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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
4/4 復活節主日
使徒行傳 1:1-11
為著耶穌的復活與祂戰勝
死亡而感謝上帝。讓我們
活出祂的美好與聖潔。

5/4
使徒行傳 1:12-26
在使徒行傳裡信徒聚集禱
告，願我們同樣委身扎根
在神的話語，並在禱告中
與神更加親近。

6/4
使徒行傳 2:1-13
祈求聖靈大能恩膏我們的
同工團隊，以至他們可以
彼此扶持，一同在愛與合
一中服事神。

7/4
使徒行傳 2:14-47
祈求在解封後我們有更的
高宣教意識和投入更多努
力，更友善地歡迎新朋友
來到教會。

8/4
使徒行傳 3:1-10
為教會按不同語言而發展
的事工禱告，願我們能祝
福更多的人。

9/4
使徒行傳 3:11-26
為啟發課程的主持、帶領
者、代禱者和技術支援禱
告，以至於此課程將繼續
把人引向基督。

10/4
使徒行傳 4:1-22
彼得在被聖靈充滿時分享
福音，祈求我們同樣在見
證基督時被聖靈大大充
滿。

11/4
使徒行傳 4:23-37
為失喪者、我們的家人、
朋友和鄰舍的救恩禱告，
並祈求有機會靠著聖靈的
力量與他們分享信仰。

12/4
使徒行傳 5:1-11
誠實在上帝眼中至關重
要。祈求我們在生活中有
正直，喜悅上帝並祂的話
語和工作。

13/4
使徒行傳 5:12-42
為孩子們禱告，祈求孩子
般單純的信心和對神話語
的順服伴隨他們一生。

14/4
使徒行傳 6
祈求在解封後的夏季和秋
季，短宣可以安全地舉行。

15/4
使徒行傳 7:1-53
祈求對恢復實體崇拜與聚
會的高效準備與順利運
作。

16/4
使徒行傳 7:54-8:3
祈求在各個查經班裡神的
話語被忠實地傳講，祝福
眾人。

17/4
使徒行傳 8:4-25
祈求我們像司提凡與腓力
般，願意為跟隨與榮耀耶
穌而附上代價。

18/4
使徒行傳 8:26-40
為我們能夠靠著聖靈忠實
並帶著影響力在地上活出
天國而禱告。

19/4
使徒行傳 9:1-19
最頑梗的掃羅竟然歸主
了！還有哪些頑梗的靈魂
需要悔改呢？讓我們為他
們的救恩禱告。
26/4
使徒行傳 14
當有人反對福音，我是否
決心堅持不懈地贏得人心
並為基督結出很多果子？

20/4
使徒行傳 9:20-43
祈求青年人們在分心和面
對試探時繼續有堅定的信
心跟隨基督。

21/4
使徒行傳 10
為差傳關懷小組籌備短宣
和差傳大會，並支持宣教
士禱告。

22/4
使徒行傳 11
祈求整個教會對有方向的
祈禱更委身與熱心。

23/4
使徒行傳 12
祈求眾分區牧養小組與生
命小組彰顯耶穌的愛與生
命。

24/4
使徒行傳 13:1-12
我們在使徒行傳裡看到向
外邦人傳福音有了突破，
我們祈求教會在新領域尋
求突破。
27/4
28/4
29/4
30/4
1/5
使徒行傳 15:1-21
使徒行傳 15:22-41
使徒行傳 16:1-15
使徒行傳 16:16-40
使徒行傳 17:1-15
為父母和單身家庭所面臨 祈求宣教士的身體、情緒、 為下一代事工禱告，祈求 祈求所有的孩子與青年人 保羅開始了他第一次的宣
的挑戰禱告，祈求他們的 精神健康，以及他們的家 上帝繼續祝福領袖和參與 將愛與跟隨耶穌，此生作 教之旅；為我下一次的傳
孩子將轉向並常在基督
庭為他人樹立榜樣。
者成為活像基督的見證。 祂的門徒。
福音和宣教之旅禱告。
裡。
3/5
4/5
5/5
6/5
7/5
8/5
使徒行傳 18
使徒行傳 19:1-20
使徒行傳 19:21-41
使徒行傳 20:1-16
使徒行傳 20:17-38
使徒行傳 21:1-26
聖靈勉勵信徒不要害怕、 為在職場工作的人們祈
祈求宣教士免受疾病侵
為所有學生團契祈禱，因 祈求神的話語在每個星期 屬靈光景黑暗的以弗所被
放膽宣講。我是否願意繼 禱，祈求他們以言行舉止 害、免於沮喪，孤獨和抑
為疫情嚴重影響他們的事 天的宣講會紮根在我們的 復興了！讓我們為教會和
續放膽地服事和分享福
大膽地向同事們作見證。 鬱。
工。
心中，並轉化我們的生
國家的屬靈復興禱告。
音？
活。
10/5
11/5
12/5
13/5
14/5
15/5
使徒行傳 22:1-16
使徒行傳 22:17-30
使徒行傳 23:1-11
使徒行傳 23:12-22
使徒行傳 23:23-24:9
使徒行傳 24:10-27
保羅敘述了他的工作。 我 為同工與領袖們可以忠心 為愛心聯繫在提高關懷社 為來自香港的移民禱告， 祈求我們的敬拜不會止於 保羅面對來自人的審判；
區和世界的意識和宣教所 願上帝保守他們在英國定 崇拜結束的一刻，而是繼 祈求我們在生活中能夠贏
在服事期間是否要對我的 喜樂並有成果地服事禱
居並為他們提供屬靈的
續在每一天並全人的敬拜 得上帝的獎賞。
領袖負責？ 為謙卑、合一 告，因為我們需要對上帝 付出的努力禱告。
負責。
家。
裡。
和順服祈禱。

25/4
使徒行傳 13:13-52
祈求我們可以準備並作為
基督的新婦獻上最好，總
是警惕而忠心地討基督的
喜悅。
2/5
使徒行傳 17:16-34
祈求我們為可以更多在生
活中經歷上帝，加強我們
的信心、順服、緊緊跟隨
耶穌。
9/5
使徒行傳 21:27-40
祈求我們不止對食物饑
渴，更是渴慕靈糧以養育
和轉化我們的心意。

17/5
使徒行傳 25:13-27
保羅的服事即將走到尾
聲；我有多希望自己的服
事是尊榮與榮耀上帝的？

23/5 聖靈降臨節
使徒行傳 28:17-31
祈求聖靈的力量傾倒在我
們身上，轉化我們的生
命、教會、城市、國家與世
界。

18/5
使徒行傳 26:1-18
為長輩們禱告，因為他們
為教會與事工忠心的禱告
可以移山。

19/5
使徒行傳 26:19-32
為宣教士所在的國家政治
穩定、信仰自由，以至他們
能夠靠著聖靈的力量分享
基督禱告。

20/5
使徒行傳 27:1-12
為所有教會理事會與堂會
理事會的領袖禱告，求神
引領和保守他們的心懷意
念。

21/5
使徒行傳 27:13-44
祈求所有教會的肢體行公
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
與神同行。

22/5
使徒行傳 28:1-16
保羅在使徒行傳為我們留
下了一個開放式的結局，
我願意繼續拿起福音的接
力棒，結出果子嗎？

16/5
使徒行傳 25:1-12
祈求得勝屬靈爭戰、突破
掙扎、為基督贏得更多靈
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