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鹽作光 馬太福音 5:13–16 
在馬太福音5：13-16中，耶穌使用兩個比喻來描述我們的使命。祂告訴我們，我們是 
“世上的鹽”（第 13 節）和“世上的光”（第 14 節）。兩者都表明，我們可藉耶穌指定
的使命對我們周圍不認識他的人產生影響。

鹽可以增加風味並起到淨化和保存的作用。耶穌正在呼召我們過一種以他的品格為標
誌的獨特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對我們周圍的人有積極的倫理和道德影響。我們的
生活應該將人們指向基督，只有祂才能使我們避免受到世界墮落的生活方式喧染。如
果我們和世界一樣，那我們就永遠得不着世上的人。

光明推開黑暗，讓人看得更清楚。耶穌提醒我們，光是無法隱藏的，必須展現出來，
以造福那些仍處於屬靈黑暗中的人。我們的見證——無論是在言語上還是在生活方式
上——都必須以幫助他人看到耶穌的方式展現出來。約翰一書 1:5  提醒我們 “神是光”
。 祂的品格是聖潔和完美的。隨着我們與耶穌的關係越來越緊密，祂的靈會使我們越
來越像祂。人們會因在我們身上看到的東西而被耶穌吸引。

禱告要點：
1. 祈求聖靈找出你生活中阻礙人們歸向耶穌的地方。為聖靈向你啟示的事悔

改。

2. 雖然我們不應該屬世，但我們要入世。如果你已經遠離需要接觸的人，祈
求上帝給你勇氣讓你的光再閃耀。

3. 列出鄰近、工作場所或學校中那些未認識耶穌的人。為這些人禱告，並為
他們作見證。

» Terry Smith

第29日
40日禱告



得人漁夫 路加福音 5:1–11 
我們讀到主耶穌呼召那些簡單平凡的人來跟從祂。作為宇宙之王，祂既不“需要”工
人，也不做工頭。正如舊約中所發生的那樣，祂可以讓驢子聽從祂的吩咐。

神的“呼召”，是從創世開始。自從罪惡進入人類以來，神就希望我們都屬於祂，認識
祂並與祂同在。所有其他的都是環繞着這個主要的“呼召”而已。

當彼得和祂的朋友跟隨主時，耶穌將神的話語和祂的國度教導他們。他們亦 “領會”了
與天父建立愛與信任的關係意味着什麼，在他們與天父親密地生活在一起時可以觀摩
耶穌的生平和學習祂愛的事工。

這是主的邀請，當完全接受時，這會逐漸改變祂的追隨者，使他們變得像祂一樣，為
了天父的榮耀——學習以他人為導向，而不是以自我為中心。神總是要聚集祂的子
民，這從來都不是關乎我、我自己或我個人的。呼召一直是關乎神與我們同在，並且
是透過我們為這個受傷害的世界而來的。聖靈繼續改變和潔淨我們，使我們更像耶
穌，祂透過我們工作，呼召人歸向祂自己。

禱告要點：
1. 你與天父的關係如何？你對祂和祂的話語渴慕嗎？祂是你每天的滿足嗎？

如果不是，為什麼？哪些做法需要轉變或改變，才能與祂更親密交通？

2. 你的生活需要在哪裡調整，以便你可以與主同工成為得人的漁夫？

3. 你有非基督徒的朋友嗎？如果沒有，你如何能積極主動地與那些不信的人
建立值得信賴的、有意義的友誼呢？

»Annie George

第30日
40日禱告



關懷受傷人 馬太福音 25:31–46 
我們的天父將祂的子民委託給我們，像基督一樣去關懷他們 —— 尤其是那些受到傷
害的人。從本質上講，這種關懷是對我們慈愛天父的一種敬拜。我們也能藉此體現祂
的心腸，像基督一樣去關心——祂是愛，祂在我們裡面，並藉着我們去愛他人（約翰
福音 17:21-26）。像基督一樣去關心不僅是一個好主意，也是祂給屬祂的人的心靈指
示。

馬太福音 25:31-46 描述了基督的再來和最後的審判。君王耶穌，神的羔羊（約翰福音 
1:29；啟示錄 5:6, 6:16, 12:11），將那些像祂的人，在祂右邊的羊，與那些沒有的人
分別出來，左邊的山羊。兩組之間的區別在於他們的心和他們如何去關心人。

基督的子民像祂一樣去關懷別人。如祂在道成肉身時所作一樣，我們為飢餓的人提供
食物，為口渴的人提供飲料，歡迎陌生人，給赤身露體的人穿上衣服，探望病人，到
監獄中，並以各種其他方式為受傷的人服務。正如祂愛我們，我們也愛他們；當我們
愛他們時，我們也愛祂。祂在我們裡面的關懷事工祝福祂，榮耀祂，結出永恆的、不
可替代的果子。 

禱告要點：
1. 求神原諒你錯失將愛和善意施予那些受傷害的人的機會。

2. 求神讓你像祂一樣看到受傷的人，讓你的心像祂一樣去關愛其他人。

3. 求神讓你有力量去幫助受傷害的人，使你能榮耀祂。

»Cathy Sigmund

第31日
40日禱告



向普世傳福音 馬太福音 24:14  
我知道如果沒有聽過神的話語，那些在黑暗中的人幾乎是沒有機會得着耶穌基督的救
恩。

當門徒問耶穌祂再來時有什麼兆頭，祂說：“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
證，然後末期才來到。” 門徒可能希望耶穌會說：“今天就是世界的末了”，但祂沒有。
然而，祂反而邀請他們參與將神國度的好信息傳播給全世界。

四十年前，我以為我的生命即將結束，因為我一直在害怕，且生活在黑暗中，但我聽
到了福音，並通過一位傳道我接受了耶穌得着救恩。三十年前，我以為我的生命又要
結束了，因為我患了腦瘤躺在病床上，但主卻醫治了我，讓我活著，並邀請我與祂同
行，將福音傳遍世界.

我們要將耶穌基督的好信息帶給我們這垂死的世界。我們要為祂作見證，使我們周圍
所有從未有機會聽到神的話語和主耶穌基督榮耀降臨的人能認識神。

因此，當我們參與這個密集禱告時，我們必須對主耶穌基督保持忠心，勤奮學習神的
話語，宣講祂活生生的話語，作為對萬國的見證，直到祂再來的那一天。 

祈禱要點：
1. 願神的話語通過你的嘴唇得以傳揚。

2. 願神幫助你活出對世界的見證。

3. 願神幫助宣道會大家庭，忠心地祈禱並將天國的福音帶給所有有需要的國
家。

»Hendy Siu

第32日
40日禱告



為我作見證 使徒行傳 1:8 
耶穌的門徒蒙召作祂的見證人，重建祂的國度，並將祂的國度介紹給萬民。在路加福
音（24：45-48）中，耶穌告訴祂的門徒，他們要見證什麼：就是祂的苦難和祂的復
活，以及悔改與赦罪的信息。作為祂的門徒，我們也藉聖靈的能力被呼召成為祂的見
證人。

但是，這是什麼意思？使徒行傳中，聖靈在使徒的工作被理解為耶穌所開始的工作的
延伸，現在由聖靈在我們身上繼續進行。聖靈提供力量，使我們能夠成為基督忠實的
見證人，向所有人宣講普世性和無條件性的福音。透過我們那被改變的、像基督一樣
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聖靈重生的能力。聖靈藉着我們的見證感動人相信耶穌。

我們要述説的重點不是聖靈和祂的恩賜，而是耶穌 —— 祂的苦難、祂的復活和祂對所
有人的犧牲之愛。聖靈的確據就是祂在我們身上的能力，將人們引向基督。耶穌自己
就是神在世上的旨意，而祂揀選了我們來傳達耶穌的真實。

祈禱要點：
1. 每天每時每刻都專注於耶穌（希伯來書 12:1-2），不要被我們的文化誘惑

分心。

2. 求主幫助你改變生活方式，求主帮助我们这迷失的世代，使我們可以改变
生活方式来展示耶稣的真實性。

3. 積極尋找方法與你的朋友、同事和鄰居交流，帶他們認識耶穌。

»Brenna Vickers

第33日
40日禱告



準備好答案 彼得前書 3:15 
要給出答案前，首先必須要有被提問的機會。換句話說，我們先要成為一個令人好奇
的謎語，讓世界再也無法忽視。

這就是為什麼在登山寶訓中，我們被稱為山上無法隱藏的城市。這就是為什麼在大使
命中，我們被告知要邊走邊做門徒。因為在神的使命中，我們不會強迫或與人爭論要
他們跟隨我們；相反，我們拖帶他們。或者更確切地說，我們要吸引他們。實際上，
我們的生活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讓他們對我們獨特的喜樂、愛、平安、自由和希望
感到好奇。

最令人信服的基督徒見證就是我們的生命被聖靈引導。當我學會不再依賴自信，不再
所有事都自把自為，學會只信靠神，福音所應許的讓聖靈掌管的生命就會開始。再一
次，不靠策略和人的力量，而是時時刻刻選擇否認自己。只有這樣，才能專注跟隨那
與我同在的耶穌基督。通過祂的關懷和智慧，我將獲得人們似乎都在錯誤的地方焦急
地尋找的自由、恩典和平安。

在這個混亂而傷痛的世界中，這樣的生命不會被忽視，引發人去反省及尋問什麼是改
變生命之道。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傾注出那奇蹟般的生命才能滿足提問者的追求。我
稱之為門徒訓練。

祈禱要點：
1. 求神幫助你今天再次選擇相信祂。倚靠祂無限的智慧和力量；再次以天上

的平安充滿你。

2. 賜你恩典，讓你成為世界的吸引，賜給你與人有生命交流對話的機會。

3. 讓你的生命成為祂恩典的展示，這是基督徒的見證。

»Javier Gomez

第34日
40日禱告



使萬民作我門徒 馬太福音 28:18-20 
我們所熟悉的“大使命”經文中，有一個主要的誤導可能會削弱這些經文並令其要點被
忽略。我們可能會錯認為這個使命只適用於專業傳教士，或少數擅長這類事情的人，
或是一些瘋狂到足以搬到另一種文化中去生活及傳福音的人。

我絕不想低估離開自己國家，將福音帶到地球上最遙遠的地方服事的重要呼召。事實
上，這正是讓我喜愛宣道會的獨特地方。

然而，耶穌在這段經文並不是只對少數身在高峰的門徒，或是對那些完成了廣泛的跨
文化訓練的人而說的。祂的使命是給我們所有的人。

門徒訓練非常不容易。有時會令人感到不舒服，在其他人看來是完全不可能的，以這
樣一種為我們周圍的人帶來光明和真理的方式生活，邀請人們跟隨耶穌，向祂降服，
然後將所有耶穌教導我們的傳授予他們。

我們是否失去了訓練門徒的熱情？我們是否想將這個工作 “外包” 給其他人？願神重燃
我們心中的火，讓我們相信耶穌自己會吸引他們，祂作工，祂永遠與我們同在。

禱告要點：
1. 求神在這週給你與 1-2 個特定的人一起做門徒培訓的機會。

2. 祈求上帝激發你對這種事工的熱情。

3. 感謝耶穌一直在你的生活中，感謝祂對我們的應許。

» Tim Meier

第35日
40日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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