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週
敬神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禱告讓我們能和上帝本身交流，進入祂最純潔的形態，通過簡單地和我
們在天上的父對話來成為一名敬神者。我們承認祂在世界上和我們生
命中的地位。我們敬重祂的名字和力量。對慈愛的天父說出的語言即是
對祂權威和神力的聖約。若向其它存在禱告，那麼禱告就是徒勞無益的。
當我們承認父在寶座上的合法地位時，就是在崇拜我們的父；當我們向
至高無上的上帝訴求時，就是在向祂表達我們的信仰。禱告就是崇拜。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第 01 日

 天禱告



上帝之名  箴言篇 18:10

耶穌是我們堅固的台、保護者、避難所、力量和我們和平與安全的源泉。這是我們無法在世界上任
何其他事物或任何其他地方能找到的。在過去的幾年裏，你們可能不止一次地聽說過「不確定的
時代」這一短語，這對我們來説可能令人不安。不確定的時代會引起各種情緒，因為這意味着這是
一條我們從未走過的路，或者我們無法預測將要發生的事。但是，如果我們看一看箴言 18:10 中的
真相，我們就會看到上帝承諾我們在這個非常時期，祂就是我們堅固的樓台，是我們應該奔赴的
那一位，而不要試圖改變我們的處境。

我們無法在處境中找到安全感。處境可以改變。處境可能帶給我們意外。但是上帝，我們的堡壘、
我們的堅固樓台永遠不會改變，無事能帶給祂意外。祂賜予我們的平靜和安全無與倫比，這個地
球上沒有人、物能夠給予，現在如是、將來亦此。因此，當我們步入下一年時，無論你們正在經歷什
麼、無論時代有多麼不確定，你們都可以確信：你們的幫助來自主——你的上帝。所以讓我們向祂
奔赴，堅定地和祂站在一起，並活在祂對我們不變的愛和恩賜中。

思考禱告

天上的父：

感謝祢對我們的信任和無條件的愛。感謝祢張開你的手臂，緊緊地擁抱我們，成為我們
在這不確定時代中的安全之地。請幫助我們向你奔赴、讓我們永遠仰視祢、永遠不忘祢
的承諾。當我們費時在發揚祢名之外的其他繁事時，請宣判我們。請指引我們每個人的
道路，讓我們記住無論旅程或時代看上去有多麼的不確定，祢始終在這裡。

奉祢寶貴的聖名，阿門！

第 02 日 天禱告



祂是神聖的  出埃及記 15:11

上帝的神聖出現在我們所有新的起點中 ——當祂在我們生命的終點找到我們時開始的起點； 
當我們學會信任祂、跟隨祂的指引時開始的起點；無論是痛苦的起點，還是喜悅的起點都一樣。 
聖潔、神聖、聖明的上帝就在那裡。因為我們屬於祂，因為祂是神聖的，所以我們能夠再次開始。

祂的完美無與倫比。祂的能力遠超我們的想象。知曉所有生物起點和終點的上帝散發著聖潔的光
輝。而祂在這裡，環繞著我們。祂坐在我們的配偶身旁，同時照看我們的孩子。祂走在我們母親的
身旁，正如祂在永生中和我們的祖母一起歡聲笑語。你們能理解嗎？祂的聖潔每天都環繞著我們。
他的聖恩和晨間太陽的溫暖一起迎接我們。祂神聖的天意在我們工作、學習和完成世俗的每日事
務中指引我們。祂聖潔的愛在我們躺下睡覺時洞穿我們的恐懼。

正如我們期待著祂今年為我們編寫新的開始，我們可以相信祂為我們的生活伸出永遠值得信
賴的雙手。我們可以選擇在此時此地用勝利之聲讚頌祂，充分明白無人像我們的上帝一樣： 

「主啊，眾神之中誰能像祢？誰能像祢至聖至榮，可頌可畏，施行奇事？」（出埃及記 15:11）。

思考禱告

天上的父：

祢是阿爾法，也是俄梅戛，是起始，也是終末。請祢睜開眼睛看看你的聖潔，不僅鋪灑在
山巔，也照耀在峽谷中。在我們完成祢為我們設置的艱苦但神聖的工作時，請調和我們
的心，唱誦祢的讚歌。

主，原諒我們忘記了祢的威嚴，請幫助我們記起祢所做的一切。直到祢帶領我們回家的
那天，父，請教導我們成為一名能獨自給祢的名字帶來榮耀、榮譽和力量的聖人。阿門。

第 03 日 天禱告



祂至高無上 但以理書 2:20-22

用一個詞創造了萬事萬物、分開大海、指揮宇宙、知曉
每顆星星名字的上帝，正注視著你。裝飾百合花、餵食
鳥類、知曉我們頭髮數目的上帝，知道你的名字。命令
狂暴的大海平息、給沒有生育能力的子宮帶來生命、用
喇叭聲攻陷堡壘鐵壁的上帝，傾聽你的哭訴，看到了你
的痛苦。

正是這位上帝，我們天上的父，邀請祂的孩子來到祂的
面前，進入祂的寶座之間。耶穌偉大的「我是」恢復了這
處親密的安全之地，這是雙向的神聖交談。聖潔、萬能、
全能、強大、至高的上帝召喚我們「來吧，留下。」我們意
識到自己不配，但仍被祂充滿恩典、永不動搖、永恆的
愛的承諾所吸引，我們進入，並總是受到歡迎。我們敢
於靠近。我們向祂傾聽的耳朵敞開我們的心聲。我們懷
著無阻的信任和臣服，反過來聆聽祂的聲音。祂低語： 

「平安。」我們懷著感恩和崇拜落入祂的懷抱。

思考禱告

父：

當我們面對艱難的消息、動搖我們世界的消息、讓人跪倒在地無法呼吸的消息時，我們感謝
祢邀請我們來到祢身邊。我們感謝，祢「全知全能……掌控世間萬事……廢王又另立他王」，
祢與我們一同走在最幽暗的峽谷中。父，隨著與祢的相處，我們的哀悼變為祈禱。我們的恐懼
在信仰中融解。我們感謝祢。我們崇拜祢。

和耶和華在一起

「我們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埃爾：大能者

伊勒 伊羅安：至高無上的神

埃洛希姆：全能的創造神

伊勒沙代：全能神

耶和華：「我是」，自存永存的那一位

伊利羅伊：看顧人的神

埃馬紐埃爾：上帝與我們同在，「我是」

父，祢的名字多麼宏偉！

第 04 日 天禱告



祂是美善  詩篇 27:4

變化是艱難的。轉變是艱難的。生活是艱難的。無論你是在喪服期間探索一座新的城市，還是在人
生的新階段重新塑造自身，這些永恆生活中的微小變化提醒著我們這個事實：我們是人類，我們
會受到限制——受到恐懼、焦慮的限制，我們很容易受到無信仰的影響。

在大衛王最黑暗的時刻之一，他寫下了這個簡單但深刻的想法——在崩潰的最後，只有一件事值
得在禱告中要求，只有一件事能夠讓我們放棄一長串禱告要求，那就是來到父的面前。

在這節詩中，主的美善不再只是需要凝視的事物，而是在腳下世界崩塌時讓我們找到立足點的無
上力量。大衛王用短短幾段話提醒我們主的美善中包含著毀滅和建立的威力：這世上沒有看見天
堂後無法掌控的事物。

思考禱告

父：

原諒我們無意中選擇了世間的醜陋，而非祢寶座之間的美善的那些日子。願在每個新
的早晨提醒我們背誦大衛王的話語並懂得祢，唯有祢，耶穌王，能回應我們的一切需
要。願祢賜予我們恩惠。奉耶穌之名，阿門。

第 05 日 天禱告



祂統治天堂  歌羅西書 1:16-17

任何來到神的面前的人都必須相信祂是神，祂會赏赐那孜孜追尋祂的人（希伯來書 11:6）。這些話
如此深刻，以至於讓我們懷疑是否真的了解這些話語的重要性。許多人禱告，但卻不知道他們向
誰禱告。也許他們只是希望有人傾聽他們。也許他們只是出於形式而禱告。但是基督教徒禱告時，
他們確信在向唯一的真神禱告。祂是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裡所有存在的造物主。祂沒有起始也沒
有終末。祂一直存在並將永遠存在。祂全能、全知、永存並在全世界至高無上。

而在祂無限的力量內有著祂對我們無限的愛。這愛是如此偉大，以至於儘管我們未做任何值得的
事，祂仍然犧牲他的獨生子來救贖我們。我們為這慈愛的神祈禱。我們相信因為祂愛我們，所以祂
也傾聽我們的聲音。祂關心我們生活中的每一處細節，並希望和我們建立一種親密的關係。

哦，能在禱告中來到如此神聖的神面前，知曉祂不但統治天堂還統治我們的生活是多麼的快樂！

思考禱告

親愛的天父：

我來到祢的面前，敬畏你的榮光。其他神均不似祢。我今日感謝祢的統治和你的愛。 
主，請靠近我，正如我靠近祢。我願每日都更了解祢、愛祢。請讓您的教會更好地了解 
祢是誰。請繼續保持對我們生活、教務和國家的無上統治。我奉祢的聖名祈禱，阿門。

第 06 日 天禱告



祂賜予我們父愛 約翰一書 3:1

主，我呼喚祢的名字並向你禱告。主，我現在崇拜祢，了解祢在我心中寶座上的正當地位，為祢每
日無私傾倒給我的偉大的愛而崇拜祢。主，請告訴我的心，我是神的孩子，因祢的恩典、愛和接納
而脫離世間。主，請向我吹拂你的聖靈，讓我感受到祢慈愛的擁抱。用祢無條件、無窮盡、在我們生
命中永恆存在的父愛包圍我。

主，請面向我，提醒我你對我偉大的愛。向我展示作為神的孩子的價值，在我存在之前祢就早已愛
我。願祢到我前面來，這樣我所見的人就能通過祢投射在我生命中的存在而知曉祢偉名的榮光。

思考禱告

主：

感謝祢每天無私賜予我們的永恆的愛。主，請用祢神聖的存在填滿這個空間。願祢來到我
的前面。主，請指引我的步伐，讓我每一天都更加讚美祢。願這個禱告如我心中的頌歌一
般，唱出我願靠近祢的期盼。願我的內心為祢對我真實而無條件的愛讚頌祢的名字。阿門。

第 07 日 天禱告



撰稿人簡介

伊利亞特·阿蓬特
伊利亞特·阿蓬特在波多黎各的基督教之家長大。他與黛布拉結婚了 32 年，他們有兩個女
兒，凱拉和齊亞，以及一個女婿，肯尼·特蘭。伊利亞特喜歡閲讀和建造，在宣道會西班牙東
區懷著感激事奉主。

西爾維亞·貝內特
西爾維亞·貝內特是一位富有愛心的妻子、女兒、姐妹和朋友。她還是一名美國陸軍牧師和
至高神忠誠的孩子！

梅卡·坎貝爾
梅卡·坎貝爾出生於西北太平洋地區，成年後在肯塔基州生活和工作。她目前在俄亥俄河谷
區擔任神職/負責祝聖儀式、領導力培訓/温室協調員。她由宣道會祝聖成為牧師，與她的丈
夫一起主持肯塔基州喬治敦市的一家小教會。

 天禱告



查爾斯·查普曼
查爾斯·查普曼是宣道會宣教部的候選人發展專家，他與國際勞工候選人聯繫，幫助他
們為獲得長期服務機會做好準備。查爾斯和他的妻子利茲、孩子茱莉亞（12 歲）和馬庫斯

（9 歲）一起住在俄亥俄州哥倫布市西的西邊。

凱撒（查沃）查韋斯
凱撒（查沃）查韋斯在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出生並長大。他曾在美國陸軍駐伊拉克步兵中服
役。他有堪薩斯州立大學哲學學士和阿斯伯裡神學院跨文化研究碩士的學位。他目前在
科羅拉多州奧羅拉市希望教會（C&MA）擔任副牧師。

葛蕾絲·錢
葛蕾絲·錢在紐約長大，是第二代韓裔美國人，她畢業於宣道會神學院，獲得宣教神學碩
士的學位，目前在宣道會美國辦事處擔任教會發展協調員。她嫁給了喬納森。

卡特琳娜·庫克
卡特琳娜·庫克是一名深入參與教會活動的保險員。她領導其所在教會的主日學事工部、
婦女事工和外聯項目。

本·道格拉斯
本·道格拉斯是俄亥俄州哥倫布西部信仰社區教會的主牧師。

賈斯汀·杜布索
賈斯汀·杜布索是德克薩斯州貝敦宣道會聖經教會的主牧師。他還是美國陸軍預備役的
一名指揮官（少校），擔任第七屆心理行動小組（POG）的牧師。自 2005 年以來他成為了
阿拉納的丈夫，他們有五個可愛的孩子。賈斯丁有組織領導的博士學位，熱衷於培養神的
子民，讓他們去動員、訓練現在和未來的國的領袖。

撰稿人簡介撰稿人簡介



撰稿人簡介撰稿人簡介

保羅·加西亞
保羅·加西亞是一名海軍牧師，在弗吉尼亞州匡提科海軍陸戰隊軍官候補學校工作。 
他已來宣道會 13 年了。他和他的妻子希瑟結婚 20 年了；他們有四個男孩，伊薩克、瑞蘭、
朱德和利亞姆。

達雷亞·哈斯蒂
達雷亞·哈斯蒂是新澤西州查塔姆市長山教堂的家庭施工部長，過去十年她都在此工作。
她有一顆團結人們、下一代和社區的心。達雷亞喜歡和她的丈夫以及兩個十幾歲的孩子
一起度過時間。

傑瑞·亨德森
傑瑞·亨德森上尉目前是新墨西哥州霍洛曼空軍基地的現役美國空軍牧師。傑瑞和他的
妻子喬安娜在基督教部工作了 15 年多，共同有六名孩子。

伊登·克拉恩
伊登·克拉恩是第二代苗族裔美國人基督教徒，生於密歇根。她有一間小商店，她製作的
服飾能宣傳禱告的喜悅和內心工作、精神發展重要性。伊登目前與她的丈夫和三個女兒
一起居住在喬治亞州。

克里斯塔·萊恩
克里斯塔 ·萊恩是一名一級中尉牧師，最近加入了美國空軍預備役，每年在西班牙
的 Moron ARB 服務 30 天以上。此前她與在西班牙和蒙古的海外家庭成員一起
在 Envision/CAMA 工作了 10 年。目前，她在印第安納州拉法耶特的阿里斯基督教協會
擔任牧師。



撰稿人簡介撰稿人簡介

蓋比·勞森
蓋比·勞森是一名現役空軍牧師（上校），目前駐紮在弗吉尼亞州蘭利-尤斯蒂斯聯合基地。
在此之前，蓋比在肯塔基州擔任了八年的宣道會牧師。他與他的妻子瑪麗還有他們的四個
孩子一起參加事工。

魯福斯·麥克道爾
魯福斯·麥克道爾是一名土生土長的佐治亞州格里芬人。他在美國陸軍服役了二十年， 
並獲得了自由大学浸信会神学院（弗吉尼亞州林奇堡）的牧師神學碩士學位，和路德·萊斯
神學院（喬治亞州亞特蘭大）的教牧博士學位。

萊斯·麥克馬漢
萊斯·麥克馬漢在畢業後的六年中一直擔任 LEAD 項目的同期負責人。他也是中部地區男
子事工的聯合主任，並兼任職業牧師和青年牧師。

傑夫·米勒
傑夫·米勒和他的妻子帕姆畢業於紐約的宣導會大學，並一起擔任了 37 年的神職。他目前
是俄亥俄河谷地區的主管。傑夫和帕姆居住在肯塔基州的萊辛頓，有兩名女兒。

貝蒂·莫雷洪
貝 蒂 · 莫 雷 洪 在 西 班 牙 東 區 擔 任 基 西 米 基 督 教 和 传 教 宣 道 會 的 基 西 米 监 督 员 

（Iglesia Alianza Cristiana y Misionera de Kissimmee）青年主任。

安妮塔·莫里森
安妮塔·莫里森是一名聖經教師和講師，在俄亥俄州楓樹崗的希望宣道會聖經教堂講學，
她的丈夫羅納德是該教堂的創始牧師和高級牧師。安妮塔主持禮拜，教授婦女聖經學習，
並且是教會課後項目的輔導站協調員。她擁有教育學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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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阮
清 阮 是 華 盛 頓 大 都 會 教 堂 的 高 級 牧 師，也 是 越 南 區 的 秘 書。他 和 他 的 妻 子 宣 蘭 

（Xuan-Lan）有三個孩子：凱勒布、雷貝卡和普里斯西拉。

亞倫·普法赫勒
自 2020 年 9 月以來，亞倫普法赫勒在俄亥俄州哥倫布的第一宣道會教堂擔任禮拜牧師
一職。他熱衷於引領人們誠實地接觸耶穌，激勵教會更多地參與進國的發展中。

布賴恩·斯科特
布賴恩·斯科特與蘇珊結婚 30 年了。他們居住在肯塔基州的萊辛頓，有兩個女兒：佩頓

（24 歲）和約旦（22 歲），一個兒子：布賴森（20 歲）。布賴恩在俄亥俄河谷區辦事處工作。

喬爾·史密斯
喬爾·史密斯是教堂建立者，在宣道會中擔任了 30 年的主牧師。他現在在國家辦事處工
作，擔任宣道會 EquippingU Max 和大都會區的主任牧師，同時在教會福祉部教導團隊主
管。喬爾還是 dalahcoaching.com 的創始人。

託德·蘇維納
託德·蘇維納在宣道會中由牧師和教授撫養長大。他曾在當地教堂服務了 16 年，又在中
部地區辦事處擔任了 16 年的教堂發展主任 。

斯賓塞·斯威廷
斯賓塞·斯威廷是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北斯普林斯宣道會教堂的主牧師。他與貝斯結婚，
是露西、喬西和艾瑪的父親。斯賓塞還是綠灣包裝工（NFL唯一公有球隊）的部分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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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拉·陶布
寇拉·陶佈是宣道會的國際工作人員，在烏拉圭蒙得維的亞工作。她與馬克結婚，是三個
孩子的母親。寇拉很高興她的工作包括教授英語、能和孩子們一起工作、建立人際關係和
幫助人們認識耶穌。她希望能看到人們一起踏上耶穌之路。

賈斯汀·索恩頓
賈斯汀·索恩頓是耶穌虔誠的兒子、安妮的丈夫、三個孩子（塞拉、安娜貝爾和 JD）的父親。 
賈斯汀花了 12 年建立教堂，然後成為了大湖區的發展主任。他還是《傳教士》（The Preacher）
的作者。

克里斯·維納
克里斯托弗·維納是佐治亞州托克阿瀑布大學的神學教授和基督教會學院的院長。他還
被宣道會任命為牧師。他一生摯愛運動和戶外活動，他喜歡與他的妻子和四個女兒分享
這些活動。

麗莎·沃格
麗莎·沃格是宣道會東北區培養弟子的祝聖專家，她平時在東北區和美國全境進行培訓、
咨詢、教育、演講和推動領導能力發展。麗莎最大的愛好就是鼓勵、教育教會領導人，讓他
們擴散國的影響。

萬達·沃爾伯恩
萬達 ·沃爾伯恩是紐約宣道會神學院的靈修副教授，也是大都會區婦女認證項目 

Empower 的負責人。萬達熱衷於訓練領袖來推動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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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恆（HANG WONG）
黃恆在紐約市長大，在高中時被耶穌拯救。他在 C&MA working 的候選人招募和發
展辦公室任職，和希望加入宣道會工作的宣道會神學院學生們一同工作。他與凱西結
婚，有三個剛成年的孩子。

歌莉婭·楊
歌莉婭·楊是一名妻子、母親和小生意人，她一生踐行主的信實和治癒力量。她熱衷於
照顧孩子、寫作、禮拜和及時捕捉生活中的瞬間。歌莉婭希望通過她做的這些事來講
述神善的故事。

丹尼爾·澤杜
丹尼爾·澤杜在俄亥俄州哥倫布的一座埃塞俄比亞教會中擔任牧師。他和他的妻子切
麗有兩個兒子：西奧（19 歲）和艾約西（15 歲），一個女兒納奈特（9 歲）。丹尼爾和他的
家人於 2008 年來到美國為這座教堂服務。

 天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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