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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歡迎參加 21 天禱告之旅。 

這禱告手冊是要幫助我們在禱告中與父神建立更親密的關係，天天與神 

緊密同行，讓禱告融入在我們生活作息的每一個環節中，建立一種 

「生活禱告化，禱告生活化」的生活模式。這小冊子並不是靈修習作， 

而是透過一段簡短經文，學習用聖經禱告，在 21 天禱告旅程中，弟兄 

姊妹同心攜手，彼此互勉，一同操練恆常而持久的禱告生活，在這紛擾 

的世界中與神結連，更新個人的靈命，更新與人的關係，見證基督的 

豐盛，建造教會，成為萬民的祝福。 

形式 

1. 經文默想。帶著禱告的心，透過每天反複思想提供的經文，讓聖靈與 

 聖言在我們的內心作感化與帶動的工作。 

2. 禱告日誌。學習將當天神對我們的提醒和感動，並引發出來的禱文 

 記錄下來。日後更可重溫這些日誌，回顧我們曾經從神那裏獲得的提醒。 

3. 誠心禱告。把剛寫下來的禱文，加上提供的代求事項，向父神禱告。 

禱告手冊除可用作個人禱告日誌外，亦可用於小組團契、家庭中， 

與弟兄姊妹、配偶及家人一同分享學習禱告。 

延伸 

我們不單期盼弟兄姊妹的個人禱告生活能夠進深，更求主復興教會整體的

禱告生活，鼓勵你參與不同時段的禱告聚會，同心為神的國度祈禱。 

請參閱背頁的禱告聚會時間。 

願神的愛吸引我們，願肢體們「常常禱告，不可灰心」，願我們在禱告中

經歷主的豐盛，更認識神，生命得以轉化。 



詩 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

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

殿中，瞻仰他的榮美, 在他的殿宇

裏求問。 

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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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親愛的天父，求祢除去我心中的懼怕和軟弱，讓我每時每刻都能 

經歷祢的同在和保守，因為唯有祢能給我平安，力量和幫助。  

1. 反覆思想今天的經文， 有那些句子或信息你覺得最深刻？ 

3. 請將你的思想化為禱告，寫下你向神感恩讚美，認罪悔改或                        

祈求幫助的禱文。 

那有先開音樂會，然後再調和樂器呢？每天讀經、禱告，先與神

調和，然後再與人見面、辦事。    ─ 戴德生 

2. 這些句子或信息對你有何意義？如何能幫助你深化信仰或迎向                        

正面對的處境？ 



第二天 

太 6:9-13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

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

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

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

我們陷入試探；救我們脫離那惡

者。因為國度、權柄、榮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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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覆思想今天的經文， 有那些句子或信息你覺得最深刻？ 

2. 這些句子或信息對你有何意義？如何能幫助你深化信仰或迎向

正面對的處境？ 

3. 請將你的思想化為禱告，寫下你向神感恩讚美，認罪悔改或

祈求幫助的禱文。 

禱告: 

求主使我們樂於禱告, 愛禱告，且不住地禱告。在禱告中學習對神的

倚靠、敬畏、渴慕和感謝，使我們與主的關係更加親密，更能明白

祢的旨意。 



1. 反覆思想今天的經文， 有那些句子或信息你覺得最深刻？ 

2. 這些句子或信息對你有何意義？如何能幫助你深化信仰或迎向

正面對的處境？ 

3. 請將你的思想化為禱告，寫下你向神感恩讚美，認罪悔改或

祈求幫助的禱文。 

禱告: 

主耶穌祢是美善，滿有智慧和慈愛，樂意赦免人的過犯，更樂意垂

聽我們的禱告，帶給我們安慰，願我們能全然信靠祢，並願意繼續

天天跟隨祢。 

第三天 

代下 7:14-15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謙卑

自己，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

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

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我必睜眼看，側耳聽在此處所獻

的禱告。 

4 



第四天 

耶 29:11 

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 

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 

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這是耶和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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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覆思想今天的經文， 有那些句子或信息你覺得最深刻？ 

2. 這些句子或信息對你有何意義？如何能幫助你深化信仰或迎向正

面對的處境？ 

3. 請將你的思想化為禱告，寫下你向神感恩讚美，認罪悔改或祈

求幫助的禱文。 

禱告: 

感謝賜平安的神，應許與我們同在，無論世界有什麼變動，我們深

知道祢是昔在，今在，永在和掌管萬有的主。 

https://www.expecthim.com/jehovah-jesus.html


1. 反覆思想今天的經文， 有那些句子或信息你覺得最深刻？ 

2. 這些句子或信息對你有何意義？如何能幫助你深化信仰或迎向

正面對的處境？ 

3. 請將你的思想化為禱告，寫下你向神感恩讚美，認罪悔改或

祈求幫助的禱文。 

禱告: 

感謝賜新生命的主，求主陶造我們的生命，興起弟兄姊妹，忠心

事主，同心同行，携手互建，活潑見證，更能以生命影響生命。 

第五天 

羅 12:1-2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 

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 

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

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 

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

可喜悅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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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壹 3:16 & 18 

基督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 

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 

捨命。孩子們哪，我們相愛， 

不要只在言語或舌頭上，總要 

以行為和真誠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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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覆思想今天的經文， 有那些句子或信息你覺得最深刻？ 

2. 這些句子或信息對你有何意義？如何能幫助你深化信仰或

迎向正面對的處境？ 

3. 請將你的思想化為禱告，寫下你向神感恩讚美，認罪悔

改或祈求幫助的禱文。 

禱告: 

感謝主耶稣基督的教導，提醒我們要踐愛於行，求主幫助我們

去以行為和真誠去服事和關顧有需要的肢體。   

第六天 



1. 反覆思想今天的經文， 有那些句子或信息你覺得最深刻？ 

2. 這些句子或信息對你有何意義？如何能幫助你深化信仰或迎向

正面對的處境？ 

3. 請將你的思想化為禱告，寫下你向神感恩讚美，認罪悔改或

祈求幫助的禱文。 

禱告: 

求主教導我們彼此關心，建立一個更加互愛和憐恤的群體，明白

需要在基督裡連結，以致與主的關係及彼此之間的關係都能在 

基督裡合而為一。 

林前 12:26-27 

假如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 

一同受苦；假如一個肢體得光榮,  

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你們是 

基督的身體，並且各自都是肢體。 

第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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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求主的慈愛吸引我，讓我常常渴慕尋求袮，在生活的每個選擇中，以

禱告來到袮面前尋求，求主幫助我建立一個禱告的心。 

1. 反覆思想今天的經文，有那些句子或信息你覺得最深刻？ 

3. 請將你的思想化為禱告，寫下你向神感恩讚美，認罪悔改或祈

求幫助的禱文。 

禱告不是把人的旨意行在天上而是把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William Law 

第八天 

詩 63:1-3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 

尋求你；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 

我的心靈渴想你，我的肉身切慕

你。我在聖所中曾如此瞻仰你， 

為要見你的能力和你的榮耀。 

因你的慈愛比生命更好，我的 

嘴唇要頌讚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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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這些句子或信息對你有何意義？如何能幫助你深化信仰或迎向正

面對的處境？ 



1. 反覆思想今天的經文， 有那些句子或信息你覺得最深刻？ 

2. 這些句子或信息對你有何意義？如何能幫助你深化信仰或迎向

正面對的處境？ 

3. 請將你的思想化為禱告，寫下你向神感恩讚美，認罪悔改或

祈求幫助的禱文。 

禱告: 

懇求父神，幫助我察驗自己的罪，看看有沒有任何事物佔去

我的心，使我遠離袮，並引領我回轉。 

詩 51:1-2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愛恩待我！ 

按你豐盛的憐憫塗去我的過犯！ 

求你將我的罪孽洗滌淨盡， 

潔除我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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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天 



第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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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4:15-16  

因為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 

我們的軟弱；他也在各方面受過

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

犯罪。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

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

憫，蒙恩惠，作及時的幫助。 

1. 反覆思想今天的經文， 有那些句子或信息你覺得最深刻？ 

2. 這些句子或信息對你有何意義？如何能幫助你深化信仰或迎向

正面對的處境？ 

3. 請將你的思想化為禱告，寫下你向神感恩讚美，認罪悔改或

祈求幫助的禱文。 

禱告: 

親愛的天父，袮明白我與人相處的軟弱與隔膜，求袮幫助我與弟兄 

姊妹相處能活出從袮而來的愛，也願意多關心別人的需要。 

  



1. 反覆思想今天的經文， 有那些句子或信息你覺得最深刻？ 

2. 這些句子或信息對你有何意義？如何能幫助你深化信仰或迎向正

面對的處境？ 

3. 請將你的思想化為禱告，寫下你向神感恩讚美，認罪悔改或祈

求幫助的禱文。 

禱告: 

主感謝袮對我的揀選，讓我成為天父的兒女，能在教會中成長，求

袮讓我明白袮對我的召命，讓我在事奉中活出聖靈的果子， 

也常為每位事奉的弟兄姊妹代求。 

第十一天 

約 15: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

了你們，並且派你們去結果子，

讓你們的果子得以長存，好使你

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 

他會賜給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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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20:24 

我卻不以性命為念，只要走完 

我的路程，完成我從主耶穌所 

領受的職分，為神恩典的福音 

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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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覆思想今天的經文， 有那些句子或信息你覺得最深刻？ 

2. 這些句子或信息對你有何意義？如何能幫助你深化信仰或迎向正

面對的處境？ 

3. 請將你的思想化為禱告，寫下你向神感恩讚美，認罪悔改或祈

求幫助的禱文。 

禱告: 

求主讓我經歷從神而來的憐憫，賜我有膽量常常為袮作見證，在今

年向一位福音對象開口作見證，並禱告記念一位宣教士 。 

  

第十二天 



1. 反覆思想今天的經文， 有那些句子或信息你覺得最深刻？ 

2. 這些句子或信息對你有何意義？如何能幫助你深化信仰或迎向

正面對的處境？ 

3. 請將你的思想化為禱告，寫下你向神感恩讚美，認罪悔改或

祈求幫助的禱文。 

禱告: 

求天父賜我有謙卑的心，讓我在事奉上看別人比自己更重要，

並能同心服事活出袮的恩召，更願意彼此關顧。 

腓 2:3-4 

凡事不可自私自利，不可貪圖虛

榮；只要心存謙卑，各人看別人 

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

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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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天 



第十四天 

傳道書 4:9-10 

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他們 

勞碌同得美好的報償。若是 

跌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

伴；倘若孤身跌倒，沒有別人

扶起他來，這人就有禍了。 

1. 反覆思想今天的經文， 有那些句子或信息你覺得最深刻？ 

2. 這些句子或信息對你有何意義？如何能幫助你深化信仰或迎向

正面對的處境？ 

3. 請將你的思想化為禱告，寫下你向神感恩讚美，認罪悔改或

祈求幫助的禱文。 

禱告: 

求主讓我能成為別人的靈程夥伴，在基督徒生命旅程中，與夥伴同行，

彼此守望，互相勉勵，分享分擔，一同經歷主，靈命得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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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主啊！ 提醒我不可忘記祢一切的恩惠。 我的心要感謝祢，我的靈

要讚美祢，我的口要稱頌祢，我全人都要敬拜祢。 

1. 反覆思想今天的經文，有那些句子或信息你覺得最深刻？ 

3. 請將你的思想化為禱告，寫下你向神感恩讚美，認罪悔改或祈

求幫助的禱文。 

我們的禱告不應以自我為中心，我們禱告不僅是因為我們覺得自己的

需要必須交託給神，同時也要因為我們愛我們的弟兄，對他們的需要感

同身受，與他們一同祈求。         ─加爾文 

2. 這些句子或信息對你有何意義？如何能幫助你深化信仰或迎向

正面對的處境？ 

詩 103:1-2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凡在我裏面的，都要稱頌他的聖

名！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不可忘記他一切的恩惠！ 

第十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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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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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1:28-29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都到我這裏來，

我要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裏柔和 

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向我 

學習；這樣，你們的心靈就必得 

安息。 

1. 反覆思想今天的經文， 有那些句子或信息你覺得最深刻？ 

2. 這些句子或信息對你有何意義？如何能幫助你深化信仰或迎向正

面對的處境？ 

3. 請將你的思想化為禱告，寫下你向神感恩讚美，認罪悔改或祈

求幫助的禱文。 

禱告: 

求主幫助我們身心靈有重擔的都懂得來到主面前。 主啊！求祢賜我們

柔和謙卑的心，並且知道靠着祢的恩典和大能，可以得享祢 

的安息！ 



1. 反覆思想今天的經文， 有那些句子或信息你覺得最深刻？ 

2. 這些句子或信息對你有何意義？如何能幫助你深化信仰或迎向正

面對的處境？ 

3. 請將你的思想化為禱告，寫下你向神感恩讚美，認罪悔改或祈

求幫助的禱文。 

禱告: 

記念我們中間心靈及肉體軟弱的肢體。知道主的恩典夠用，更確信

基督的能力覆庇著他們，使他們剛強起來，靠着主的能力使他們 

可以誇勝。 

第十七天 

林後 12:9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是夠你用

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

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耀

自己的軟弱，好使基督的能力覆庇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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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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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10:14-15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告他

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

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若 

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 

經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 

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1. 反覆思想今天的經文， 有那些句子或信息你覺得最深刻？ 

2. 這些句子或信息對你有何意義？如何能幫助你深化信仰或迎向正

面對的處境？ 

3. 請將你的思想化為禱告，寫下你向神感恩讚美，認罪悔改或祈

求幫助的禱文。 

禱告: 

為士浸家支持的宣教士和差傳機構禱告，讓我們更明白及關心他們的 

需要。求神堅固他們的信心。願主挑旺每一個信徒有傳福音的心志， 

時刻把握機會分享我們的福音故事，使我們成為萬民的祝福。 



1. 反覆思想今天的經文， 有那些句子或信息你覺得最深刻？ 

2. 這些句子或信息對你有何意義？如何能幫助你深化信仰或迎向

正面對的處境？ 

3. 請將你的思想化為禱告，寫下你向神感恩讚美，認罪悔改或

祈求幫助的禱文。 

禱告: 

主啊！雖然我們軟弱 並且有各樣的限制，感謝祢將福音的大能放在

我們的生命裡面。因着聖靈的內住，使我們找著生命真實的意義，

得著釋放，求祢讓我們靠著祢能彰顯基督的榮美。  

第十九天 

林後 4:7-10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為要顯 

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 

於我們。我們處處受困，卻不被捆

住；內心困擾，卻沒有絕望；遭受 

迫害，卻不被撇棄；擊倒在地，卻 

不致滅亡。我們身上常帶著耶穌的

死，使耶穌的生也在我們身上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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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天 

21 

約 17:20-21 

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藉

著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父你 

在我裏面，我在你裏面，使他們也

在我們裏面，好讓世人信是你差我

來的。 

1. 反覆思想今天的經文， 有那些句子或信息你覺得最深刻？ 

2. 這些句子或信息對你有何意義？如何能幫助你深化信仰或迎向正

面對的處境？ 

3. 請將你的思想化為禱告，寫下你向神感恩讚美，認罪悔改或祈

求幫助的禱文。 

禱告: 

願弟兄姊妹間能真誠相交，無分彼此。不論語言、文化背景和年紀

的差別，我們都能在主內彼此接納，互相包容。要懇切為士浸家能

在主裏合一的心禱告。 



1. 反覆思想今天的經文， 有那些句子或信息你覺得最深刻？ 

2. 這些句子或信息對你有何意義？如何能幫助你深化信仰或迎向正

面對的處境？ 

3. 請將你的思想化為禱告，寫下你向神感恩讚美，認罪悔改或祈

求幫助的禱文。 

禱告: 

求主保守我們在祂的愛裡，享受祂同在的甘甜。 願更多弟兄姊妹能

參與士浸家的關顧事工， 因為主教導我們要彼此相愛。 

第二十一天 

約 15: 12-14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

樣，這是我的命令。人為朋友捨

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更大的

了。你們若遵行我所命令的，就是

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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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 



鼓勵信徒恆常參加教會祈禱會， 

為神家儆醒守望。 讓我們同心合意 

「攜手互建， 活潑見證」，  

以禱告成為萬民祝福的教會。 

逢星期三晚上七時三十分於小禮堂舉行。 

每季星期六早晨祈禱會  

 
 
 

我們的禱告不應以自我為中心，我們禱告不僅是因為我們

覺得自己的需要必須交託給神，同時也要因為我們愛我們

的弟兄，對他們的需要感同身受，與他們一同祈求。 

         ─加爾文 

日期 時間 地點 

四月六日 星期六上午十時 小禮堂 

七月六日 星期六上午十時 小禮堂 

十月五日 星期六上午十時 小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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