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2 0 年  A c t s  教 会
2 1 天 祈 祷 和 禁 食

3 月 2 1 日 至 4 月 1 0 日

第 二 个 星 期



你在今天的圣经阅读中学到了什么
关键的功课？1

2 在你生活有哪个领域，是你最能好
好地实践这个功课的？

3 你打算如何将你今天所学习到的东
西与你的目标和意向连接一起？

4 今天，你能和谁分享这个功课并造
福他们呢？

在这个21天祈祷禁食里，反思以下的问题：

一起开始吧！

每日反思问题



⁸ 虽然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他还赐
我这恩典，让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
给外邦人， ⁹ 又使众人都明白什么是历代
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　神里的奥秘， ¹⁰ 
为要在现今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
的知道　神百般的智慧。 ¹¹ 这是照着　神
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完成的永恒的计划
。 ¹² 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
，满有自信地进到　神面前。 ¹³ 所以我
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
；这原是你们的光荣。

以弗所书 3:8-13

今天，你能和谁分享这个功课并造福他们呢？

3月28日



Acts 博茨瓦纳。

我们的核心团队将被建立起
来带领教会，新灵魂加入并
扎根。宣告教会的合一，智
慧将会临到领袖团队，也会
有更多门徒扩展神的国度。

3月28日 祈祷重点



明白基督的爱
¹⁴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¹⁵ 天上地上
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的— ¹⁶ 为要他按着
他丰盛的荣耀，藉着他的灵，使你们内心
的力量刚强起来； ¹⁷ 又要他使基督因着
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既在爱中
生根立基， ¹⁸-¹⁹ 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
道这爱是超过人的知识所能测度的，为要
使你们充满　神一切的丰盛。

²⁰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
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²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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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们！

你在今天的圣经阅读中学到了什么关键的功课？

3月29日 以弗所书 3:14-21



Acts 墨尔本。

领袖团队将会被建立并有跟
多的机会接触新的灵魂。祈
祷附近周围的大学能敞开大
门。宣告更多的大学生将会
被耶稣基督的爱所拯救，教
会也将会继续地成为当地社

群的祝福。 

3月29日 祈祷重点



明白基督的爱
¹⁴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¹⁵ 天上地上
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的— ¹⁶ 为要他按着
他丰盛的荣耀，藉着他的灵，使你们内心
的力量刚强起来； ¹⁷ 又要他使基督因着
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既在爱中
生根立基， ¹⁸-¹⁹ 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
道这爱是超过人的知识所能测度的，为要
使你们充满　神一切的丰盛。

²⁰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
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²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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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们！

以弗所书 4:1-6

在你生活有哪个领域，是你最能好好地实践这个功课的？

3月30日



Acts  雅加达
(贝加西和加拉瓦奇)。

兴起更多新领袖；建立门徒培
训的关系，并且以神的爱接触
他们当地的社群。宣告当地将
继续地成长，而且有跟多的门

徒和同工被兴起来。

祈祷重点3月30日



⁷ 我们每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每个人
的恩赐。 
⁸ 所以有话说：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俘虏，将各样
的恩赐赏给人。”

⁹ 既说“他升上”，岂不是指他曾降到地底下
吗？ ¹⁰ 那降下的，就是高升远超越诸天之
上的，为要充满万有。 ¹¹ 他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者和教师， ¹² 为
要装备圣徒，做事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
体， ¹³ 直等到我们众人在信仰上同归于一
，认识　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达到基
督完全长成的身量。 ¹⁴ 这样，我们不再作
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
切邪说之风摇动，飘来飘去。 ¹⁵ 我们反而
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各方面向着基督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¹⁶ 靠着他全身都连接得紧
凑，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
助，使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你打算如何将你今天所学习到的东西与你的目标和意向连接一起？

3月31日 以弗所书 4:7-16



迈和 Acts 缅甸。

超凡的成长和生命的转变。宣
告教会继续在当地的社群里发
光发热和耶稣基督的光将照耀

进当地居民的生命里。

祈祷重点3月31日



旧我和新我
¹⁷ 所以我这样说，且在主里郑重地说，你们
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而活
。 ¹⁸ 他们心地昏昧，因自己无知，心里刚
硬而与　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 ¹⁹ 既然他
们已经麻木，就放纵情欲，贪婪地行种种污
秽的事。 ²⁰ 但你们从基督学的不是这样。 
²¹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因为
真理就在耶稣里， ²² 你们要脱去从前的行
为，脱去旧我；这旧我是因私欲的迷惑而渐
渐败坏的。 ²³ 你们要把自己的心志更新， 
²⁴ 并且穿上新我；这新我是照着　神的形像
造的，有从真理来的公义和圣洁。

以弗所书 4:17-24

今天，你能和谁分享这个功课并造福他们呢？

4月1日



Acts 新加坡。

伙伴们将会在他们有影响力的
圈子里作见证，并且正面改变
他们的社群。宣告领袖团队要
合一和更多人会兴起来一起建
造神的家，以让更多的生命有

机会认识耶稣基督。

4月1日 祈祷重点



新生活的守则
²⁵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每个人要与邻舍
说诚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 ²⁶ 即使
生气也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²⁷ 不
可给魔鬼留地步。 ²⁸ 偷窃的，不要再偷；
总要勤劳，亲手[a]做正当的事，这样才可
以把自己有的，分给有缺乏的人。 ²⁹ 一句
坏话也不可出口，只要随着需要说造就人的
好话，让听见的人得益处。 ³⁰ 不要使　神
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
得救赎的日子来到。 ³¹ 一切苦毒、愤怒、
恼恨、嚷闹、毁谤，和一切的恶毒都要从你
们中间除掉。 ³² 要仁慈相待，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正如　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
一样。

以弗所书 4:25-32

你在今天的圣经阅读中学到了什么关键的功课？

4月2日



孩童与少年。

愿他们全心全意来跟随耶稣基
督并大有能力地为祂作见证。
宣告他们将会与神有着个人亲
密的关系并经历祂，并且活出
一个取悦祂的生命并作一个好

的影响人。

4月2日 祈祷重点



所以，作为蒙慈爱的儿女，你们该效法　神
。 ² 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
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　
神。

³ 至于淫乱和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
中间连提都不可，这才合乎圣徒的体统。 ⁴ 
淫词、妄语和粗俗的俏皮话都不合宜；总要
说感谢的话。 ⁵ 要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
，是污秽的，是贪心的（贪心的就是拜偶像
的），在基督和　神的国里都得不到基业。

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
⁶ 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骗了，因这些事，　
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些悖逆的人。 ⁷ 所以，不
要与他们同伙。

以弗所书 5:1-7

在你生活有哪个领域，是你最能好好地实践这个功课的？  

4月3日



培育更多的先锋和栽种人
为世界带来正面的影响。

祈祷透过 Acts 教会, 我们将培
育更多的先锋和栽种人为世界
带来正面的影响。 宣告我们的
每一位先锋，栽种人和伙伴勇
于活出天国的原则和价值观，
有效力地改变自己所处于的7

座影响力高山 [艺术和娱乐 (运
动)，贸易，教育，家庭，政府

和媒体]。

4月3日 祈祷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