4:39-40 39耶穌醒了，斥責風，向海說：“住了吧！靜了

吧！”風就止住，大大地平靜了。40耶穌對他們說：“為甚麼膽怯？
你們還沒有信心嗎？”

想一想！

危險已經過去了。主耶穌停止了風暴後，耶穌問門徒什麼問題？

 

門徒害怕是很正常的，但他們看見過耶穌施行神蹟。當他們害怕時，
他們應怎麼做？

 

門徒不明白，神的能力就在耶穌身上並與他們同在。當你害怕

時，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你設法自己解決難題還是請人幫忙？            

在馬太福音28:20，耶穌說：“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當你害怕時，   
你可以做什麼讓人看見你對耶穌有信心呢？

 

當你害怕時，神可能會使用別人或你去解決難題，但祂要你先仰望祂。
祂能給你平安。

每天經文閱讀：
馬可福音  4: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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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求神幫助你先倚靠祂的幫助。

你的信心能被人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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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你 看過有人表演魔術。你知道這些

只是把戲，但你仍然很驚訝。門徒也曾對

耶穌所做的一些事感到驚訝，這些當然不是把戲。耶穌的神蹟是

神能力的彰顯。

馬可福音 4:39, 41 39耶穌醒了，斥責風，向海說：“住了吧！靜了

吧！”風就止住，大大地平靜了⋯⋯41他們就大大地懼怕，彼此說： 
“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

想一想！

是什麼讓門徒這麼驚訝？

 

沒有人能叫風和浪聽話！你覺得門徒為什麼會害怕呢？

 

門徒仍然不太明白耶穌是神的兒子。被他們稱為老師的這個人，祂的

能力令他們目瞪口呆。他們對祂的信心仍在成長。你對大能的神的信

心也需要成長。

每當你害怕的時候，記得詩篇46:1說：“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

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把你的恐懼告訴神，並求祂

幫助你信靠祂的能力。當你信靠神和呼求祂時，你的恐懼會怎樣呢？

 

每天經文閱讀：
馬可福音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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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讚美神，祂奇妙的平安可以替代你的恐懼。

這是誰？



25 
當事情出了問題的時候，你有什麼感覺？或

許你會想：“如果神這麼愛我，為什麼祂讓這事

發生？”聖經中有兩個女人一定有這樣的感覺。

約翰福音 11:1, 3-4 1有一個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
就是馬利亞和她姊姊馬大的村莊......3她姊妹兩個就打發人去見耶穌，
說：“主啊，你所愛的人病了。”4耶穌聽見，就說：“這病不至於死，
乃是為神的榮耀，叫神的兒子因此得榮耀。” 

想一想！

這兩個女人的名字是            和            。你之前在哪裡看過這 

兩姊妹的名字？（如果你記不起來，讀路加福音10:38-42。）

 

兩姊妹把這個消息告訴耶穌。她們說弟弟拉撒路怎樣了？

 

在第4節，主耶穌說拉撒路生病的原因是什麼？

 

耶穌知道拉撒路會發生什麼事。然而，耶穌卻留在原處，因為祂知

道神會用這件事來向人顯出祂的能力。這是神的計劃，但馬利亞和

馬大並不知道，她們必須等候。通常，這就是你也需要做的。要剛

強地等候主做祂要做的事。

每天經文閱讀：
約翰福音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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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告訴神，無論如何你都信靠祂。

耶穌，請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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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明白你在聖經中所讀到的一切嗎？神給你

聖靈來幫助你。有時你讀經文不明白其中的

意思。在這個故事中，門徒們也很難理解耶穌所說的和所做的事。

約翰福音 11:6-8 6聽見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兩天。7然
後對門徒說：“我們再往猶太去吧。”8門徒說：“拉比，猶太人近

來要拿石頭打你，你還往那裏去嗎？”

想一想！

耶穌聽見拉撒路病了，就等了兩天；然後，耶穌說他們要去做什麼？

 

門徒為什麼害怕返回猶太地？

 

在猶太地，有些人想要用石頭打死耶穌。你認為耶穌為什麼不怕被殺？

 

除 非 是 適 當 的 時 候 ， 否 則 沒 有 人 可 以 奪 取 神 的 兒 子 的 性 命 。
耶穌知道這不是神計劃祂死的時候，祂可以安全地回猶太地。
耶穌知道一切。你可以平靜地等候祂向你顯示祂的計劃。

每天經文閱讀：
約翰福音1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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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求神幫助你等候祂作工。

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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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生病的時候，你可能無法入睡。發燒會

讓你覺得很熱。你也可能會因為發冷而顫抖。
只要你能休息，你便會感到舒服一點。當耶穌告訴門徒，拉撒路睡

了，門徒想：“太好了！他的病好了！”然後，耶穌解釋了祂所說的 

“睡了”的意思。

約翰福音 11:11, 14-16 11耶穌說了這話，隨後對他們說：“我們的

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14耶穌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         

“拉撒路死了。15我沒有在那裏就歡喜，這是為你們的緣故，好叫你

們相信。如今我們可以往他那裏去吧。”16多馬，又稱為低土馬，就

對那同作門徒的說：“我們也去和他同死吧。”

想一想！

當耶穌告訴門徒拉撒路睡了，祂說祂要去做什麼？

 

在第15節，耶穌為什麼告訴門徒：當拉撒路死的時候，祂很高興自己

沒有在那裡？ 

 

耶穌有一個計劃，就是幫助人相信祂真的是神的兒子。如果       

拉撒路沒有死，人會以為是醫藥治好了他，或者他的病沒有他們

想像得那麼嚴重。因為拉撒路死了，只有神才能改變所發生的一

切。多馬說了什麼勇敢的話？

 

多馬可能不明白耶穌在做什麼，但他願意信靠祂。同樣，即使你不明

白神在你生命中做了什麼，你也可以信靠祂。

每天經文閱讀：
約翰福音1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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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求神幫助你跟從祂完美的計劃。

拉撒路睡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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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相信神能做任何事嗎？神一說，世界就

被造成了。耶穌摸了一個瞎子的眼睛，他就

能看見。太奇妙了！馬大和馬利亞相信耶穌仍能幫助拉撒路嗎？

約翰福音 11:20-22, 25-26 20馬大......就出去迎接他......21馬大對     

耶穌說：“主啊，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22就是現在，我

也知道，你無論向神求甚麼，神也必賜給你。”......25耶穌對她說：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26凡活著

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嗎？”

想一想！

當耶穌抵達的時候，拉撒路已經死了四天。當馬大聽見耶穌快

到了，她做了什麼？

 

在第22節，馬大說了什麼話，表明她相信神是全能的？

 

馬大是在主耶穌告訴她：“你兄弟必然復活”之前，她已經說了     

這句話。在第26節，耶穌說，凡信祂的人會發生什麽事？

 

如果耶穌是你的救主，當你在地上的生命結束時，你在天堂的 

新生命就會開始。你將會見到耶穌！你會遇見如馬大、馬利亞和  

拉撒路等人。你會全心敬拜神。在你上天堂之前，你要耐心等候

神解決你生命中的難題。

每天經文閱讀：
約翰福音11: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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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告訴神，你盼望有一天去天堂。

耶穌，祢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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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發生了一場嚴重的意外，你的幾個朋

友都死了。即使他們是基督徒，你知道他們

都在天堂了，你仍會感到悲傷。你可能會哭，想知道為什麼神沒有

阻止這意外發生？這就是馬大和馬利亞對拉撒路之死的感受。耶穌

的感受如何呢？

約翰福音 11:31-32, 34-35 31那些同馬利亞在家裏安慰她的猶太

人，見她急忙起來出去，就跟著她，以為她要往墳墓那裏去哭。       

32馬利亞到了耶穌那裏，看見他，就俯伏在他腳前，說：“主啊，
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34[耶穌]便說：“你們把他安

放在哪裏？”他們回答說：“請主來看。”35耶穌哭了。

想一想！

當馬利亞離家去見耶穌的時候，她的朋友以為她要去哪裡？

 

你怎麼知道馬利亞相信“耶穌能讓拉撒路活著”？

 

知道“主耶穌哭了”，這對你有什麼幫助？

 

記住，耶穌是神的兒子，祂從來沒有犯罪。當有人死去或你很悲傷

而哭泣並沒有錯。耶穌也哭了！可能你永遠不會明白為何神讓一場

糟糕的意外發生，或者為什麼你所愛的人會死去。然而，即使你       

不明白，你仍然可以信靠神。

每天經文閱讀：
約翰福音 11: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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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當你感到悲傷時，求神給你信心仍信靠祂。

耶穌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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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情出了問題時，你可能會覺得沒有希望

並想要放棄。無論情況看起來有多糟糕，神

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祂愛你並有一個美好的計劃。當拉撒路死了，  
耶穌也有一個美好的計劃。

約翰福音 11:39, 41-44 39耶穌說：“你們把石頭挪開。”......馬大

對他說：“主啊，他現在必是臭了，因為他死了已經四天了。”......            
41他們就把石頭挪開。耶穌舉目望天，說：“父啊，我感謝你，因為

你已經聽我。42我也知道你常聽我，但我說這話是......叫他們信是你

差了我來。”43說了這話，就大聲呼叫說：“拉撒路出來！”44那死

人就出來了，手腳裹著布，臉上包著手巾。耶穌對他們說：“解開，
叫他走！”

想一想！

馬大為什麼質疑耶穌“打開拉撒路埋葬地方”的計劃？

 

耶穌沒有求父神叫拉撒路復活，祂知道這是將會發生的事，所以祂為

此感謝神。耶穌大聲禱告，因為祂要聽的人相信是神派祂來的。

試用三個詞語來形容：當拉撒路從墳墓出來時，人們的感受。

 

看著當時所發生的一切，你一定會感到驚訝。永遠記住：神能做任何

事。當你等了又等，不要失去盼望。神可能會讓你驚訝，就如祂肯定

讓馬利亞和馬大感到驚訝一樣！

每天經文閱讀：
約翰福音 11: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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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當事情看似毫無希望時，求神給你盼望。

這是神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