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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祷告日 Church Day of Prayer 2018 

• 敬拜 Worship 
 

• 感恩祷告：2017/18 年【与家人和好】的旅程 

Thanksgiving Prayer for “Peace with Ourselves” 

Journey 2017/18  
 

• 祷告操练：用经文祷告                                   

Prayer Disciplines: Scriptural Prayer 
 

• 茶点/休息 Tea Break 
 

• 为国家祷告 Prayer for our Nation 
 

• 为教会祷告：因爱发光                                

Prayer for our Church: Love Within, Light Without 
 

• 为 2018/19 年【与世界和好】的四音布道会祷告        

Prayer for “Peace with the World” 4-Language 

Evangelistic Events in 2018/19 
 

• 立志祷告 Prayer of Ded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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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祷 

上帝啊， 

我们要一心称谢祢，为祢的慈爱和诚实称赞祢的

名。因祢使祢的话显于大，过于祢所应许的。我呼

求的日子，祢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

力。上帝啊，祢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要称谢祢，

歌颂祢的作为。 奉基督圣名感恩，阿们！ 

[经文: 诗篇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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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祷告：与家人和好 

为 2017/18 年的旅程祷告 

• 与自己和好 

• 与家庭成员和好 

• 与信心社体（教会弟兄姐妹）和好 

众祷文： 

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祢，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当

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祢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

来。 这并不是出于我们，乃是神祢所赐的。感谢祢

让我们与自己和好，肯定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是蒙

恩的子女。 感谢祢，因我们是祢的工作，在基督耶

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特别在过去一年，

在家庭、教会的群体内行和好的善事。求祢帮助我

们继续与家人和好，让祢的爱不断浇灌在我们当

中，好让我们造就更多的人，荣耀祢的圣名。奉耶

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经文: 以弗所书 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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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操练：用经文祷告 (I) 

用诗篇祷告 

诗篇是一种最古老的祈祷形式，圣经记载耶稣基督

曾经用诗篇来祷告。 

耶稣:在十字架上曾经引用诗篇 22 章 1 节说：「我的

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和诗篇 31 章 5 节说：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初期教会:教父每日吟诵诗篇多次，甚至在一世纪的

时候，吟诵诗篇是唯一的祷告表达。直至到五世

纪，诗篇的祷告是早祷的重要成分。传统上，礼仪

教会在崇拜里面的读经会有诗篇的诵读，信徒无论

在公共崇拜，或是个人的灵修里都会运用诗篇。 

究竟用诗篇来祈祷有什么独持之处？ 

１. 诗篇的祷告是多元性，有感恩，颂赞，忏悔，哀

伤，依靠等的祷文，它们来自生活中不同的境遇，

像一本祷告的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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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诗篇的祷告是真情流露，祷告的时候信徒向上帝

毫无隐藏感情，坦然的对话，祷告的人要面对真

我，尤其是面对生命的幽暗面，把内心深处的事情

带到主面前。 

３. 诗篇的祷告是以上帝为中心，所以，我们不是祈

求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是祈求上帝要我们求的东

西，诗人要与上帝亲近，渴望进入与主更深的关

系。如大卫的祈求和悔罪之诗，及许多诗人在不同

的处境中以祷告向上帝的倚靠。 

４. 诗篇的祷告是按照神丰盛的话语来出发。换句话

说，不是从自我的贫乏出发，是基于圣经的应许来

祈求。 

我们重寻诗篇祷告的属灵体会，可以个人和群体的

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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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诗篇祷告？ 

个人操练方面：每日至少用１０分钟 

１. 诵读圣经：信徒可以多次、慢慢地诵读，要细

心、留心，以致能读得明白。读经文本身也是一种

的祷告。 

２. 安静默想：集中思想在自己有感动的某些章节、

某些主题，重覆并加深，反省为何感觉某些章节对

自己特别重要，对自己的生命有影响。 

３. 与主对话：真诚与上帝沟通谈心，回应式的祷

告。并且等候聆听、体验上帝的临在，与主深交。 

４. 立志回应：将此刻的领受体验化为祷告，立志回

应今天对我所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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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祷告的操练――继续善用诗篇祷告： 

诗篇是信徒操练祷告的最佳范本，以下列出信徒在

不同环境中，遇到的不同需要时可使用的祷文。 

１. 感恩：诗篇 65,84,92,98,103,116,145 

例子：诗篇 116:12-14 
耶和华向我赏赐一切厚恩，我拿什么来报答他呢？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 

我要在他的全体百姓面前向耶和华还我所许的愿。 
 

２. 忏悔：诗篇 6,32,38,51,102,130,143 

例子：诗篇 6:1-3 
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 

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 

耶和华啊，求你怜悯我，因为我软弱。 

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战抖。 

我的心也大大惊惶。 

耶和华啊，你要等到几时呢？ 
 

３. 病痛：诗篇 22,32,38,39,41,77,91 

例子：诗篇 39:12-13 
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祷告，侧耳听我的呼求！ 

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 



8 
 

因为在你面前我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 

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喜乐。 
 

４. 惧怕：诗篇 3,27,46,56,112,118 

例子：诗篇 56:1-4 
上帝啊，求你怜悯我，因为有人践踏我， 

终日攻击欺压我。 

我的仇敌终日践踏我， 

逞骄傲攻击我的人很多。 

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 

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语； 

我倚靠神，必不惧怕。 

血肉之躯能把我怎么样呢？ 
 

５. 忧闷：诗篇 13,40,42,69 

例子：诗篇 40:1-3 
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 

他从泥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 

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健。 

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 

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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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信靠：诗篇 16,23,27,62,91,121,125,131 

例子：诗篇 27:11-14 
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 

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 

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都起来攻击我。 

我深信在活人之地必得见耶和华的恩惠。 

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 

要等候耶和华！ 
 

７. 离别：诗篇 27,126 

例子：诗篇 27:9-10 
求你不要转脸不顾我，不要发怒赶逐你的仆人， 

你向来是帮助我的。 

救我的神啊，不要离开我，也不要撇弃我。 

即使我的父母撇弃我，耶和华终必收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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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信徒直接运用诗篇来操练祷告，日复日，月

复月，年复年；恒常，忠心地操练，会使信徒迈向

成熟，改变自己生命的属灵气质，深化信徒祷告的

言语，更新信徒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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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操练：用经文祷告 (II) 

用保罗书信祷告 

一、使徒保罗祷告的特征与关注点 

1）保罗是一个祷告者 （歌罗西书 4:2-4； 提摩太后

书 1:3；罗马书 1:9-10） 

2）当保罗为信徒的灵命转化祷告时，保罗的祷告是

要倚靠神，但是也不要忽略人的责任。 

a. 倚靠圣灵的大能（罗马书 15:13）； 

b. 按照上帝的恩典（以弗所书 1:7-8）； 

c. 顺着上帝的旨意（罗马书 15:31-32；哥林

多前书 1:8-9）。 

3）使徒保罗祷告的关注点是荣耀上帝 

a. 上帝得荣耀（罗马书 15:6；腓立比书 1:9-

11；以弗所书 3:20-21） 

4）使徒保罗祷告的关注点是信徒的基督徒生命被建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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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帮助信徒真知道上帝

（以弗所书 1:17-18）； 

b. 藉着神的大能能够认识神的爱，并且被神

的爱充满（以弗所书 3：17b-19）； 

c. 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

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歌罗

西书 1:9-12）； 

d. 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帖撒罗尼迦前书

4：3；5:23-24）。 

二、用保罗的书信祷告的例子 

1）用保罗书信为自己祷告 

• 歌罗西书 3:3-17 

经文：3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

里面。 4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

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5 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

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 6 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

临到那悖逆之子。 7 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

样行过。 8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

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 9 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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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10 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

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11 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

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

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 
12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

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13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

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

饶恕人。 14 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

的。 15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

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16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

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

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17 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

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祷文：歌罗西书 3:3-17 
亲爱的天父，我们的老我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

同藏在神里面。我们知道，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

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所以，求祢帮助我们，治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

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

这些事，神的忿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我们也曾这样行

过，但现在我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忿怒、恶

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诚实以及说谎话。主

啊，帮助我们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

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我们的主的形像。 在此并不分

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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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

人之内。 

作为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我们要存怜悯、恩慈、谦

虚、温柔、忍耐的心。 主啊，帮助我们彼此包容，彼此饶

恕，正如主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在这

一切之外，我们要存著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主啊，我们求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我们为此蒙

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的心里，用诗章、颂

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心被恩感，歌颂神。 帮

助我们无论做甚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

名，藉著他感谢父神。  

2）用保罗书信为别人祷告 

• 以弗所书 1:15-20 
经文：15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 
16 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17 求我

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

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18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

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

丰盛的荣耀； 19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

浩大， 20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

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21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

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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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文：以弗所书 1:17-19a 
我祈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赏赐给你（xx 名

字）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真知道祂。 既然是照明

你（他/她）心中的眼睛，你（他/她）就知道祂的恩召有何

等指望；以及祂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

知道祂向所有信祂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 以弗所书 3:14-21 
经文：14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15 天上地上的各家，都

是从他得名—— 16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

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17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

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18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

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19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20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21 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

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 

祷文：以弗所书 3:16-19 
我祈求父神按著祂丰盛的荣耀，藉着祂的灵，叫你（xx，

名字）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xx）的信，住

在你（他/她）心里，叫你（他/她）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

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

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 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

你（他/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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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罗西书 1:9-14 
经文：9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

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

意， 10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

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 11 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

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 
12 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 13 他救

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14 我们

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 

祷文：歌罗西书 1:9-14 （为我们自己祷告） 
亲爱的天父，求祢将能够满心知道神旨意的一切属灵智慧

悟性充满我们/我， 好叫我们/我的行事为人对得起祢，凡

事蒙祢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照

着祢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我们/我凡

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

光明中同得基业。祢救了我们/我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

我迁到祢爱子的国里；在祂里面我们/我得蒙救赎，罪过得

以赦免。   
 

祷文：歌罗西书 1:9-14 （为别人祷告） 
亲爱的天父，求祢将能够满心知道神旨意的一切属灵智慧

悟性充满（xx,名字）， 好叫（他/她）的行事为人对得起

祢，凡事蒙祢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

神；照着祢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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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xx,名

字）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祢救了我们/我脱离黑

暗的权势，把我们/我迁到祢爱子的国里；在祂里面我们/我

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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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国家 

为新加坡祷告 

代祷事项： 

1. 国家安全：防范和警惕各种威胁，持续开放的策

略，并与区域伙伴联系 

2. 充满活力的经济：未来的经济战略，明智地使用

科学技术 

3. 关怀社会：个体与群体社会地位的变化，不同阶

层间的包容，照顾老年人，支持年轻家庭 

4. 新一代领导人：公正和富有同情心的政策，提倡

爱和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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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国家 

为新加坡祷告 

经文：提摩太前书 2:1-2 

1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2 为君

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

安无事地度日。 

祷文： 

主啊，我们的上帝，我们赞美祢。我们不但是新加坡公

民，祢也呼召我们成为天国子民。我们要为国家祷告。 

威严和权能的上帝，我们承诺会顺服祢为国家所设立的

掌权者。 在国家经历领导层的改变与更新时，主啊，请

向领袖和祢的子民启示前面的方向与当行的事。 

主啊，我们为新加坡的福祉祈祷。 求祢帮助我们以怜悯

与恩慈彼此相待、成为邻舍的和平使者，并成为称职的

管家，妥善地管理土地与资源。在国家追求富足与增长

时，求祢帮助我们活出公义与公平。 愿主的名字在这片

土地上得着荣耀。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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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教会 

因爱发光 

 

笔记： 

 

  

把“爱”放进家、把“光”放进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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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四音布道会 2018/19 

印尼音五周年庆福音主日 

 

代祷事项： 

1. 为印尼音在 8 月 19 日的五周年感恩崇拜暨福音

主日的筹备与讲员祷告。恳求主使筹委会的委员

能同心合意地事奉，并且求主使用当天福音的宣

讲激动更多未信者归向主。 

2. 印尼音崇拜场所将改到 TA 三楼卫斯理内厅，时

间也改为下午一点半。求主帮助弟兄姐妹尽快适

应并能专心崇拜。 

3. 为印尼音崇拜的布道工作祷告。恳求主藉着八月

开课的英语班帮助更多的印尼女佣们掌握基本英

语，并且听见和明白福音。 

  

2018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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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四音布道会 2018/19 

印尼音五周年庆福音主日 

 

经文： 

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

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 3:16 

3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 4
 他愿意万人

得救，明白真道。提摩太前书 2:3-4 

祷文： 

天父，祢爱世人、甚至将祢的独生子赐给世人，为要拯

救世人。在我们当中，有许多背井离乡的印尼籍朋友，

也和我们一样，是主所爱、主所宝贝的人。主愿意万人

得救，明白真理，不愿有一人沉沦。求主兴旺本堂印尼

音崇拜事工，引领与祝福在八月份要举行的五周年感恩

崇拜暨福音主日与英语班，让更多印尼人听到福音并且

回转归向上主；也愿主引领弟兄姐妹们适应新的崇拜时

间与场所，使他们能专心崇拜、享受主的爱与属灵氛

围。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2018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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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四音布道会 2018/19 

华语福音营 

 

代祷事项： 

1. 为致力于带领未信主亲友参加福音营的会友 

a) 求上帝赐我们作见证的机会（哥罗西书 4:3） 

b) 求上帝使我们放胆传讲真道（使徒行传 4:30） 

c) 求上帝赐我们邀请人的机会（路加福音 14:23） 

2. 为参与福音营的未信者 

a) 求上帝开他们属灵的眼睛和耳朵（马太福音

13:15） 

b) 求上帝赐信心使他们能够信靠基督耶稣（使徒行

传 20:21） 

c) 求上帝赐他们有愿意的心来回应（罗马书 10:9）   

3. 为福音营筹备者 

a) 求上帝帮助我们甘心乐意服事主，不是做给人

看。因为知道将从主那里得基业为赏赐。愿我们

向主表明，事奉基督耶稣是为取悦祂，而不是取

悦人。（哥罗西书 3:23-24） 

  

2018 年 12 月 9-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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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四音布道会 2018/19 

华语福音营 

 

经文： 

36 他（耶稣）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

苦无助，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马太福音 9:36 

9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

得救。罗马书 10:9 

祷文： 

天父上帝，祢是全人类的救主，祢的眼目看顾困苦流离

的人。祢已经拯救了我们，也吩咐我们把这得救的福音

传给普世的人类。主啊，我们把今年 12 月的福音营完全

交托在祢的手中，求主保守讲员的身体健康；赐筹备委

员会的委员们有聪明智慧，来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求

主激励众弟兄姐妹，积极邀请未信主的家人和朋友参加

福音营；求主软化参加营会的未信者的心，使更多的人

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为主。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阿们。 

2018 年 12 月 9-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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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四音布道会 2018/19 

英语布道会 

 

代祷事项： 

1. 为会友们—特别是那些不活跃的会友愿意积极参

与正在进行的 IDMC（锐意门训）祷告。愿他们

投入在这个门徒塑造的每一个环节。愿主塑造弟

兄姐妹成为这世界的成熟门徒，坚守真实与勇敢

无惧的价值观，引其他人作主门徒。 

2. 祈求上帝使用启发课程（Alpha），使更多未信

者接受基督的救恩，并为 2019 年圣周期间的布

道会作好准备。 

3. 为 2019 年圣周期间的福音布道会祷告。讲员荣

誉会督罗伯特·所罗门将会宣讲一系列的福音信

息。求主感动我们的亲友回应邀请，到时参加圣

周的福音聚会与活动（如儿童福音节目，十架静

思站等）。愿主藉着这些聚会与活动，使福音的

种子在弟兄姐妹和未信者的心中日渐发芽成长。 

2019 年 4 月 14, 18, 19,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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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四音布道会 2018/19 

英语布道会 

 

经文：路加福音 9:23 

23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

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祷文： 

天父啊，求祢的灵激励英语崇拜全体会众，使我们

觉醒成为基督门徒的必要性，愿意背起十架，活出

爱神爱人的生命，积极跟随和效法基督。求赐智慧

给筹备委员，使他们所策划的能够挑旺生命，装备

会众成为合神心意的门徒，也使更多人听福音并成

为主的门徒。奉基督圣名，阿们。 

 

  

2019 年 4 月 14, 18, 19,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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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四音布道会 2018/19 

厦语布道会 

 

代祷事项： 

1. 感谢主，张振忠会督已答应在布道会证道，潘秀

琼姐妹分享诗歌见证。恳求主使用他们传扬福

音，见证上帝是爱； 

2. 主赐我们有一个同心协力的团队来策划预备这个

布道会，各样事情有妥善的计划与安排；和 

3. 主激励本堂的会友积极邀请未信主的亲友赴会。 

  

2019 年 8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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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四音布道会 2018/19 

厦语布道会 

 

经文：路加福音 10:1-2 

1 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

地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 2 就对

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

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祷文： 

上帝啊，求你为我们打开福音的门，向讲福建话的

民众传讲基督的救恩。我们知道庄稼已经熟了，可

以收割了，但是做工的人少，求主差遣我们。也叫

我们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向人作见证，

带人来参加厦语布道会。奉主基督的名祈求，阿

们。 

 

2019 年 8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