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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今天的圣经阅读中学到了什么
关键的功课？

在你生活有哪个领域，是你最能好
好地实践这个功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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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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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
明的，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 ⁹ 光明所
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
¹⁰ 总要察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 ¹¹ 那暗昧
无益的事，不可参与，倒要把这种事揭发出
来。 ¹² 因为，他们暗中所做的，就是连提起
来都是可耻的。 ¹³ 凡被光所照明的都显露
出来， ¹⁴ 因为使一切显露出来的就是光。
所以有话说：

“你这睡着的人醒过来吧！
要从死人中复活，
基督要光照你了。”

以弗所书 5: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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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4日



迈和 Acts 缅甸。

要勇敢活出自己对耶稣基督绝
对的信心，并且始终如一地为
耶稣基督站稳立场。宣告我们
的大学生将会是得胜的，永远
战胜自己的境况，不屈服于学
业和同辈的压力。他们将会成
为好的见证，并且吸引很多人

来到耶稣基督里。

祈祷重点4月4日



¹⁵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无知的人，要像
智慧的人。 ¹⁶ 要把握时机[a]，因为现今的
世代邪恶。 ¹⁷ 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
旨意如何。 ¹⁸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
要被圣灵充满。 ¹⁹ 要用诗篇、赞美诗、灵
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 ²⁰ 凡事
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　神。

丈夫和妻子
²¹ 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以弗所书 5:15-21

今天，你能和谁分享这个功课并造福他们呢？

4月5日



年轻上班族

将会成为职场上正面的影响力。
宣告将会有更多类似但以理、约
瑟和以斯帖的人在他们的职场里
被兴起来。他们将会被建立并为
成为他人所仰望的标准，和吸引

同事认识耶稣基督。

4月5日 祈祷重点



²² 作妻子的，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
顺服主。 ²³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
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这身体的救主。 ²⁴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
丈夫。 ²⁵ 作丈夫的，你们要爱自己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²⁶ 以水
藉着道把教会洗净，使她成为圣洁， ²⁷ 好
献给自己，作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
等类的缺陷，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²⁸ 丈
夫也应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
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 ²⁹ 从来没有人恨恶
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爱惜，正像基督待教
会一样， ³⁰ 因我们是他身体的肢体。 ³¹ “为
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
人成为一体。” ³² 这是极大的奥秘，而我是
指基督和教会说的。 ³³ 然而，你们每个人
都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要敬
重她的丈夫。

儿女和父母
作儿女的，你们要在主里[a]听从父母，这
是理所当然的。 ²-³ 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⁴ 作父亲的，你们不要激怒儿女，但要照着
主的教导和劝戒养育他们。

以弗所书 5:22-33 & 以弗所书 6:1-4

你在今天的圣经阅读中学到了什么关键的功课？

4月6日



家庭

稳固的婚姻和家庭的合一，以丰
富他们的邻里关系。宣告神的遮
盖和保守临到每一个婚姻、孩子

和事业中。

4月6日 祈祷重点



仆人和主人
⁵ 作仆人的，你们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
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⁶ 不要只在人的眼前这样做，像仅是讨人的
喜欢，而是作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　神
的旨意， ⁷ 甘心服侍，好像服侍主，不像服
侍人， ⁸ 因为知道每个人所做的善事，不论
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都必按所做的从主得
到赏赐。

⁹ 作主人的，你们待仆人也是一样，不要威
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在天上同有一
位主，他并不偏待人。

以弗所书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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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



国家

祈祷我们的首相和内阁部长被充
满智慧和敬畏神的顾问团围绕；
祈祷有那些为我们国家谋福利的
正直男女。宣告神将会在这片土
地上兴起对的领袖，那些敬畏神
的领袖，并且要行祂眼中看为对

的事。

4月7日 祈祷重点



仆人和主人
¹⁰ 最后，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
大力作刚强的人。 ¹¹ 要穿戴　神所赐的
全副军装，好抵挡魔鬼的诡计。 ¹²  因为
我们的争战并不是对抗有血有肉的人，
而是对抗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
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灵界的恶魔。 ¹³  
所以，要拿起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
在邪恶的日子能抵挡仇敌，并且完成了
一切后还能站立得住。

以弗所书 6: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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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8日



国家

Acts 在本地和海外的植会都会
经历神复兴的灵火。宣告将会有
更多的生命悔改，人们会将神摆
在第一位和继续爱祂，并且为祂

而活。

祈祷重点4月8日



¹⁴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¹⁵ 又用和平的福
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¹⁶ 此外，
要拿信德当作盾牌，用来扑灭那恶者一切烧
着的箭。 ¹⁷ 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
的宝剑—就是　神的道。 ¹⁸ 要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为此警醒不倦，为
众圣徒祈求。 ¹⁹ 也要为我祈求，让我有口
才，能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²⁰ 我为
这福音的奥秘作了带铁链的使者，让我能照
着当尽的本分放胆宣讲。

祝福
²¹ 今有亲爱、忠心服事主的弟兄推基古，为
了你们也明白我的事情和我的景况，他会让
你们知道一切的事。 ²² 我特意打发他到你
们那里去，好让你们知道我们的情况，又让
他安慰你们的心。

²³ 愿平安、慈爱、信心从父　神和主耶稣基
督归给弟兄们。 ²⁴ 愿所有恒心爱我们主耶
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以弗所书 6:14-24

今天，你能和谁分享这个功课并造福他们呢？

4月9日



宣告每一个Homes
(小组) 的成长。

每一个伙伴都扎根；在神的家
里互相联系和扶持，并以神的
爱接触并改变我们的社群。

4月9日 祈祷重点



求主保护
⁵ 耶和华啊，求你侧耳听我的言语，
    顾念我的心思！
² 我的王，我的　神啊，求你留心听我呼求 
 的声音！
 因为我向你祈祷。
³ 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
 早晨我要向你陈明我的心思，并要警醒。

⁴ 因为你不是喜爱邪恶的　神，
 恶人不能与你同住。
⁵ 狂傲的人不能站在你眼前；
 凡作恶的，都是你所恨恶的。
⁶ 说谎言的，你必灭绝；
 好流人血、玩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 
 恶。

⁷ 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 
 所，
 我要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
⁸ 耶和华啊，求你因我仇敌的缘故，凭你的 
 公义引领我，
 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

诗篇5

你在今天的圣经阅读中学到了什么关键的功课？

4月10日



⁹ 因为他们口中没有诚实，
 心里充满邪恶，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谄媚人。
¹⁰ 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
 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
 求你因他们过犯众多赶逐他们，
 因为他们背叛了你。

¹¹ 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
 因为你庇护他们；
 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欣。
¹² 耶和华啊，因为你必赐福给义人，
 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

诗篇54月10日



祝福以色列。

祝福以色列，并且为耶路撒冷
的和平祈祷。

Prayer Point4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