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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年议会基督徒妇女服务会 

 

克己祷告周灵修手册 
 

2020年9月14日至20日 

 

 
 

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 

但愿我们也被耶稣服事失丧的人的事工鼓舞，跟随他的脚踪、效

法他的榜样。 

 
克己祷告周的由来 

    克己祷告周始于1887年，通常定于九月的第二周。克己祷告是要呼吁

妇女服务会的姐妹们操练灵性的成长、意识和行动。借此，姐妹们被挑战
无论是面临食物或是其他世俗欲望时更能克己节俭，并虔诚祷告、反思自

己以管家的身份，回应自己在家庭、教会、社区和世界中的各种需要的情

况下履行上帝的使命。 
 

克己祷告周奉献 

在克己祷告周结束时所收的奉献是归入妇女服务会的克己祷告款 PSD 
Fund（总议会和年议会妇女会各50%）。这款主要用于帮助卫理公会及其

他专注于扩展基督国度及改善妇女和儿童生活的基督教机构。 
 

我们通过克己祷告款曾经支助在菲律宾马尼拉、越南胡志明市以及东

非乌干达等国家的扶贫与关顾孤儿寡妇的事工。本会也在2017年从克己祷
告款设立了紧急支援款 Emergency Relief Fund 以便能更快捷的帮助受灾的

群体。2019/8 - 2020/7 我们从克己祷告款做了以下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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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捐助卫理宣教会尼泊尔苏菲亚之家 (MMS Sophia Home) 的两位女护士学
生的学费共$5,000（已经是第2年了，本会自2018年开始捐助。） 

2. 因 Covid-19 疫情在客工群体传播特别的严重，我们从紧急赈灾款捐出了

$5,000,并与总议会联名捐款给专门服侍客工的关怀与外展机构 AGWO 
(Alliance of Guest Workers Outreach)。 

 
  我们了解 Covid-19 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对家庭、社会与经济是前所未有的

严重。在上帝的恩典中让我们持之以恒的信靠上帝，在任何时候都学习亲

近主、关怀邻舍及为他人代祷，并继续学习在各种情况下履行上帝托付于

我们的使命。 

 
 
 

 

 
 

 

第一天     住在基督耶稣荫下       黄幼莲牧师 

 
诗篇 91:1-2,14-16 

 
91 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2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
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 

 
14 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

把他安置在高处。15 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

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16 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

他。 
 

诡异多端的“2019 冠状病毒”四处窜动危害人命，何处是人的避难
所？有谁能守护人的生命呢？对基督徒而言是住在全能神基督耶稣的荫

下，让祂用自己的祤毛遮蔽我们。 

 
诗篇 91:1-2提到神的四个称谓，即：至高者（希伯来文 El Elyon，天

地的主，至高神。）、全能者（希伯来文 Shaddai ，Shad 胸部、乳房，全

然供应神。）、耶和华（希伯来文 Yahweh，立约和守约神）和神（希伯
来文 Elohim ，创造万物全能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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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四个神的称谓来看第 1 和
2 节，其含义是；我居住在天地的

主至高神 (El Elyon) 的家、隐密处

里面，必在全然的供应神
(Shaddai) 的羽翼下、阴下获得祂

的遮护。神啊！我宣告：你是我

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我是你
所创造，你是我唯一的依靠。 

 
 

省思：我们不仅是疫情期间、遭遇困难时刻，而是每时每刻都需要居

住在至高神 (El Elyon)，创造主 (Elohim) 里面，因为离开祂，我们就不能
作什么。（约翰福音 15：5b） 

 
诗篇 91:14-16是神给予恋慕祂专心爱祂的人之应许。 
• 第一个应许是“安置在高处”和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以弗所书

2：6），敌人和困难只能在我们的脚底下被践踏。 
• 第二个应许是在所有敌人和难处面前，圣灵必与我们同在，使我们

活出“神儿女的尊贵”。 
• 第三个应许是“足享长寿”意思是得着生命的满足，神儿女求有足
够的日子完成神要我们在世上所做的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

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提摩太后

书 4:7） 
• 第四个应许是“救恩显明”即是有公义的冠冕赏赐我们。（提摩太

后书 4:7） 

 
省思：我们必须与神保持紧密的关系，专心爱祂，诚心求告祂，惟有

这样，我们在患难中才能看见神的恩典，享受祂的应许。 

 
祷告：慈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把由宝座而来的信心放在我们里面，

叫我们相信虽然面对患难却有信心继续仰望你，目光不离开你的宝座，祈

求你的应许完全落实在我们身上。愿荣耀归于神！奉主基督的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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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义人的路      林锦华（吴乃力会长娘） 

         
箴言22：4-5 

 

“谦卑和敬畏耶和华的赏赐，就是财富、荣耀和生命。奸诈人的道
路，满布荆棘和网罗，谨慎自己的，必远离这些。” 

 

这段经文提到两种人：“谦卑和敬畏耶和华的人”，还有“奸诈
人”。从圣经对人的归类来看，可以说是指“义人”和“恶人”。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两种人的人生道路和人生的结局。 
 

 

 

义人的道路： 

• 蒙神指引的路 

“我（神）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

导你行正直的路。”（箴言4：11） 
 
• 亨通的路 

“你行走的时候，脚步必不会受阻
碍；你奔跑的时候，也不会跌

倒。”（箴言4：12） 
“完全人的公义必使自己的路平坦

正直。”（箴言4：14a） 

 
• 光明的路 

“义人的路径却像黎明的曙光，越

来越明亮，直到日午。”（箴言4：
18） 

 

 
义人的结局： 
• 多结果子 

“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诗1：

3a） 
• 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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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卑和敬畏耶和华的赏赐，就是财富、荣耀和生命。” （箴言
22：4） 

恶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幽暗”（箴言4：19a节） 
“恶人必因自己的邪恶跌倒。”（箴言4：14） 

 
恶人的结局： 
“他们(恶人)不知道自己因什么跌倒。”（箴言4：19b节） 

“他们（恶人）好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在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

立不住”（诗1：4） 
“恶人没有好结局，恶人的灯必要熄灭。”（箴言24：20） 

 

我们该怎么做？ 

1. 远离恶人的路 

“不可走进恶人的路径，不可踏上坏人的道路。要躲避，不可从那里
经过，要转身离去。”（箴言4：14-15） 

“你要除掉欺诈的口，远离乖谬的嘴唇。你双眼要向前直望。你要谨

慎你脚下的路径，你一切所行的就必稳妥。不可偏左偏右，要使你的
脚步远离恶事。”（箴言4：24-27） 

“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好讥笑人的座

位。”（诗1：1） 
 

2. 行走在智慧的道上 

“我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箴言4：11） 
“追求公义与慈爱的，必得着生命、公义和荣耀。”（箴言21：21） 

 

省思： 

“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诗 1：6） 

• 有什么事是你要远离的？ 
• 你要如何走智慧的路？ 

 
祷告：主啊，求你指教我们，使我们能走在永生的道路上。今生蒙主引

导，末日见主面时站立得住。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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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因爱赐予稳定并搀扶         杨姿英 （洪茂喜师母） 

 
诗篇 37:23-24 

 

“义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稳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
也不致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搀扶他的手。” 

 

这诗是大卫在年老时的创作，他以自己的经历劝勉年轻人要远离恶
事，亲近上帝。他把上帝所爱的人称为义人；大卫了解自己，我们也有同

感，知道自己是罪人，不配上帝赐予的厚爱，但此诗的 39节说： 

“义人得救是出于耶和华，在患难时耶和华作他们的避难所。” 
 

今天我们都得着主耶稣的救恩，因信称义成为上帝家里的孩子。所

以，大家当乐意追随主爱人的脚踪，学习克己、生活朴素与节俭，更多经
历主的引导，去关怀、扶助有需要的群体。 

 

人生的旅程，从来就不常风平浪静，但诗
人信心满满的宣告“义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稳

定”。确实有人体弱脚步不稳、腿力不足，纵

使在平顺的地面行走也会栽倒。 
 

大家可有经历过上帝所赐的恩典？有时姐
妹在家中拖地板时，一不小心就会滑倒。 

 

 

我有多次跌个四脚朝天，以为再也站不起来，或者骨裂需要时间静
养；但镇静片刻后慢慢起身时，竟然发现自己可以行动自如，有惊无险。

生活中还有许多经历真实体验天父上帝“赐予稳定并搀扶”的恩典。受

伤、软弱也教导我们日后行走与生活都要谨慎。 
 

省思： 

1. 我怎样经历主稳定的祝福？ 
2. 列出几项主恩搀扶你的实例，献上感恩。 
 

祷告：亲爱的主，谢谢祢赐予贵重又丰盛的恩典，教导我珍惜所领受的一

切。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感恩。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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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祂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方瑞英 (蔡尚志师母) 

 
弥迦书 6:8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
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 
 

上帝要与祂的百姓争论。为了什么事呢？为百姓该如何敬拜祂！上帝
曾施恩拯救他们，也使他们知道祂公义的作为，他们却偏行己路，并以自

己的方式敬拜祂，以为可以献上什么东西来讨祂喜悦，除去他们的罪恶。

一岁牛犊？千千公羊？万万油河？献上孩子？ 
 

先知提醒百姓，上帝只要他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

同行。原来，上帝所看重的，不是物质的献祭和大费周章的仪式，而是敬
虔的生命。 

 

如果没有敬虔的生命，不但献祭枉然，还要遭受上帝的惩罚。百姓之
中的非义之财、欺骗、不清洁、强暴、说谎，诡诈的舌头，都是上帝所厌

恶。因此，上帝击打，使他们伤痕甚重，使他们因罪恶荒凉。吃不饱、虚

弱、不得救护、遇刀剑、不得收割、不得油抹身、不得酒喝。竟然是上帝
使他们荒凉，担当羞辱！因为慈爱又公义的上帝要他们悔改、离弃罪恶，

活出与救恩相称的敬虔生命。  
 

省思： 
1. 我们如何敬拜上帝呢？豪气的奉献吗？堂皇的仪式吗？还是模仿外邦

人的膜拜方式?  

2. 在这非常的疫情时期，少了外在的仪式，是否正是反省敬虔生命的时
候？ 

 

 

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无知
和冒犯！我们愿意献上敬虔的生

命，活出天国价值，彰显你的公义

和怜悯。奉主基督的名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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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打那美好的仗          王宝婵（陈新坚师母） 

                    
提前 6:12              

 

“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
人面前，已经作了那美好的见证。” 

 

保罗关爱年轻的提摩太，特别在晚年时写提摩太前后书给他，把他毕
生的经验都告诉提摩太，特别是属灵生命的富足，与神与人的关系都做众

人的榜样。 

 
保罗在提前 6:12提醒提摩太，他蒙召的使命是要在真道上披上战

袍，打那美好的仗。这里所说的“真道”就是指主耶稣救赎我们的信仰。

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埋葬，第三天死里复活，信祂名
的人得永生，这就是真道。 

 

保罗在这里吩咐提摩太要为真道打那
美好的仗，就是要为自己的信仰竭力争

辩，维护真道不被人混乱，要指出假冒

真理的异端的错误，因此可能会被人恶
待，毁谤，甚至自己的亲人也会误会或

离开你，这就是为真道打美好的仗。 
 

 

信徒有可能会打败仗，比如说不能忍受为主做出牺牲；经不起人的误

会和辱骂；不能为主舍弃物质享受；不能爱主胜过爱自己及亲人等，我们
就会打败仗了。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也提醒我们这些蒙召的姐妹，我们的

使命是做基督的精兵，打那美好的仗，时刻要履行主托付我们的使命，在

众人面前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并且要持守神的命令就是永生。（约 
12：50） 

 

省思： 
1. 我们是属于被召的一群，我怎样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2. 要持守我的信仰，我如何用我的言行验证我所宣扬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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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一生谨守，一生蒙福         黄玉珍（许就凯师母） 

 
申命记 28：9节  

 

“你若谨守耶和华 ——你神的诫命，遵行祂的道，祂必照着向你所起
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民。” 

 

申命记 28：14节  
 

“你若听从耶和华 ——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谨守遵

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事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
不居下。” 

 

从 28 章第 1 至 14 节，不难发现经文提醒我们若我们听从上帝的话，
谨守遵行上帝的诫命，这样上帝所赐的福必临到我们的身上，追随我们；

处处蒙福、事事蒙福、出入蒙福、在膳食上蒙福、在财务上蒙福、在身份

上蒙福、在人际上蒙福等等。这几乎是包办我们人生的一切事情了，这是
多么美好的祝福啊，也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祝福，世人认为一切的福气是靠努力，靠自己的聪
明能力，借助地上的神明等才能得到的。但摩西一再的强调，上帝的祝福，

只会在一个情况下亲临：听从上帝的话，谨守遵行上帝的诫命。这听起来
很简单，却是我们每天的操练，一生的学习。 

 

今日现实生活中，我们在面对着不同人、事、物的过程中，要谨守遵
行上帝的诫命是很不容易的。如保罗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

出来由不得我”（罗 7：18）。很多时候，我们立志要行出上帝的诫命来，

但下一分钟我们可能就为某人某事而不能饶恕人。因此，听从、谨守遵行

不是过去式的时态，而是现在以及将来不断地在进行中的行动，是要我们

一生不断操练的。 

 
摩西在14节嘱咐大家不单谨守遵行，并要不偏左右、不随从事奉别神。

这对我们的确是重要的提醒，因为这是我们常犯的毛病；我们不是按自己

的意思去诠释上帝的话语，就是把自己的意思讲成是上帝的旨意；更糟的
是有些人用过去事奉别神的方式去事奉真神。因此，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

恩典竭力追求认识圣经的教导。例如培养个人研读圣经，小组查经，网上

信仰讲座等，使我们有个稳固的信仰基础，让我们信的有根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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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保惠师圣灵常给我们提醒，并赐下力量，使我们能够活出谨守遵
行上帝的诫命，也赐我们属灵悟性明白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

旨意。 

 
操练： 

藉着读经灵修祷告，更明白上帝的诫命，听从及遵行，作个蒙福的真

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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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             撇下才能得着            许银莲（程文喜师母） 

 
马太福音 19：29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有古卷添“妻
子”）、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1. “撇下”有何重要？ 

这节经文的前文有一个年青的财主想藉着行善和以守律法来得永生

（19：16-20）。耶稣指出：一个看钱财比永生（救恩）还重要，也

不愿放下一切跟从主的人，是得不到永生的。（19：21） 。可见撇
下才能得着的属灵原则，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 

 
2. 如何“撇下”？ 

我们若要得着主丰盛的赏赐，首先就必须为主先撇下。那要撇下什么

呢？耶稣提出了两方面：产业（房屋、田地）与亲人（弟兄、姐妹、

父母亲和儿女）。其实，这两方面不就涵盖了我们人生的大部分吗？
然而，“撇下”不是扔掉，乃是放手把我们拥有一切的主权交到主的

手里，让主来掌管和使用。 

 
3. 会“得着”什么赏赐？ 

主应许凡为祂的名撇下一切将得着百倍和永生的赏赐。这里“百倍”
乃是形容在基督里丰盛的生命。 路加指明：國度的獎賞是在今世和

来世都能得着的。“……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

母、儿女， 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路 18：
29-30）。故此，当今我们就要为生命做最有价值的“投资”：天天

读经和祷告，先求神的国；为主的名服事宣扬福音。这样，我们不但

今生能得着基督里的丰富、平安和喜乐，并将来承受永生，这是何等
大的福乐！ 

 

省思： 
 

1. 思想主耶稣为你撇下了什么？ 
2. 你目前紧紧捉住而需要放下交给主的

是什么？目前你所做的事与永恒有关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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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周奉献 
 

2020 年克己祷告周奉献 

  姐妹们可以通过以下的任何一个方式奉献：（截止日期：5/10/20） 
  注意：如果贵堂妇女会有安排收集会员的奉献，请按堂会妇女会指示进行。 

❶ 

PayNow � 

• UEN S88CC0564JMC2 
(确定账户是 THE METHODIST CHURCH IN SINGAPORE)  

• 或扫描右边的 QR 码（DBS 用 PayLah 扫描） 

• 务必在附加说明处 (Reference) 以英文字母注明： 

CACWSCS  - 华人年议会妇女服务会 

PSD            - 克己祷告款 

XXXX          - 教会代号，请参阅以下注明 

例子：CACWSCS PSD GL    =华人年议会妇女会 克己祷告款 芽笼堂 

• 请务必将奉献证明拍下并发给贵堂妇女会或年会妇女会的财政。 

❷ 

使用支票： 

• 支票抬头：The Methodist Church in Singapore 
• 请务必在支票后面注明：CACWSCS PSD XXXX   （XXXX 教会代号） 

• 通过 DBS 银行的 Quick Cheque Deposit ： 

o 请注明 DBS 账号 0039369913 

• 邮寄到年会妇女会财政的地址： 

o 10 Jalan Besar, B1-03 Sim Lim Tower, S-208787  
• 请务必将支票拍下并发给贵堂妇女会或年会妇女会的财政。 

❸ 
把奉献收在一个信封里。 

• 等见到贵堂妇女会的会长或财政时交给她们。 

教会代号： 

AMK 宏茂桥堂 、BP 武吉班让堂、CH 樟宜堂、FC 福灵堂、GR 恩典堂、 

GL 芽笼堂、HC 恩约堂、HH 天道堂、HK 天恩堂、KY 感恩堂、PL 巴耶利峇堂、

TP 大巴窑堂、TA 直落亚逸堂。 

 

***** 如有任何疑问，请电邮： cacwscs@gmai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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