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是教會的元首 以弗所書 1:22 
基督作為教會的元首，與其說是關於教會的從屬位置，不如說是關於基督在教會內的
一切事物中居至高無上的地位。專注於教會順服的責任，可在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上
顯示出來，但若要專注於基督至高無上的地位，我們應舉目仰望那位教會的元首。

保羅提醒以弗所人，基督在天上坐在神的右邊，遠超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
作主的，和今生來世所能舉出的一切名銜。神又使萬有都歸服在他的腳下……”（以弗
所書 1：20-22）。神任命這位至高無上的基督為教會的元首。

以基督為首的教會無需擔心政治動盪、經濟衰退或宗教信仰崩潰。當我們知道 “⋯⋯
向我們信他的人顯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以弗所書 1:19）時，更完全沒有必要
胡言亂語、絞盡腦汁或感到末日臨到。無論對教會來說是多麼可怕或災難性的事情，
我們都不需憤怒或絕望，因為我們知道，以至高無上的基督為元首，教會將會得勝。

在我們當前充滿醜聞、社會政治分裂和教會出席率下降的時代，讓我們再次將目光聚
焦在坐在神右邊的教會領袖基督身上。

祈禱要點：
1. 將你的目光轉向基督，敬拜祂至高無上的地位，感謝祂對普世教會和地方

教會的領導。

2. 為你對教會在社會中的地位、政治權力或屬世聲譽的任何焦慮而認罪悔
改。

3. 求神打開你的心眼，讓你知道祂對我們這些相信祂的人彰顯出無比偉大的
能力。

»Pang Foua Rhodes

第22日
40日禱告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以弗所書 1:23 
基督的身體——是對教會形象最有力的描述。想想你的身體，以及在你的皮膚、骨
骼、肌肉、大腦和心臟中發生的一切。用我們的身體，我們移動；我們觸摸；我們說
話; 我們看; 我們吃; 我們休息; 我們聽到；我們微笑；我們哭泣；我們擁抱；我們服事; 
我們感到痛苦；我們表現出同情心；我們愛。教會被統稱為主耶穌鮮活的、移動的、
會呼吸的身體。

這是一個美妙而發人深省的現實——我們必須帶著喜悅和責任感承認這一點。在世界
上成為基督的手腳和聲音是何等的榮幸。儘管我們非常破碎，但祂選擇通過我們來彰
顯祂自己，這是何等的榮耀。但這份榮耀亦伴隨著巨大的責任。我們要在任何時候和
所有事情上活出基督來 —— 我們如何彼此相愛、處理衝突、服侍我們的社區、慶祝、
哀悼、關心我們中間“最小的”，以及我們如何宣揚祂的好信息。

如果我們被這個看似不可能的呼召弄得不知所措，讓我們記住，基督是“充滿萬有”的
那一位。只有通過祂的充滿，聖靈的內住，我們的骨頭才能活絡過來，呼吸充滿我們
的肺腑，並且藉着我們使更多人認識祂。

祈禱要點：
1. 為成為基督身體的榮耀而讚美上帝。

2. 為你只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未能彰顯神，請求祂的寬恕。

3. 祈求聖靈新的充滿，使教會有能力像祂的身體一樣生活。

»Anya Holcomb

第23日
40日禱告



教會是神的家 以弗所書 2:19 
你有沒有體驗過作為一個外國人，一個陌生人的感覺？當我剛成為一名海外同工時，
我做到了。在我覺得自己有真正歸屬感前，一位朋友歡迎我進入她的家庭並給了我她
的姓氏。直到今天，我許多最親密的朋友都知道我是 Bintou Diallo。

作為基督的追隨者，我們最大的祝福之一就是成為神家的一員。我們不需再尋尋覓覓
找歸屬感，因為我們已經找到了自己應得的位份。我們的阿爸父知道我們的名字，我
們是祂珍愛的孩子。

在神的家中，我們都是平等的。在我家（由四個女孩和一個男孩組成）中一直流傳著
一個笑話，說我哥哥是最受寵的。為了證明這一點，他有一個咖啡杯，上面寫著：“我
就是喜歡大家都知道我是你最喜愛的孩子。”

不像我的父母，神不會偏心。我們都是不配的，我們每個人都因恩典而得救，我們都
是平等的繼承人。

神的家是一個全球性的家庭。當那偉大的日子來臨，當群眾聚集時，將有來自各國、
各族、各語言的人們敬拜羔羊。這將是多麼美好的家庭團聚啊！

祈禱要點：
1. 花一些時間感謝神使你成為祂家的一份子。

2. 求主向你啟示一個疏遠、被排斥或感到被邊緣化並需要在神的家庭中找到
自己應得的位置的人。

3. 鑑察你的心。有沒有覺得某位在基督裡的弟兄或姊妹，不配在神的家裡享
有平等的地位？悔改。

4. 為全球家庭禱告。特別為那些被世俗家庭拋棄、受迫害的弟兄姐妹禱告。

»Becky McCabe

第24日
40日禱告



教會是聖靈的居所 以弗所書 2:21–22 
最近，我在開車的時候，看到路邊貼著一個手寫的標語。它說：“悔改或下地獄。” 它
立即引起了我內心的挫敗感。為什麼這句話會讓人感到沮喪？ 當我沉思和祈禱時，我
意識到這個簡化論的信息缺少了整個基督福音工作的含義和不瞭解祂對人的愛。

以弗所書 2:21 說，我們在今生和永恆中的身份和地位是 “在祂裡面”。這個有力的詞集
中在基督的工作和愛上。神揀選我們成為祂的教會，祂的身體。然後，祂差遣祂的聖
靈給我們力量。

聖靈並不會軟弱、膽怯或疲倦，所以當我們或教會軟弱、膽怯或疲倦時，往往反映出
我們沒有完全順服聖靈內住的工作。

聖靈不會將自己強加於我們。祂等待、邀請；祂渴望我們完全順服。我們需要每天向
聖靈降服，並邀請祂掌管我們的生活和我們面臨的每一個考驗。

祈禱要點：
1. 今天花點時間感謝主，祂揀選了你，買贖了你作祂的身體。你就是教會。

2. 然後，順服聖靈內住的工作，使祂的工作可以在你裡面並通過你完成，去
榮耀神。

3. 祈求神賜予機會和勇氣，向世界上那些迫切需要我們救主的人宣講耶穌基
督的愛。

»David Gilmore

第25日
40日禱告



教會是基督的新娘 以弗所書 5:22–33 
今天的經文標題是“妻子和丈夫”，所以我們大部分時間都是以這個觀點來閱讀這段經
文的，這並不奇怪。但是當我通過一個不同的參考框架閱讀今天的經文時，教會作為
基督的新娘，這段經文就會更加令人信服。

基督對祂的新娘、教會的愛，以及祂渴望看到教會的美麗和輝煌，是最重要的。你看
到了嗎？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犧牲使祂的新娘教會從罪惡中得着潔淨。今天的經文與約翰福音 
17:17-19是一致的，當時耶穌在花園裡祈禱，“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
理”如果基督為祂的新娘所付出的就是要分別出來、獻身並成為聖潔，我們又要如何為
那光榮的日子做好準備？

準備是婚禮的關鍵。當我的兒子傑里米和他的未婚妻悉尼準備 6 月的婚禮時，我再次
想起了這一點。他們花很多時間刻意地選擇場地、攝影師、婚禮派對和客人。

教會領袖，你如何刻意為基督新婦做好準備迎接基督的再來？也許，像我一樣，這個
發人深省的提醒使人心都碎了。

祈禱要點：
1. 問問神你需要穿什麼婚紗（見歌羅西書 3:12-14）。

2. 求問神，基督在 2022 年希望在你的教會或事工中做什麼使人成聖的工
作。

3. 向神祈求 2022 年需要教導的關鍵真理。

»Ken Baldes

第26日
40日禱告



教會是基督的和平使者 歌林多後書 5:19–20 
字典將“使者”一詞定義為：“由一國作為官方代表派往外國的經認可的外交官。 . .作為
特定活動的發起人。”作為基督的使者，我們是天國公民，是祂在地上的代表，被賦
予“和好的職分”。

在一個試圖以世俗的、不符合聖經的方式來定義教會角色的世界裡，讓我們不要忘
記，我們作為基督使者的呼召就是要勇敢地宣告：神的國已經來臨；得救之道和與天
父和好的關係是藉着通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贖罪工作；任何呼求主名的人都會得救；
與父神和好使我們能彼此和好；“這一切都來自神，祂藉着基督使我們與自己和好，並
賜給我們和好的職分。”

我們是基督的使者。我們擔負著和解的事工！在充滿種族主義、歧視和分裂的世界
中，教會是種族團結和種族和諧的答案。這種和好事工始於福音，是福音的核心，並
在我們將福音傳向世界時，這和好的信息也向教會外伸展。

因此，用使徒保羅的話來說，我“代表基督懇求你們：與神和好。”

禱告要點：
1. 祈禱教會作為天國子民，首要是成為基督的使者。

2. 為福音的緣故，祈求教會對神和對人宣講和活出和好的職分。

3. 求問主，你作為祂的使者，是否有需要被祂的靈糾正的盲點。

»Kelvin Walker

第27日
40日禱告



教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提摩太前書 3:15 
1972年12月23日，尼加拉瓜首都馬那瓜洋溢著歡樂的期待，準備慶祝聖誕節。然而，
凌晨12點29分，一場毀滅性的6.3級地震席捲了整個城市。我媽媽的家庭也是失去住
處的眾多家庭之一。她的叔叔慈愛地介入並幫助他們重建房子。在他工作時，他教導
我的叔叔們有關牢固地基、支撐樑柱和承重牆的重要性。他還分享說，在古代城市，
人們通常將重要信息直接釘在柱子上來發表宣言。那所房子今天仍然存在。後來它還
經歷了更多的地震、內戰和生活的磨損。

保羅以耶穌為中心比作神的居所、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約翰福音14章清楚地描述了真
理是一個人，而那個人就是耶穌基督。祂是真理，是建造大師，是宣講救恩真理的柱
石，是堅固的根基，是經得起任何風暴的堅固磐石，是將這一切聯繫在一起的基石。
基督將與祂的教會合而為一，並將我們接到神的居所中，這既是奧秘又美麗，我們可
以牢牢依靠的基石是耶穌。我們向周圍的人宣講真理的信息，將祂的話寫在我們的心
上。

禱告要點：
1. 求主向你啟示耶穌的真理如何在不同的季節堅定你的生命。

2. 作為支柱，耶穌的信息是真理，你向周圍的人宣講了嗎？求主幫助你在生
活中可以更多方面地活出耶穌。

3. 如果真理變得枯燥陳舊，請求耶穌使你心中的真理變得鮮明而美麗。

»Julia Orozco

第28日
40日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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