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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全月每日禱文 

第 1日 

主耶穌啊！祢照天父的旨意，願意受苦、受死，救贖我們

世上的人。我們感謝祢，因為祢願意走這受苦、受難的

路，拯救我們這些當受咒詛滅亡的人，脫離罪惡，死亡，

並魔鬼的權柄。祢救贖了我們，不是用金銀，而是用祢的

寶血，和祢的死。我們感謝祢，因祢勝過死亡，從死裏復

活，並且得勝有餘。現在祢又呼喚我們捨己跟從祢，背起

祢的十字架，使我們能得生命。求祢指示我們明白十字架

的奥祕，因為祢的十字架是我們獨一無二的盼望。靠祢的

聖名祈禱。阿們。 

第 2 日 

慈悲的上帝，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我們聽見了祢呼喚，

來親近祢。當我們遇見患難，就驚慌懼怕；當黑暗四面圍

繞我們，我們就停止前行；我們以為祢掩了面，把我們完

全丢棄了。我們這樣半途離棄祢，是因為我們依靠自己的

聰明和力量。然而祢仍然親近我們，尋找我們，呼喚我們

回到祢的面前來。求祢教導我們，叫我們明白祢的恩典是

夠我們用的；祢的能力是在我們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求祢

賜給我們依賴並信靠祢的心，叫我們知道祢常與我們同

在，不撇下我們。祢是我們的主，我們不願離開祢，求祢

悅納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祈禱。阿們。 

第 3 日 

親愛的天父，我感謝祢，因為祢賜給我許多親人和朋友：

他們也都愛我。求祢饒恕我，因我多次對人沒有愛心。求

祢教導我，叫我不論斷人，免得我受祢的審判。主耶穌

啊！我願意聽從祢的話。求祢管教我，除去我恨人的心，

叫我知道連我的對頭也是祢的門徒。求祢幫助我，使我有

豐富的愛。祢已經藉著聖洗把祢的愛澆灌在我心裏，叫我

知道原來是祢先愛我，讓我也能愛祢。求祢賜給一切屬祢

名下的人彼此相愛的心，使我們能把感謝、讚美當作活祭

獻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祈禱。阿們。 

第 4 日 

慈悲的天父，在我沒有祈求以前，祢已經把祢的恩典賜給

我了。雖然我不配，祢還是藉著聖洗接受我成為祢的後

嗣；雖然我軟弱，祢還是藉著聖靈在我裏面居住，把我當

作祢的殿。祢照祢自己的形像創造了我，又將祢的靈賜給

我，祢的慈愛，祢的恩典何等浩大！在我還不認識祢的時

候，祢就已經愛我了。我不知道怎樣才能報答祢的恩典。

我要同祢的教會頌揚祢的大恩典，用謙卑的心來事奉祢。

求祢賜力量給我，使我能照祢的旨意行事為人，使祢的名

能得榮耀。祢今天也為我預備了新的恩賜，求祢用恩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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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我，使我從早到晚都在祢的光明中行走。奉主耶穌基督

的聖名祈禱。阿們。 

第 5 日 

聖哉！聖哉！至高無上的救主耶穌，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

都是祢的。我雖然是塵土，但我靠著祢的名，還能到祢面

前來。祢存心順服天父的旨意，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

上，所以祢被升為至高，得享榮耀尊貴。祢受苦使我們得

蒙拯救，祢受死使我們得享永生，祢升天使我們能得榮

耀。升上高天的救主啊，祢在天父右邊作我們的中保，為

我們禱告。求全能的主眷顧祢在世上爭戰的教會，我們的

仇敵是祢所認識的。當我們疲乏灰心之時，求祢幫助；當

我們被打倒，求祢扶持；求祢作我們的元帥，使我們得

勝。照祢的應許，陰間的權勢不能勝過祢的教會，祢要把

一切仇敵當作祢的腳凳，叫全世界的人，得見祢的榮耀。

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祈禱。阿們。 

第 6 日 

慈愛的天父，我們感謝祢，因為祢藉著聖洗，使我們得以

歸入祢的教會。祢不看我們在世上地位的高低，叫我們藉

著耶穌基督都能成為祢的兒女，彼此成為弟兄姊妹。祢除

掉了一切人為的界線，叫我們在祢裏面成為一體。求祢賜

給我們合而為一的心，使我們不按外貌論斷人，打破貧富

貴賤，和種族國家的界限，叫一切認祢為主的人，都能彼

此相認為弟兄姊妹，因為祢愛他們正如愛我們一樣。求祢

賜給我們彼此相愛的心，使我們歡喜領受祢為我們所預備

的各樣賞賜。求祢作我們的好牧人，引導我們，直到我們

在祢的天家得享安息。奉耶穌基督的名祈禱。阿們。 

第 7 日 

主耶穌啊！在聖洗裏，祢用祢的恩手賜福給我們，將我們

抱在祢懷裏；祢用祢全能的手引導了我們，直到如今。我

們在祢的面前承認，我們曾多次離開祢，以致遭受各樣痛

苦危險。感謝主，祢沒有忘記我們，祢用祢的恩言呼喚我

們歸回。我們要抓住祢的恩手，才能得祢生命的力量，才

能有平安快樂，才能勝過一切魔鬼的攻擊。求祢教導我

們，用從祢而得的力量，幫助那些軟弱的人。求祢加添我

們的信心，叫我們一步一步跟從祢，直到我們不再是憑著

信心，乃是憑著眼睛得以認識祢，看見祢的榮耀。奉祢的

聖名祈禱。阿們。 

第 8 日 

天父上帝啊！我們感謝祢，藉著祢的愛子，我們能稱祢為

父，成為祢的兒女。世人雖然不認識祢，我們卻認識祢，

呼叫阿爸父。當危險來到，世人不曉得往何處去尋找避難

所，我們卻知道跑到祢那裏去，因為祢是我們的父，是一

切在地上有兒女名分的人的真父親。祢召我們歸入祢的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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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成為一個團體；求基督耶穌復活的能力在教會裏運

行，叫祢的教會剛強起來。祢曾應許我們能像祢親愛的兒

女一樣親近祢，稱祢為父親。求祢賜給我們甘心樂意親近

祢的心，叫我們把一切的事情，藉著禱告和感謝交托給

祢。感謝禱告是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第 9 日 

主耶穌基督，我們感謝祢，因祢使我們能在這一日的起頭

靠祢的名開始工作。祢曾應許與我們同在，我們雖不曉得

今天的路程怎樣，也不曉得會遭遇甚麼危險困難，但我們

感謝主，对為祢樣樣都曉得。祢引導我們一直到了今天，

深信今後祢也會用祢的恩手扶持我們。我們是仰望祢的，

求祢將祢的聖道，那生命的糧和天上的嗎哪賜給我們，使

我們重新得力。求祢賜給我們感謝祢和依賴依靠祢的心，

使我們不被世界的憂慮所攪擾。假如今天我們有走向黑暗

或危險的可能，求祢喚醒我們。有祢與我們同在，我們就

得了安慰。祈求禱告是奉祢的聖名。阿們。 

第 10 日 

親愛的主耶穌基督，我們感謝祢，因祢藉著祢為我們所受

的苦和死，救贖我們脫離了魔鬼和死亡的權柄。我們是祢

用重價買回來的，因為祢藉著祢的身體被釘十字架，使我

們的身體能成為聖靈所居住的殿。求祢賜給我們力量，使

我們能將身體靈魂獻上，為祢所用，在我們的生活上榮耀

祢。求祢潔淨我們的心，除去我們一切污穢的意念。求祢

用祢的大能護庇我們，使我們在試探中能得祢的幫助。求

祢賜給我們光明的武器，使我們能打那美好的仗。若是我

們疲乏跌倒了，求祢將我們扶起來。求祢今天引導我們，

使我們能在我們的工作上蒙祢的喜悅。奉祢的聖名祈禱。

阿們 

第 11日 

主啊！祢選召了我們在這世界作祢的工。但我們自己没有

力量去作。我們祈求祢，求祢除去我們心裏的一切罪惡，

使我們能從祢得到能力，可以去做祢所託付我們的工作。

求祢保守我們，免得我們的言語行為，成了抵擋聖靈工作

的攔阻。求祢除去我們心裏一切不能蒙祢喜悅的事，使我

們能接受祢全備的救恩，不但自己得益處，也能幫助我們

的鄰舍。求祢賜給我們主内的弟兄姊妹合而為一的心，使

我們能在祢的教會裏，彼此幫助，彼此安慰。願祢的國降

臨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各人心裏，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

同行在天上一樣。奉祢的聖名祈禱。阿們。 

第 12 日 

親愛的主啊！我們感謝祢，因為祢引導我們直到如今。祢

將祢的聖道賜給我們，當作我們腳前的燈；祢又賜下聖靈

當作我們的指導。求祢饒恕我們，因為我們多次遠離祢，

沒有照祢的旨意行，叫祢心裏憂愁。感謝主，祢仍然願意



日用禱文  附錄 2 

引導我們，願意饒恕赦免我們一切得罪祢的地方。主耶

穌，求祢將祢復活的能力賜給我們，使我們常常預備好

了，抵擋圍繞我們的罪惡。求祢賜恩與我們，使我們不獨

在言語上，更在行為上為祢作見證；使我們能保守所得恩

典的地位，也能引導別人歸向祢。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禱

告。阿們。 

第 13 日 

永生聖潔的上帝，祢是我們的主，我們是屬於祢名下的，

求祢賜力量給我們，使我們敢於在人面前認祢為主。求祢

眷顧我們在道一天中的生活和工作，使我們能事奉祢，遵

行祢的話，求告祢的名。求祢賜福給我們的家庭，和我們

的朋友鄰舍。祢引導我們歸入了祢的聖教會，使我們能同

心合一，頌揚讚美祢。求祢賜福給今天一切為祢作見證的

人，傳揚聖潔的福音，保守教會的聖潔，抵擋假先知和異

端的陷害。求祢幫助我們，使我們不但常常聽道，更能多

多行道。求祢用祢的聖道造就我們，並潔淨我們。祢是聖

潔的主，祢願意一切屬於祢的人都成為聖潔。奉耶穌基督

的聖名禱告。阿們。 

第 14日 

主啊！我們現在從祢手裏領受這一個新的日子，我們願意

站在祢的面前，也願意行在祢的光明中；我們的所有行

為，祢都看得清楚。求祢潔淨我們的思想、意念、言語和

行為。祢是世上的光，在祢的光中我們得見那真光。照祢

的應許，祢願意叫我們也在世上作光。但我們害怕，因為

這工作太大，實在不是我們這卑微的人所配做的。然而我

們願意相信祢的話，因為祢的話都是真實的。求主藉著祢

的道和聖靈，把祢的光在我們心裏點起來，使我們能在這

黑暗的世界，將祢的光發出，叫一切在黑暗裏行走的人，

能夠藉著祢的光尋找祢。願榮耀歸於祢的聖名。奉耶穌基

督的聖名。阿們。 

第 15 日 

救我們的主啊！祢賜給我們身體和靈魂，我們的一切都是

祢的。求祢賜恩與我們，使我們能在我們的行為上榮耀祢

的聖名。求祢眷顧我們今天的工作，使我們不致因這世界

的事，忘記上面的事。我們是祢的田地，也是替祢撒種

的，求祢幫助我們，不撒稗子，只撒好種子。我們感謝

祢，因祢已經把祢的好種子撒在我們心裏，求祢澆灌祢所

撒的，使能發芽結實。求祢用祢的恩賜充滿我們，使我們

能事奉祢，並一切祢所托付我們的人。求祢在祢的教會

裏，造就我們，並堅固祢的教會。求祢賜力量給我們，使

我們能愛一切祢所愛的人。靠祢的愛子，我們主耶穌的名

祈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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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日 

親愛的天父，祢的恩典何等浩大，使我們得成為祢的兒

女。祢將主耶穌基督賜給我們，作我們的救主，祢藉著祂

救贖了我們。我們每日從祢所得的恩賜是何等豐富，這都

是由於祢的慈愛和憐憫，不是因為我們有甚麼功勞和德

行。為這一切的恩典，我們應該感謝讚美祢，順從事奉

祢。求祢饒恕我們，也改變我們這不感恩的心。求祢幫助

我們，使我們有愛同胞的心，不但在言語上愛他們，更在

行為上把我們的愛心表明出來。我們知道在末日審判的時

候，祢會照我們在弟兄中最小的身上所行的賞賜我們。求

祢賜給我們聖靈，使我們能作祢的工。求祢開啟我們的眼

睛，使我們能清楚看見世人的苦痛。求祢賜給我們愛心，

用我們的手幫助那些祢願意幫助的人。靠耶穌基督的聖名

祈禱。阿們。 

第 17 日 

主耶穌基督，我們感謝祢，因為祢來到世界作我們的弟

兄，祢為愛我們的緣故救贖了我們，使我們能得永遠的生

命。祢在世界設立了祢的聖教會，祢又從世界揀選了 我

們，並用重價將我們買來，使我們在祢的教會裏受祢的栽

培。祢是教會的頭，我們是祢的肢體，我們應當愛教會，

因為教會是祢的。求祢使我們在教會裏作有生命的肢體，

也使我們在教會裏服事尔。求祢除去我們驕傲的心，使我

們不至看自己過於所當看行。求祢幫助我們，使我們能甘

心樂意盡我們當盡的本分。求祢賜我們憐憫人的心，使我

們願意憐憫那些軟弱的弟兄姐妹，幫助他們，因為他們也

是祢的肢體。奉祢的聖名祈禱。阿們。 

第 18 日 

慈悲的天父，我們感謝祢，因為祢在我們心裏動了善工。

祢藉著福音呼召了我們，用祢的光照亮了我們，又藉著真

理使我們得成為聖潔。祢聚集一切信祢愛祢的人成為聖教

會，祢的恩典天天都是新的。祢藉著聖靈教導栽培了我

們，祢又差遣聖靈在我們心裏運行作工；願主不要從我們

收回祢的聖靈。求祢加倍作工，成全祢在我們心裏已經動

了的善工，使我們能滿結仁義的果子。求祢賜我們警醒等

候的心，時時仰望主耶穌第二次降臨，同著祢的選民永遠

感謝，讚美，榮耀祂的名。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第 19 日 

聖潔的天父，我們今天所作所為，祢都清楚看見了，該做

的我們沒有做，不該做的卻做了。求祢饒怨我們，不要用

公義審判我們，因為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能在祢的面前

因為行為稱義。求祢常常與我們同在，幫助我們結出好果

子。若我們結了甚麼好果子，也是由於祢的恩賜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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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當感謝祢。若我們沒有結出甚麼好果子，反倒犯罪

羞辱祢，也求祢憐憫我們，因耶穌的緣故饒恕我們，不要

丢棄我們。祢是我們的父親，我們是祢的孩子，求祢使我

們藉著祢的力量，能夠結出好果子來，使祢的名得榮耀。

願感謝榮耀歸於祢的聖名。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第 20 日 

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祢，因為祢藉著十字架的道理，願

意拯救世上的人。求祢開啟我們的眼晴，使我們能看見在

耶穌基督裏所隱藏的天國的寶貝。這世界的榮華把我們的

眼睛弄瞎了，使我們看不清祢的旨意：把我們的耳朵弄聾

了，使我們聽不見祢的聲音。求祢開通我們的耳朵，使我

們能聽見祢寶貴的話。求祢安靜我們的心，使我們不至為

這世界的繁華所引誘，離開祢的道。求祢賜給我們得救的

智慧和祢的愛，叫十字架的道理，能藉著我們的口，被傳

揚開來。求祢賜真智慧給一切在上有權柄的人，叫他們不

攔阻祢的聖道，叫公義和平安得以在世界實現。奉耶穌的

名祈求。阿們。 

第 21日 

聖潔的上帝，祢是鑑察人心的，祢曉得有許多人被錢財所

迷惑，為世俗所捆綁，我們也是在同樣的危險之中。求祢

藉著聖靈的能力，除去我們貪財的心；叫我們明白我們的

靈魂比全世界所有的都更寶貴。求祢開啟我們的眼睛，使

我們看破這世界終必消散的榮華，而以祢的國和祢的義為

至寶。求祢賜我們信靠祢，依賴祢的心，天天從祢手裏領

受我們日用所需的，因為這一切，祢都為我們預備好了。

求祢幫助我們在小事上作忠心的僕人，使我們在審判的日

子能聽見祢的恩言，說：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

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

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第 22 日 

主上帝啊！我們在祢面前承認，我們在言語行為上多有得

罪祢的地方，我們心裏有嫉妒和驕傲，並羨慕這世界的虛

榮。求祢饒恕我們，並賜給我們從上頭來的智慧，使我們

能知道遠離罪惡和世俗的渲染，又知道如何照著祢的旨意

去行。求祢用聖靈的火，消滅我們所有的污穢，叫我們得

以潔淨，使祢的形像在我們身上顯明出來。求祢賜我們謙

卑和愛人的心，使我們行事為人，能顯出祢的愛。求祢拆

毀人與人中的一切隔斷的牆，使人人能成為弟兄姐妹。祢

能改變人的心，求祢賜給我們彼此相愛的心，除去我們心

中的仇恨嫉妒，並各樣罪惡黑暗的權勢。求祢消滅一切紛

擾、戰爭，賜平安給全世界。奉耶穌基督的名祈禱。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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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日 

主耶穌基督，祢來到世界為要把聖火丢在地上，並盼望它

燃燒起來。我們感謝祢，因為祢藉著祢的聖道和聖禮，把

祢的聖火點燃在我們心裏，使我們能成為祢忠心的僕人。

求祢饒恕我們，因為我們多次沒有好好地作我們的工，沒

有聽從祢的話，也沒有警醒壽告。求祢賜力量給我們，使

我們能作忠心的管家，管理福音的奥秘，有好榜樣給人

看。求祢幫助我們，每天早晨開啟我們的耳朵，叫我們能

領受祢的教訓；常常仰望祢，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

成的身量；並且信上加信，榮上加榮，將來能面對面瞻仰

祢的榮耀。奉耶穌基督的名祈禱。阿們。 

第 24日 

主耶穌基督，祢的門徒在世上，好像羊在豺狼中間。我們

是軟弱的，不能抵擋罪惡，當試探來到，我們往往上了魔

鬼的當。邪惡和黑暗四面圍繞我們，叫我們的身體靈魂受

到威脅，因為我們沒有好好防備，也没有警醒禱告。求祢

用祢的愛使一切屬於祢名下的人，成為一個團體，保守彼

此相愛，也有愛眾人的心，使我們能趁著白日為祢作見

證。當我們遭遇危險，心裏害怕，求祢堅固我們，用祢全

能的手扶持我們。求祢也幫助我們，叫我們常常記得祢與

我們同在。祢是無所不能的，祢是管理萬物的；祢要拯救

一切信靠祢名的人。願榮耀歸與祢的聖名。阿們。 

第 25 日 

創造天地的主宰，我們感謝祢，因為祢現在仍然掌權，管

理一切。祢將祢的聖道賜給我們，又差遣耶穌基督來到世

界作我們的救主，使我們藉著祂能得永生。我們感謝祢，

因為祢的聖道常在我們中間，使我們能在祢的教會平安度

日，並聽祢的道，領受祢的教訓。求祢不要從祢的教會挪

去祢真理的燈台。求祢幫助我們，叫我們常常記得，我們

一切的行為在祢面前都是赤露敞開的，我們也要在祢面前

交賬。求祢賜給我們順從祢的心，使我們不仰望人和人的

幫助，但仰望祢，聽祢的安排。求祢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幫助我們認識祢的真理。祢的恩門仍然為我們開著。求祢

幫助我們今天領受祢的救恩，使我們今世來世都能作祢所

喜悅的人。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祈禱。阿們。 

第 26 日 

主上帝，我們感謝祢，因為祢藉著耶穌基督，叫我們能得

上帝兒女的自由，在祢的國裏敬拜事奉祢。求祢憐憫那些

在上有權有位的，叫他們秉公義管理這世上的事。求祢賜

給他們聰明智慧，使他們照祢的旨意管理一切，叫我們能

平平安安地做我們該做的。求祢賜給我們感謝讚美祢的

心，叫我們不至忘記祢賜給我們的各樣恩賜。我們感謝

祢，因為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了兒女的名分，使我們能稱

祢為阿爸父。求祢幫助我們作祢真實的兒女，也保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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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免得我們得罪祢叫祢憂愁。求祢用祢全能的手，引導

我們走祢的路，走那通到天家的路，叫我們能在天家永遠

稱謝讚美祢的名。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祈禱。阿們。 

第 27 日 

慈愛的天父，我們感謝讚美祢的聖名，因為祢藉著祢的愛

子主耶稣基督，把自己顯給我們看，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

稱為祢的兒女。求祢保守我們，在祢兒女的地位上站立得

穩。我們實在不配稱為祢的兒女，因為我們曾多次離開

祢，得罪祢，照我們自己的意思去行。然而祢没有丟棄我

們，仍然呼喚我們歸向祢，祢這樣愛我們，我們要感謝

祢，求祢開啟我們的眼睛，叫我們不致被這邪惡世界所迷

惑，失落我們兒女的地位。求祢賜給我們謙卑的心，使我

們能得著真兒女的身分，得以重作新人，並且日日更新。

求祢幫助我們，使我們不單甘心樂意領受祢所賜給我們的

一切，也把感謝榮耀歸與祢的聖名。奉耶穌基督的名祈

禱。阿們。 

第 28 日 

主耶穌基督，祢來到世界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我們是

信心軟弱的，但祢願意加添我們的信心，使我們在軟弱中

得以剛強。那壓傷的蘆葦，祢不願意折斷；將殘的燈火，

祢不願意吹滅。祢願意幫助我們在信心上成長，使我們能

完全依靠祢。祢是我們的救主，我們今天的工作和生活都

交托在祢手裏。求祢加添我們的愛心，使我們願意幫助那

些在患難當中的人，叫我們作忠心的僕人，好好作祢的

工；也幫助那些勞苦擔重擔的人，因為祢已經背負了我們

沉重的罪擔，使我們有了自由。願感謝榮耀歸與祢的名。

奉祢的聖名祈禱。阿們。 

第 29 日 

主耶穌基督，我們感謝祢，因為祢與我們同在，祢的恩手

覆庇了我們。求祢饒恕我們，因為我們三番四次忘記祢與

我們同在。當患難痛苦來臨，祢似乎撇下了我們的時候，

其實祢還是看顧我們。祢來了，我們的危險痛苦，立時變

成了喜樂。祢擔當了我們的罪孽，醫治了我們的疾病，祢

是拯救我們的大醫生。求祢開啟我們的眼睛，使我們能看

見祢；開通我們的耳朵，使我們能聽到祢呼喚我們的恩

言。求祢賜力量給我們，使我們能為祢作見證，引導那些

未曾認識祢的人到祢面前來，使一切的人都得領受祢的救

恩，同心合意將感謝、榮耀和尊貴，歸與祢的聖名。奉祢

的聖名祈禱。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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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日 

全能聖潔的上帝，我們的心思意念常常改變，但祢卻是永

遠不改變的，我們屈膝在祢的面前，呼籲祢，求祢憐憫我

們。祢是主耶稣基督的父，藉著耶穌基督，祢也願意作我

們的父。祢是管理全世界的，但現在這邪惡世界的黑暗圍

繞我們，好像吼叫的獅子，要吞滅我們。求祢作我們的避

難所，叫我們依靠救主耶穌。我們當受的死，祂已經代我

們受了，並且為我們復活了。求祢藉著聖靈，叫我們有這

種覺悟，使我們或活或死，都能放心。求祢幫助祢的教

會，在這將要滅亡的世界當中，為祢作活潑的見證，因為

祢願意人人得救，不願一人沉淪。求祢因耶穌的緣故，俯

聽我們的禱告。阿們。 

第 31日 

主耶穌，慈悲的救主，我們感謝祢，祢是我們的好牧人，

祢引導了我們直到如今。我們依靠祢，求祢護庇我們；我

們遇見試探，求祢堅固我們。祢是全能的主，求祢看顧我

們，憐憫我們的軟弱。也求祢饒怨我們，因為我們沒有常

常順從祢的聖道，以致我們常上了魔鬼的當，求祢除去一

切阻礙，使我們能事奉祢。祢的應許是永遠可靠的，求祢

復興祢的教會，並先復興我們，我們也為祢教會的主事者

禱告。求祢賜給他們聖靈的能力，使他們能照祢聖善的旨

意，牧養祢的羊群，為祢作見證。但願祢的國降臨，願祢

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奉祢的聖名祈禱。阿

們。 

祝福 

願上帝賜福與我們，保護我們；願上帝用祂面上的榮光照

我們，賜恩與我們，願上帝眷顧我們，賜我們平安。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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