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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飢渴慕義的心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太 5:6) 

 

「飢渴」：表示人因為需求沒有得著滿足而心生痛苦和焦

慮，這會促使人迫切去尋找。心理學家認為「飢渴」是出於人

的本能欲求，是人得以存活下去的一股動力！經驗告訴我們，

人生在世有兩種飢渴就是物質上和心靈上的！ 

 

心靈上的飢渴：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

裏。」（傳 3:11） 

神造人的時候，把永生放在人心裡，人有了永恆的意識，使人

對周圍事物的短暫和生命的匆促感到不安，甚至為了不能永遠

掌控自己所擁有的而焦慮。 

這種「心靈上的飢渴」會促使人去思想什麼是永恆？什麼才是

真正的價值？要如何才能滿足「心靈上的飢渴」，超越物質的限

制。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 

當一個人願意以神的義為最高指導原則，表示這個人願意放

下自己的成見、價值觀，順從神的引導！這樣他能清楚看見自

己的不義，更願意謙卑下來承認自己的匱乏和無能力，不敢輕

易的論斷別人和自以為是，同時更能體會別人的軟弱，願意真

心的幫助別人及委身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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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焦點： 

1. 香港發生連串的問題，帶給市民心生困擾和焦慮，盼望因著

他們渴求平安的心，以致能有機會認識獨一的救主耶穌基督。 

2. 讓基督徒在疫情中反思生命的真義，能夠有正確的價值觀及

渴慕尋求神的心。 

3. 為真理能夠照亮這個世代禱告，使人認識神話語的真義，特

別在基督徒的層面，能夠實踐神的訓示：「……只要你行公義，

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行。」(彌 6:8b) 以神的心

懷來為這世代守望禱告。 

 

(二) 基督復活的大能： 

「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叫他復活，因為他原不能被死拘

禁。大衛指著他說：『我看見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邊，叫我

不至於搖動。所以，我心裡歡喜，我的靈（原文是舌）快樂；

並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徒 2:24-26） 

 

「復活」是基督信仰一個重要的核心部分。保羅曾言：若基

督沒有真的復活，我們也不可能有復活的盼望和把握，那麼，

我們為所信的、所傳的都變得虛妄了！事實上，初期教會信徒

所給我們的見證就是他們對那位從死裡復活的耶穌基督相遇的

經歷和信仰。 

 

 耶穌步向十架及死亡的歷程並不是軟弱的失敗，無奈的終

結：而是清楚要走的信仰路，「選擇」順服，完成上帝救贖使

命；藉復活的事實向世人展示那條勝過「罪惡和死亡」，通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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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應許的道路。這條全然放下自我、順服信靠，以愛追求合

一和服事的人生路，亦是所有相信祂的人要走的路。因此，與

復活主相遇的經歷是我們能否成功走完這條路的關鍵所在。 

 

禱告焦點： 

1. 為基督徒能夠檢視耶穌復活對信徒生命的意義，在行事為

人及生活態度上應有的學習和反思，好能活出美好的見證和榜

樣。 

2. 為基督徒能夠願意過順服的信仰路程祈禱，甘願放下自

我，追求在愛裡合一，不單與基督聯合，更願意與弟兄姊妹同

心合一，一同建立教會。 

3. 為信徒能夠活出基督復活的能力和信心禱告，帶來對社會

的影響力和感染力，讓主的大能及榮耀彰顯。 

 

(三) 憐恤者的生命：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太 5:7)  

 

「憐恤」：有慈悲、憐憫、體恤、恩待、顧惜的意思。也就是

能體貼別人的軟弱和感受，並願意用愛心來幫助人，以盡量減

輕對方痛苦的一種生命品質。 

 

主耶穌說：「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太 12:7) 

一顆憐恤人的心，在神眼中是一件美善的事，不但是神所喜

悅的，同時也是神對人的期待，這更是基督徒應有的基本品格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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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要求門徒必須成為憐恤人的人，好叫門徒能在這充滿

仇恨的世界裡，發揮光和鹽的生命，見證主基督的榮美！ 

 

「憐恤」的真正意義，就是當我們看見一個人的需要，一個人

的受傷和痛苦的時候，我們從而產生一種愛與關懷，這份愛與

關懷像利劍一樣刺透我們的心，使我們感受那份痛楚，好像別

人的傷痛就成為我們自己的傷痛一樣，有著「與哀哭的人同

哭」之具體表現！這促使我們產生積極的行動來幫助身邊有需

要人！ 

 

禱告焦點： 

1. 求神除去一切攔阻我們憐恤別人的理由和借口，讓我們「看

見」並「動了」慈心，願意以行動回應神的囑咐和聖靈的感

動，樂意幫助別人。 

2. 求主使我們不單用行動憐恤別人，更在「言語上」善待別

人，就是用話語來安慰、激勵、勸勉和造就人，使他人得到支

持和鼓勵，不講論斷和批評的說話，因為言語是帶來建立別人

的力量。 

3. 讓信徒學習不求自己的好處，多為他人的難處切想，並相信

我們一切的好處都不在神以外，做一個樂意施予的人。 

 

(四) 清心的人：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 神。」(太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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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是指「純潔」，說明一個人的心裡面好像澄清的湖水一

樣，非常清澈純潔，沒有雜質。 

「清心」在聖經裡有更深的意義，就是對神的單純，只愛神所

愛，單純的跟隨主，不事奉兩個主，專一在神身上，沒有詭詐

和虛偽的動機，在神跟人中間沒有任何的攔阻。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

所愛慕的。」(詩 73：25) 經文告訴我們，神才是我們的主！是

我們唯一所愛慕的對象。假若任何人、事、物取代我們愛神的

心，吸引我們的注意力，這樣我們便無法分別為聖，內心產生

許多的思慮煩擾和增添許多不必要的痛苦！我們便無法以單純

的心來跟隨主！ 

 

「清心的人有福了」要說明什麼呢？ 

就是一個心甘樂意單純跟隨神的人；也就是一個愛神、敬畏

神、尊主為大的人，他和神之間的管道是暢通的，沒有任何雜

質。主耶穌說：這種人必蒙神的喜悅和豐富的賞賜！ 

 

禱告焦點： 

1. 為信徒能夠省察自己愛主的心是否純全，或是背後為了要得

著從神而來的祝福禱告？求聖靈光照各人，讓信徒能有清潔和

誠實的心渴慕神。 

2. 為人心充斥著許多的驕傲、嫉妒、猜疑和不信任禱告，這不

但妨礙人認識神，更攔阻人與神和人建立密切相交的關係，不

能成為一條流通的管道。 

3. 求主除去一些信徒的屬靈驕傲，糾正錯誤的焦點；著重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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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神」的屬靈滿足感，以致過於鑑察內心的動機，乏略了

清心才能得神的喜悅。 

(五) 耶穌的事奉：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

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

的得自由，報告 神悅納人的禧年。」(路 4:18-19)  

 

主耶穌在拿撒勒會堂引用以賽亞書第 61 章 1 至 2 的預

言，宣告他在地上的事奉綱領，包括：  

1. 在會堂教導人：  

耶穌將神的旨意教訓人；就是言行一致，將神的真

理生活出來，叫人不但聽見真理，也叫人看見真

理。  

2. 醫病趕鬼：  

耶穌因著愛人靈魂的緣故，祂醫治和釋放一切受壓

制及綑鎖的人，使人得著健康的生命，實踐神的心

意：「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

了，是要叫羊（或譯：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

盛。」 (約 10:10)  

3. 傳神國福音：  

耶穌在馬可福音 1:38 告訴門徒：「……我也好在那

裡傳道，因為我是為這事出來的。」這是耶穌奉神

差遣來到地上的首要目的，耶穌以父的旨意為事奉

的基礎和方針，為著要救贖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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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焦點： 

1. 為信徒不單聽道，更有實踐真理的能力禱告，叫未信者能夠

看見真理，學像耶穌基督遵行父神的旨意，活出表裡如一的生

命見證。 

2. 求主使信徒明白操練生命的益處和重要性，學效耶穌事奉的

生命，自甘卑微，才能在服事上顯明基督的大能，並不是出於

自己，乃是神所賜。 

3. 為基督徒在事奉及生活上能夠彰顯基督的能力禱告，藉著聖

靈的大能和信心，讓耶穌的工作重現在這不信的世代中，醫治釋

放受壓制的生命，並報告這正是神悅納人的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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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僕人領導 
 「耶穌對門徒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有大

臣操權管束他們。 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們中間誰

願為大， 就必作你們的佣人；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

正如人子來， 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

命，作多人的贖價。』」(太 20:25-28) 

 

 從耶穌的生命讓我們看到僕人式領導的三大原則： 

1. 對成功領導的標準看法不同：世界成功的標準定義並非耶穌

領導的原則。 

2. 衡量基督徒領導的標準是「服事」，卻並非「話事」。 

3. 僕人式服事是建立在耶穌的生命典範上。 

 

 

與此同時，每個人對於一個好的領導者的定義會因為他們的人

生經驗而有所不同，因此我們對與領導有關的字詞需要重新來

定義： 

-  領導（leadership）：用來影響別人，讓他們全心投入，為達成

共同目標而一同努力奮鬥。 

-  威信（authority）：建立具說服力的生命，讓別人心甘情願的照

著你的計劃行事，是能夠使眾人認同的。 

-  威權（power）：不是高高在上，罔顧別人的意願，強迫他們照

著你的決心行事，而是要放下身份謙卑的作一個僕人，是服事

人卻不是被人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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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焦點： 

1. 求主除掉基督徒看重權位的慾望，使各人無論在職場或是教

會，也能謙卑自己服事他人，不計較付出的代價多少。 

2. 求主除去基督徒的偽善，對付我們或有盈餘的邪惡，作誠實

無偽的人。 

3. 為教會每位領袖代禱，讓他們都能學像耶穌，具備僕人領導

的心腸和特質，帶領信徒更像基督，有著感染力和影響力的生

命，使教會在地上成為明亮的燈臺。 

 

(二) 傳揚耶穌 

「我們原不是傳自己，乃是傳基督耶穌為主，並且自己因耶穌

作你們的僕人。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 神，已經照在我

們心裡，叫我們得知 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我們

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 神，不是

出於我們。」(林後 4: 5-7)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第四章說明傳揚耶穌遇到多方面的困難和挑

戰，包括： 

1. 怯懦的心：「我們既然蒙憐憫，受了這職分，就不喪膽。」

(4:1) 

2. 忠於真理：「不行詭詐，不謬講 神的道理，只將真理表明

出來…」(4:2) 

3. 面對逼迫：「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

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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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得勝的方法： 

1. 有寶貝在瓦器裡：「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

心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4:6-7)  

2. 以基督的生命取代自己：「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

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

死地，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4:10-11)  

3. 堅忍的信心：「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

一天新似一天。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

比、永遠的榮耀。」(4:16-17)  

4. 超越環境的視野：「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

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4:18) 

 

禱告焦點： 

1. 為信徒持守對福音的托付禱告，特別在這末世的時間，相

信唯有福音能夠帶來人類的盼望和改變。 

2. 求主加添信徒傳福音的膽量和勇氣，也有熱愛失喪靈魂的

心，無懼任何攔阻和逼迫，也樂意主動傳揚耶穌。 

3. 為香港全城的教會興起傳揚耶穌大行動禱告，使福音遍佈

全城，為主基督的再來作收割行動。也為本堂的兄姊有熱愛傳

福音的心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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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塑造生命作門徒：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

名給他們施洗（或譯：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

名）。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

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9-20)  

 

作主門徒就是跟隨耶穌，認識祂，愛祂，事奉祂，生命愈來愈

像祂。這是與耶穌的關係，是一種生活模式而並不是頭腦知

識。塑造門徒就是一個生命影響生命的過程，培育出具有以

上生命素質的門徒，像保羅在加拉太書四章十九節所說：「直

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裏」。 

而「生命師傅」就是願意投資在別人生命，倚靠神的話與神的

靈，讓他們能夠成為主的門徒的人。「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

哀哭的人要同哭。」(羅馬書 12:15) 

 

當人看見主門徒的生命中具有別人沒有的質素時，他們便會

渴望成為耶穌的門徒。包括： 

- 完全忠於基督的生命。 

- 一個有立場，有生存目標的人。 

- 一個事奉有果效，又具影響力的人。  

- 一個擁有門徒特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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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擁有良好家庭生活的人，並能把屬靈生活與現實生

活整合的人。 

 

禱告焦點： 

1. 求主讓更多信徒有願意奉獻自己作主門徒的心志，並能一

生順服跟隨主的腳蹤行。 

2. 求主讓信徒有渴慕追求耶穌基督的生命樣式，學習對付自

己的老我，煉造信徒的品格。 

3. 請為更多基督徒願意成為別人的同行者禱告，懂得關懷別

人，也同時願意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分擔他們的難處，給

他們帶來基督的盼望與色彩。 

 

(四) 五旬節的大能：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

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

預言。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蹟；有

血，有火，有煙霧。」(徒 2:17-19) 

 

五旬節的意義： 

1. 神把律法放在我們心版上，幫助我們有力量遵守，生命被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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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聖靈讓我們有力量去完成傳福音到地極的大使命。「但聖靈

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 

1:8） 

3. 五旬節是小麥豐收時候，對新約聖徒來講，是靈魂豐收的

日子。五旬節神賜我們聖靈，讓我們傳福音給萬民。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

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

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徒 2:1-2) 

神選擇在五旬節向門徒顯現，但那並不是門徒可以期待的時

刻，「忽然」這個字表達出那不是一種刻意營造的時間，不是

出於人為的安排。這個「忽然」的時刻是父神決意將門徒過去

舊有的不信和膽怯給斷然改變，在門徒以為極平常的時刻，卻

完全帶著天父對於祂自己國度定意成就應許的決心，突然降

臨。 

 

禱告焦點： 

1. 為本堂信徒能夠明白和重視五旬節的應許禱告，相信聖靈

浸的經歷帶來生命更新及改變，並能活出不一樣的生命見證。 

2. 求主除掉信徒對聖靈充滿的誤解和疑慮，是神給予信徒加

力的明證，能夠帶來為主傳揚福音的動力和衝勁。 

3. 為五旬節的大能帶來神蹟奇事禱告，為的是復興神的作

為，因此同心呼求五旬節大能再次澆灌全地，復興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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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等候神： 
「耶和華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來倚靠你；求你

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敵向我誇勝。凡等候你的必不羞

愧；惟有那無故行奸詐的必要羞愧。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

指示我，將你的路教訓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導我，教訓我，

因為你是救我的 神。我終日等候你。」(詩 25:1-5) 

  

 「等候神」：當我們的思緒落在一個混亂與無助的景況中，我們 

能夠透過「仰望神」和「倚靠祂」，使「紛亂的聲音」止息。願 

意「等候神」的人是不會蒙羞，不會因衝動而犯錯，唯有從自 

我的驕傲而引發的舉動會容易做出錯事或決定。 

 

「等候神」的好處： 

1. 認識自己：安靜中聖靈光照我們看見充滿罪性的本相。 

2. 認識神：認識神的美善和慈愛，祂體恤和接納我們的軟弱。 

3. 得著應許：等候中成為一個「敬畏神」的人，什麼好處也不

缺，因為：「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詩廿五 3) 

4. 得救助：人內心潛藏著一份「無力感」，不能駕馭環境，「等

候神」使我們焦點 (眼目) 對準神，不會被環境紛擾我們的

信心。 

5. 得安慰：「等候神」絕對能夠使我們從愁苦中得安慰，因為

認識到自己的有限和神的無限。 

6. 得保護：罪的本性不斷困擾著我們、試探著我們，若把自己

全然置身在等候神的過程中，信心便會加增，也會被神的能

力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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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焦點： 

1. 為基督徒能夠願意操練「等候神」禱告，把自己從忙碌的生

活節奏中抽離，並學習安靜等候在神的面前。 

2. 求主幫助每位信徒能夠識破仇敵的工作，用忙亂奪去信徒安

靜等神的上好福份，以致常常失去平安和信靠主的心。 

3. 為這紛亂的世代禱告，求主賜下耶穌平靜風浪的能力在信徒

身上，讓信徒懂得在靜中得能力的秘訣。 

 
 

(二) 至死忠心的服事： 
   「我知道你的患難，你的貧窮（你卻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稱

是猶太人所說的毀謗話，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乃是撒但一會

的人。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

監裡，叫你們被試煉，你們必受患難十日。你務要至死忠心，

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啟 2:9-10) 

 

    主的僕人能夠至死忠心，就是因羔羊的寶血（啟十二 11），在

信仰生活中，人難免會有軟弱的時候，但是羔羊的血不斷潔淨

了信徒的軟弱，使信徒的靈性在主裡有不斷成長的機會，並身

體力行出神的真道，體認所信的主確實是死而復活的主，能夠

幫助信徒面對生活中的難題，讓跟隨者有著堅毅的信心和力

量，無論在任何環境下遇到任何的挑戰，即使至於死，跟隨主

的人也不會愛惜自己的性命。這就是信徒忠心的表現。 

 

為真道捨命的代價是得到主所賜給人生命的冠冕，當一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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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在患難中的考驗得勝了，他就有得著主賞賜冠冕的把握。

所以不管在任何的景況下，也可靠主得勝惡者，在信仰上堅定

不移，就可以從主領受這榮耀無比的生命冠冕，這也應是信徒

所追求的目標。 

 

禱告焦點： 

1. 為基督徒能夠培養出恆忍的品格代求，特別在一片急進和講

求果效的社會紛圍下，讓基督徒能夠為主的道堅定不移地信靠

和跟隨，為基督的緣故作這世代美好的見證人。 

2. 為基督徒能夠鍛煉出有願意為主受苦的心志禱告，以生命來

見證神道理的真實，並不落於空談的層面。 

3. 求主賜下信心和能力給祂的子民兒女，在這充滿黑暗和挑戰

的世代，要有勇氣為真理站穩，不向困難和逼迫妥協，有為主

至死忠心擺上的勇氣，也有從主而來的智慧回應這世代的需要。 

 

(三) 明辨神的旨意： 
「 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 神。你的靈本為善；

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詩 143:10)  

 

 弗里森（Garry Friesen）在《作決定與神的旨意》一書（Decision 

Making and the Will of God）提出的方法「智慧之道」（The Way of 

Wisdom）指，神的旨意包括三方面： 

1. 神的主權旨意 

2. 神的道德旨意 

3. 神對每個的個別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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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主權旨意是指神對世上發生之一切事物的計劃；神的道

德旨意是神在聖經中啟示的命令；神對每個的個別旨意是不能

單單閲讀聖經就能知曉的事。」 

 

神的主權旨意的存在並不表示人無需計劃。人要謙卑順服祂的

旨意，環境不應等同於神的旨意。基督徒需要以智慧去判斷和實

踐，但大前題是我們的決定並不違反聖經的教導。 

另外一些基督徒常尋求印證神的旨意，認為是「聖靈內在的印

證」，對於在較重要的決定上，以及未遇過的事情，我們可以向

牧者成熟信徒徵詢意見以啟發自己，以免陷入情緒波動而影響

抉擇。針對個人的渴望，應避免走向兩種極端，即是完全迎合自

己的渴望或完全否定它。 

 

禱告焦點： 

1. 求主給每位信徒熟讀神的話語，也有明辨真理的智慧，好在

這彎曲悖謬的世代，能夠曉得神的心意如何，並為真理作見證。 

2. 求主糾正一些信徒錯誤的心態，避免落入個人的屬靈驕傲，

謬把自己的心意看為神的旨意和帶領，也不願謙卑聆聽別人給

予的意見和提醒。 

3. 求主賜予基督徒一顆單純順服跟從主的心，無論神的旨意如

何，在順境和逆境中也願意倚靠主，活出真信心的基督徒生命

來。 

 

每月代禱事項      六月 



 

~ P. 19 ~ 

 (四) 珍惜時間作主工：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

人能做工了。」(約 4：9) 

 
 時間就是生命：「白日」可以代表人們還存活在世上的時候，「黑

夜」則代表死亡。在此的意思是說，要趁著還活著的時候，去

作神的工；一旦死亡，就沒有人能作工了。所以人生在世，如

同「白日」一樣，是有一定的時間限制的，時間會有用盡的一

天，也就是「黑夜」的來臨。因此，時間就是生命。 

 
 保羅曾兩次提到：「要愛惜光陰」(弗 5:16；西 4:5)。「愛惜」在

原文是「贖回、買回」的意思，「光陰」則是「機會」的意思。

因此保羅的意思是說，神把時間賞賜給我們，乃是把機會賞賜

給我們，祂期待著我們去好好地利用我們手中的機會，為自己

開拓一個有意義、有價值的人生。保羅說：「因為現今的世代邪

惡」(弗 5:16)。今天仇敵正利用許多邪惡的事物來包圍我們，企

圖消磨我們的時間，牠希望我們的每一分鐘都被誤用，或甚至

被濫用，以達到它破壞神賞賜給我們時間的目的，但基督徒應

當抓住神所給的每一個機會，應用在最有價值的事上，這就是

「要贖回機會」的意思。 

 
 禱告焦點： 

 1. 求主讓基督徒能夠儆醒過活，須知道主再來的日子已近，作主

門徒的不是單為自己過活，乃是為主而活，讓眾信徒不再被生活

纒累，找緊為主作工的機會。 

  2. 當主再來的時候，信徒也必須向主交帳，因此為信徒能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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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的童女禱告，不因懶惰、懈怠和不儆醒，以致未能向主交

帳。 

 3. 為這黑暗的世代禱告，奉主的名粉碎仇敵各樣迷惑人心的工

作，致使人的愛心變得冷淡，也失卻憐憫別人的心懷，求聖靈甦

醒基督徒的愛心，熱切尋找拯救失喪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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