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日禁食祷告手册
2022年周年庆典纪念



如何禁食?
你可以独自禁食祷告或者跟家人、朋友、
办公室同工，或小组组员一起进行这个 
40天禁食祷告的操练。

禁食祷告的分类

完全禁食：24小时不进食，把时间用于祷
告，与上帝建立亲密关系

部分禁食：透过不吃其中一两餐（从日
出到日落），利用时间与上帝建立亲密关
系。

禁食一餐：透过不吃其中一餐，利用时间
与上帝建立亲密关系。

液体餐：透过液体维持24小时不进食，利
用时间与上帝建立亲密关系。

但以理餐：10至40天只吃蔬菜，水果， 
利用时间与上帝建立亲密关系。（若有健康
问题，请先征询医生的意见再开始禁食。）

如何享受禁食，与神独处?
每天花出固定时间禁食。把省下来的半个
小时至一个小时用来向上帝祷告。

照常度日，在学校或工作场所常常保持 
祷告的心态。

减少活动量，避免激烈运动。

除了禁食之外，我们还可以尝试禁其他的
东西，如社交媒体、玩游戏、看电视， 
或者任何剥夺你与上帝同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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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开始这个 40天的禁
食祷告运动，盼望透过这个古老的教会属
灵操练，让大家能够更加亲近上帝。当我
们走向 40周年庆典时，让我们一起同心为
着宏茂桥堂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当我们开始这个祷告运动
时，求祢让我们在这段期间能够更深入地
认识祢，更虔诚地敬爱祢，更紧紧地跟随
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反思：在这40天中我将会如何进行禁食祷
告?

行动：写下你禁食祷告的方式，并且放在
一个明显之处用来提醒自己。

祷告是信徒跟上帝沟通的媒介。透过祷
告，我们可以向上帝倾诉和祈求，也可以
赞美上帝。犹如孩子跟父亲对话一样，祷
告就是信徒跟这位天父的对话。

亲爱天上的父亲，祢是全能、慈爱又满有 
恩典怜悯的上帝，当我来到祢的面前，请 
祢把我的事情暂时“挪开”，使我可以专心
来与祢说话，帮助我也能安静等候祢来对我
的心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反思：我在日常生活中是否已经失去了经
常性、规律性的祷告?

行动：现在就开始为着教会、自己和世界
祷告。

2022年 9月20日 . 星期二 2主题: 预备祷告 主题: 为什么要祷告?
2022年 9月19日 . 星期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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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9月22日 . 星期四

主题: 为教会祷告

2022年 9月21日 . 星期三3
上帝啊！求祢教导我常常祷告，不是那 
种形式化的祷告，而是积极渴慕看到祢的
教会反映祢的荣光。教导我迫切地为着 
教会祷告，打开我的眼目，让我看到宏茂
桥堂，这个属灵大家庭的美好，也教导我
以感恩的心参与祢正在这个世上所做的事
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反思：我有否经常专门为着教会、事工和
会友祷告?

行动：安静聆听圣灵带领：具体地为教会
献上一项祷告事项。

主啊！当祢看到祢的子民争吵、相骂、不
合一的时候，祢是何等的心疼。我们着重
于自我，不把群体的经历看为重要。求主
赐给我有一颗体贴教会的心，让我爱教会
的弟兄姐妹们，与他们一同走这条门徒的
道路。求主教导我把焦点放在祢的国度。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反思：我在教会里是否有“敌人”?

行动：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来临的
星期日，主动跟祢的“敌人”打个
招呼。

 4主题: 为着没有爱的见证寻求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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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9月24日 . 星期六 6主题: 更新的生命 主题: 完美的教会

2022年 9月23日 . 星期五5
父啊！我需要过一个更新的生命。我已经
疲惫干旱，求祢恢复我属灵的生命，让
我重建跟祢的关系。让我的心只看到祢，
跟随祢。当我获得新的生命时，我要将
所有的荣耀归给祢，因为天上地下，唯有
祢可以给予新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阿门！

反思：我成为基督徒有多少年了? 跟信主
前所过的生活方式一样吗?

行动：向上帝祷告，让祂给祢一个新的生
命，愿意为着天国而活。

在我的心灵深处隐藏着许多的自私、 
高傲、顽固。求主饶恕我在教会的行为，
因为我尝试把教会改变成为一个不合祢
心意的群体。求主在我心里动工，让我成
为忠心的门徒。作为属灵肢体的一部分， 
让我履行当尽的责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阿们！

反思：在我头脑里，完美的教会拥有一些
什么特征?

行动：试想想我对教会中哪方面有着“完
美”的期盼。选择放下不切实际的
期盼，以祷告和行动来共同建立教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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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9月26日 . 星期一 8主题: 以基督为首位

2022年 9月25日 . 星期日7
耶稣基督，祢是谦卑的榜样。祢放弃了天
上的荣华来到这个破碎的世界。祢放下了
尊荣与能力，走上了十字架。而我在许多
时候只为我自己着想。我想要的常常是比
别人多、比别人行，比别人尊贵。教导我
视他人与我同等，把祢放在最高的地位。
帮助我效法基督，满足于卑微、简朴的生
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反思：我是否常把自己看得过高、过重?

行动：常常提醒自己：我要谦卑

主啊！教导我们把祢放在教会的首位。无
论我们参加那一堂崇拜，帮助我们同心敬
拜，不分你我。当我们同在一间教会时，
我们乃是进入祢的同在，一切的不完美都
被祢的荣美遮盖了。我们把自己献上给
祢，教导我们如何爱慕公义与真理，因祢
就是一切真理与公义的源头。奉主耶稣基
督的名祷告，阿们！

反思：我是否有因为教会服侍的岗位而跟
人不和?

行动：来临的星期天，主动去向那人道歉
并与他和好。

主题: 为着学习谦卑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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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9月28日 . 星期三

主题: 宣讲基督 主题: 静默的重要

2022年 9月27日 . 星期二9 10
主耶稣，请祢教导我如何在宣讲祢的名时
大有喜乐。让我对福音有一颗喜乐的心，
因着有人接受祢为个人的救主而喜乐。我
知道天国在不断地扩大，让我愿意为着其
他的教会祷告，甚至为那些跟我们不同宗
派的教会祷告，以主内弟兄姐妹的身份分
享救恩。原谅我过去的小气和嫉妒，赐给
我一颗单单渴慕祢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
名祷告，阿们！

反思：是否有哪一间教会让我常常感到反
感?

行动：求上帝改变我的观点，教导我如何
视他们为主内的家人。

主啊！祢是从无变有的创造者。当宇宙还
是空虚混沌时，是祢的话语把生命带入了
这个世界。主啊！教导我真理，教导我渴
慕安静在祢的跟前。因为当我在祢跟前的
时候，我们的空虚将被祢充满。教导我渴
慕独处，因为在独处的时候，祢就能够喂
养我。在轻轻的微风中，在远处闪烁的星
光下，让我在大自然里遇见祢，让我从嘈
杂的环境中进入安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阿们！

反思：我多久没有安静独处，享受与上帝
的同在了?

行动：在来临的一周，抽出一段时间进入
大自然 - 享受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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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9月30日 . 星期五

主题: 蒙恩的子民 主题: 为同心祷告

2022年 9月29日 . 星期四11 12
上帝，教导我能够成为蒙恩的子民。教导
我不要满足于这个世界所给予的，让我能
够向往永恒的满足。敞开我的心来关爱他
人，帮助我以一颗愿意的心来接受我们彼
此的差异。教导我怎样去爱，使我能够活
出祢那蒙恩子民的身份。奉主耶稣基督的
名祷告，阿们！

反思：我是否对某一组人有所歧视(例如 
不同肤色，不同地位，不同语言的
群体)?

行动：主动去跟一位你所歧视的人做朋友。

主啊！我们为着我们的同心来祷告。求祢
让我们都有一颗寻求祢的心，愿意为祢而
火热，渴慕祢成为我们唯一的主。当我们
同心时，帮助我们以从祢那里而来的大爱
与慈悲来爱我们周围的人。求祢以谦卑充
满我们，教导我们如何放下自己的计划与
私念。让我们常存爱人、服侍人的心，使
周围的人看到我们时，是被祢感动的。奉
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反思：我的私欲，在怎样的情况之下会变
成拦阻上帝国度前进的障碍?

行动：求主赐给我一颗清洁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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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0月2日 . 星期日

主题: 为事工祷告 主题: 为牧者祷告

2022年 10月1日 . 星期六13 14
主啊！我们看到教会有很多的事工，但是
往往都是不够人手服侍。求主兴起更多愿
意为祢服侍的弟兄姐妹，使得祢教会里的
事工能够不断地扩展，以便更多的人能够
有机会认识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反思：上帝在这个时刻呼召我如何来回应
祂?

行动：勇敢为着呼召来祷告，求上帝让我
突破。

主啊！我们要特别为着教会里的牧者们 
来祷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照顾我
们，在巨大的工作压力下喂养我们。求主
赐下特别的恩典来祝福他们和他们的家
庭，使他们在喂养我们的时候，奔跑却不
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使他们如鹰展翅上
腾，重新得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反思：我是否把牧者们的服侍当作理所当
然?

行动：我要以一个具体的行动（如为牧者
祷告、发简讯鼓励，请牧者吃饭）
祝福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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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0月4日 . 星期二

主题: 为自己祷告

2022年 10月3日 . 星期一15 16主题: 为圣灵充满祷告

主啊！我们为着自己的灵命来祷告。很多
时候我们忙着自己的工作，忽略了自己
的灵命。求主重新点燃我们心中的灵火， 
让我们能够成为忠心的门徒。求主也同时
保护我们以及我们的家庭，让我们在一切
所行的事上都能够认定祢。奉主耶稣基督
的名祷告，阿们！

反思：我忙不忙? 会不会太忙了?

行动：抽出一段时间放慢自己的脚步，享
受与上帝同在的时光

主啊，我们向祢祈求。求圣灵来浇灌我们
的教会，求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结出
属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从而让
周围的人感受到爱。圣灵啊！教导我们，
帮助我们，充满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阿们！

反思：我敏感于圣灵的感动和带领吗?

行动：圣灵感动我的，我要去行（请跟周
围的人分享这个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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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0月5日 . 星期三17 主题: 为诚实的心祷告

 2022年 10月6日 . 星期四 18主题: 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主啊！教导我们有正直的心灵。让我们教
会能够成为一个维护真理的教会，让我
们能够不带着一丝诡诈，以诚实的心一起
同心服侍。愿我们的言语还有我们的心
灵都充满了真诚。教导我们如何去了解他
人的感受。让我们凡事都能够荣耀主祢的
圣名，帮助我们过一个无可指责的生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反思：我的心灵在什么情况之下会被个人
私欲玷污?

行动：求主洁净我的心灵，让我带着单纯
的心度日

天父上帝，我们谦卑地来到祢的跟前领受
主祢为我们所预备的永生。谢谢祢借着祢
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使我
们得以成为基督的身体。求祢教导我们如
何把耶稣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以及如何
去宣讲和教导基督被钉与复活的福音。这
正是我们得以来到祢跟前的唯一途径。帮
助我们脱离缠绕着我们的拦阻，把主祢放
在首位。求主将祢的心思意念放在我们的
生命之中，让我们都有一颗渴望看到祢的
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心。奉主耶
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反思：我的生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吗?

行动：把占据基督中心的事物挪去，并为
此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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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为教导圣经祷告

2022年 10月7日 . 星期五19  2022年 10月8日 . 星期六 20主题: 为祷告的心祈祷

圣洁的上帝，我们渴慕祢的话语。愿我们
敬拜的场所被祢的话语浸透；愿我们的小
组能够把圣经里的智慧活出来；愿我们的
讲台忠心地宣讲祢的话语；愿我们教会里
的事工，都是被祢话语牵引的。上帝啊！
帮助我们不只是停留在单单聆听祢话语的
层面，我们更是要把所听的道化为行动活
出来。我们祈求祢的话牵引着我们，作我
们脚前的灯，作我们路上的光，。奉主耶
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反思：我有多久没有认真地读经了?

行动：现在就拿出圣经，按照每日读经计
划有规律地读经。

主啊！活在忙碌的世界之中，我们往往会
忽略与祢的沟通。我们花很多时间在教
会里谈话，但是却很少认真地聆听祢的声
音。原谅我们把祢的教会变成一个很少
祷告的教会。改变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渴
慕祷告的心，让我们也都能够经历祷告的
大能。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祷告。让我们
有一个想要寻求祢的心，胜于寻求一切。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反思：你会觉得祷告是在浪费时间吗?

行动：为着自己的祷告生活来祷告。求主
赐给你渴慕祷告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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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为赞美上帝祷告

2022年 10月9日 . 星期日21  2022年 10月10日 . 星期一 22主题: 为教会成长祷告

天父上帝，祢赐予我们祢的教会，让我们
能够在教会里赞美祢的大爱，高举耶稣的
圣名。帮助我们时时高举祢的名，不单是
在口舌，更是在我们所当作的一切都把祢
放在优先。教导我们在爱的关系中如何以
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祢，让周围的人都能够
被吸引到祢跟前。施恩予我们，无论逆境
还是顺境，要常常在祷告中感谢祢。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反思：我常常向上帝求，可是有否单单为
着上帝而赞美祂呢?

行动：现在就花 5分钟的时间单单赞美 
上帝。

父神，我们为着宏茂桥堂的成长向祢祈
求。我们不单单求祢让我们人数增多，也
求祢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增加在我们的当
中。我们期盼看到生命的复兴，但是我们
亦祈求祢，保守我们存有谦卑的心认定是
祢在我们当中动工。让我们渴慕看到这个
家的成长，让人在这里找到归属和经历 
成长。主啊！帮助我们忠心于祢所托付的
工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反思：我渴望看到教会在哪方面成长并愿
意为之付出代价?

行动：认定一个我要尝试的服侍岗位，向
同工或负责人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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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0月11日 . 星期二23  2022年 10月12日 . 星期三 24主题: 为被恩典充满祷告主题: 为创伤得医治祷告

天父上帝，祢是大医生，教导我们了解真
正的医治来自祢。让那些在病痛之中的，
尽快康复，也赐下加倍的恩典让我们能
面对生命的苦楚。让宏茂桥堂成为祢施
恩与医治的管道。凡心灵破碎的、身体疼
痛的，都能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经历爱、安
慰与接纳。求祢医治我们身、心、灵的创
伤，并释放我们，使我们能够用所经历的
安慰帮助他人, 也经历医治和释放，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反思：我有没有为周围生病的弟兄姐妹祷
告?

行动：现在就提名为在病痛中、为照顾病
患的关顾者祷告。

主啊！愿我们像司提反一样被祢的大能及
恩典充满，能够透过祢行大事；能够因
为信靠祢，成为祢的器皿。让这恩典也从
我们涌流出去给周围的人，让他们从而
也经历祢的恩典。提醒我们要时时谦卑地
回到祢那里支取力量，因为离了祢，我们
什么都做不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反思：我读过司提反这个人吗?

行动：阅读使徒行传6:8 - 7:60。你从他身
上学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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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0月13日 . 星期四25 主题: 为有饶恕的心祷告

 2022年 10月14日 . 星期五 26主题: 为面对人生风暴祷告

父神, 我们求祢赐我们柔和谦卑的心。赦
免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原谅的心。赦免我
们，因为我们记仇。让我们不以自我为中
心，能够以祢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软化
我们的心，让周围的人从我们生命之中能
够感受到爱和怜悯。让宏茂桥堂成为一个
流露温暖与怜悯的地方。奉主耶稣基督的
名祷告，阿们！

反思：我对谁时常心存不满或怀恨在心?

行动：选择放下。原谅这个人并主动做一
件祝福他的事。

父神，当我们个人或是教会在面对生命中
的风暴时，愿祢提醒我们祢是风雨之上的
上帝。在狂风暴雨中，我们会惊慌害怕、
惧怕丧失性命和对生命的掌控。把我们牵
引到主祢那安稳的同在，从祢那里得到 
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反思：我惧怕生命的无常和终结吗?

行动：花一点时间安静在主面前，回顾并
列出之前生命的大小风暴中，上帝
曾如何引领你，为此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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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0月15日 . 星期六27 主题: 愿我们都成为小基督

 2022年 10月16日 . 星期日 28主题: 生命中同行的伙伴

主啊！教导我们在行事为人上都谨记自 
己的身份。我们是基督徒，也是“小基
督”。让我们的心专注于祢，也保守我们
不被世界的引诱牵着走。让我们的生命充
满从祢那里来的恩典，也教导我们如何去
爱祢，因为祢就是爱的源头。让我们能够
成为慈悲的管道，活出反映祢荣耀的生命
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反思：我是否不愿意周围的人知道自己基
督徒的身份?

行动：今天找一个人分享我的信仰或经历
上帝的见证。

父神，让宏茂桥堂展现家的本质。在生命
的旅途中让我们结伴同行。让我们成为他
人的保罗，来勉励和督导；成为巴拿巴，
扶持与祝福他人。在成为别人生命旅途的
好同伴之时，让我们先连与祢，分享从祢
那里所领受的智慧，使到人能够增进与祢
的关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反思：有什么人能够与我同走生命之路 
（除了伴侣之外）?

行动：联络这个人，与他一同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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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0月18日 . 星期二

主题: 为牧师祷告

2022年 10月17日 . 星期一29 30
主啊！如同祢给予保罗信心，使他能够广
传福音，我们也同时求祢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放胆地去分享主祢的福音。这份勇
气与自信不是来自自己，乃是来自祢。刚
强我们，让我们在需要表明立场的时候，
能够站稳。帮助我们，让我们随时随地都
愿意与人分享我们个人的见证。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反思：我还有哪个亲人朋友还没信主?

行动：找机会向他传福音。时间不多了！

主啊！我们特别要为着教会里的牧师祷
告。请祢让牧师们守住祢对他们的呼召。
保守他们服侍的初心，专心喂养羊群， 
宣讲主道。求祢膏抹牧者，使他们所传讲
的信息充满圣灵和生命的能力。催促我的
牧师花时间来亲近你，使罪与他无份，且
能抵挡仇敌一切的搅扰，靠主得胜。求祢
供应牧者家中的需要，让牧师的家庭没有
匮乏。求祢使牧者能有从神而来的体力、
心力，能力来管理自己的家，求祢使他们
一家成为众人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阿们！

反思：我能够怎样和牧师配搭，好叫他们
能扮演好他们的角色?

行动：以实际行动鼓励牧师们， 
关怀牧师的家庭。

主题: 为传福音的心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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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为立约小组组长祷告31 32
父神，求祢赐给立约小组总组长和组长们
有健康的身心灵，有从上帝而来的力量
能够平衡工作、家庭和服侍。求祢供应组
长们一切的需要，在侍奉上尽忠职守、各
尽其职，使他们的服侍满有恩膏、大有能
力。求祢让组长与组员学习彼此相爱，互
相接纳，用神的话语来互相鼓励和造就对
方。我们将组长们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
求主赐福，使他们成为众人的祝福和主耶
稣荣耀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反思：我可以怎样具体地帮助我的立约小
组组长和我的小组?

行动：今天以实际的行动（如发简讯、 
写卡片）鼓励我的立约小组组长。

求主帮助宏茂桥堂的教牧领袖同工团队在
服侍上有团队侍奉的心态，愿意积极彼此
相顾，祝福彼此的服侍，齐心完成使命。
主啊！愿祢帮助他们的服侍饱尝恩典， 
灵里不枯干、不沮丧，也不灰心。祝福他
们灵里更新，坚立他们的信心和手中所做
的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反思：我如何看待教会的领袖和同工?

行动：找一位领袖和一位同工，给他们一
个鼓励。

2022年 10月19日 . 星期三 2022年 10月20日 . 星期四

主题: 为教牧领袖同工团队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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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0月21日 . 星期五33 主题: 为彼此建立祷告

 2022年 10月22日 . 星期六 34主题: 为放胆传福音祷告

主啊！我们常常把着重点放在我们的差
异。求祢教导我们当如何去欣赏我们的共
同之处。向我们显出当如何彼此鼓励。当
我们小看他人、论断他人的时候，求祢赦
免我们。当我们以嫉妒为做事的动机时，
求祢赦免我们。除掉这些负面不合神心意
的情绪，用祢的爱激励我们去建立他人，
让我们能够成为世界的光。奉主耶稣基督
的名祷告，阿们！

反思：一些令我反感的人，他们的什么行
动导致我不喜欢他?

行动：今天就主动接触这个人，肯定他的
优点或你欣赏他的地方。

父上帝，请刚强宏茂桥堂弟兄姐妹的心，
让我们有胆量和热忱传扬祢的爱。赐给
我们祢的眼目和心怀，看到这个世界是迷
失的、是在黑暗中并走向灭亡的，并为
此忧心。让我们看重自己是祢这亮光的使
者——哪里黑暗，就让我们在那儿分享
救恩的盼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反思：我是否因为面子的问题拒绝传福音?

行动：心目中想起哪位非信徒朋友，向他
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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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0月24日 . 星期一

主题: 为慷慨奉献祷告 主题: 为准备面对逼迫祷告

2022年 10月23日 . 星期日35 36
天父，祢是万物的源头，让我们这群属于
祢的子民，时时刻刻谨记我们所拥有的都
是来自祢，让我们所拥有的不是单用来满
足自己。提醒我们不要抓紧这个世界的事
物，当把永恒的事放在我们心中。让宏茂
桥堂这个信心的社体，学习如何去祝福有
需要的群体。让弟兄姐妹也慷慨付出我们
的时间、能力、与资源，去祝福有需要的
人。愿我们乐意去行，把所有的荣耀都归
给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反思：我们只是暂时被托付管理主的资
源。我是个忠心的管家吗?

行动：在这一周，花时间和金钱来祝福
人。

主啊！我们时常不懂得珍惜所拥有的一
切，把能够自由地敬拜当成理所当然。我
们也不觉得自己会面对逼迫。主，我们不
知道将来的日子是否会仍然保持不变。我
们求祢保守我们的信心以及爱祢的心；以
致当我们在为信仰和真理发声时，即使会
面对压力和逼迫也依然站立得稳，忠于祢
的话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反思：新加坡人是否有因信仰而被逼迫?

行动：如果今天需要我为信仰挺身而出，
我能作出什么实际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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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0月26日 . 星期三

主题: 为持守真理祷告 主题: 为40年的恩典感恩

2022年 10月25日 . 星期二37 38
父神，让我们有一颗愿意持守真理的心。
我们往往会忘记在主日讲台所听到的信
息，以致我们周日的生活贫乏无力。让我
们的教会成为一间遵循祢话语的教会。让
我们委身于主的话语，从而得着能力来服
侍祢，忠心于主所托付的工作。让我们不
单认识真理，更是学习降服于真理。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反思：我是否也常常忘记崇拜的信息?

行动：培养一个新的的习惯。以（电子）
笔记簿记下崇拜心得。

主啊！我们为着这40天的祷告感谢祢。 
祢让我们透过禁食祷告，学习更亲近祢。
求祢让我们在庆祝堂庆过后，依然能够继
续这个禁食祷告的属灵操练。让我们宏茂
桥堂的弟兄姐妹能够在接下来的年日中，
更有属灵的恩膏，成为主祢喜悦的天国子
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反思：禁食祷告到底对我有没有帮助?

行动：继续禁食祷告，把它列为属灵生命
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4039

  2022年 10月28日 . 星期五

主题: 为40年的恩典感恩 主题: 为40年的恩典感恩

2022年 10月27日 . 星期四39 40
主啊！我们为着这一个周末的庆典祷告。
祢让我们跨越语音和年龄，能够在一个屋
檐下一同敬拜你。让我们在爱宴聚餐、在
歌声、在敬拜中，更体验我们乃同属一位
主和一个家。借着庆典的各个项目，加深
我们爱上帝和爱这个家的心。让我们能够
彼此相爱、荣神益人，把福音传到地极。
愿我们手中所做的事，能够直存到永恒。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反思：我是否以归属卫理公会宏茂桥堂为
荣?

行动：我要实际地参与教会活动（请参加
星期六与星期天的庆祝活动）。

主啊，当我们在回顾和预备着40周年堂庆
时，我为着每一位参与筹备和服侍的弟兄
姐妹感恩。让我们的历史走廊——这个可
见的恩典记号，荣耀主名；坚固我们的信
心，知道主以前怎样引领，以后也必同样
带领。我们把卫理公会宏茂桥堂完全摆在
主的恩手中，求祢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
继续为主发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反思：走过这40天的祷告，我经历了怎样
的成长?

行动：让我们都穿着 40周年庆典的
t-shirt，一起在主日的实体崇拜中
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