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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此
祷告指南

你受邀祷告 P-R-A-Y。
Pause - 停顿保持静默。
Rejoice - 欢欣阅读诗篇，以圣经来反思。
Ask -代祷呼求上帝介入。
Yield -降服在祂给予你生命的旨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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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顿

刻意停顿
安排时间安静下来，预备心进入祷告的时刻。深呼
吸，迎接圣灵的到来并且进入上帝神圣的同在。

静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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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读圣经和思考
放缓脚步。安排时间，在我们还没有与祂说话前，先聆听祂

的声音。祂的话语在对我们说什么？

阅读、反思，在祂里面安歇。让我们靠近我们所爱的那一位，

因为祂先爱我们。

聆听上帝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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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师记 1：15
“她（押撒）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

地，求你也给我水泉。”迦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她。”

本周经文

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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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上帝的话

士师记 1：12-15

“ 12迦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押撒给
他为妻。” 13迦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聂夺取了那城，迦勒就把女
儿押撒给他为妻。 14押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她父亲求一块田。押
撒一下驴，迦勒问她说：“你要什么？” 15她说：“求你赐福给我，

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迦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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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初期很好，但很快就因妥协而退步以至于破坏了他们的信仰。犹大支派的迦勒家族并非如
此。在士师记1章中，我们重温了迦勒的女儿押撒的信仰故事，她嫁给以色列的第一位士师俄陀聂。她带着一个
事先思考过的，非常明确的要求来找她父亲。押撒是祷告的人的一个典范因为她首先知道，她是在向她的父亲求。
她是即谦虚又热切地去见他。她将她的感激与她的请愿结合在一起，并以过去所得的祝福作为得着更多的理由。
司布真说：“在你开始祷告之前先想想你要求什么，然后像商人一样祷告” 。这个女人不会对她的父亲说：“父亲，
听我说，然后说一堆无关痛痒的漂亮说辞；她很确定自己要什么，以及为什么而祈求” 。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需要像押撒一样确定的知道我们当如何祷告。在我们祷告前，要知道我们应该在上帝面前祈求什么，且要放
胆的求。上帝会问我们同样的问题，我们当知道我们想从天父那里得到什么。上帝喜悦听到我们对祂呼求。押撒
的祷告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的祷告是“求祢赐福给我”。上帝渴望在很大程度上祝福我们。

“求祢赐福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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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悔罪的祷告

“及至以色列强盛
了，就使迦南人做
苦工，没有把他们
全然赶出。”-

士师记1：28 和合本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看到自己身上也有同样的麻木不仁
和拖延的心态，这使我们乐于接受不完整的胜利，并对罪
感到悠然自得。我们悔改却又屡次的冒犯袮，危险地容纳
和包容罪，让仇敌在我们的生活和家庭中占有据点。上帝
啊，请原谅我们没有认真看待我们的不断退步。我们感谢
袮耶稣基督通过十字架和祂的复活为我们赢得了完全而荣
耀的胜利。求祢藉圣灵来坚固和复兴我们，这样我们就可
以为袮的荣耀和威名专注、得胜、有力地生活。我们奉主
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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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欣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
归于我们身上，愿
袮坚立我们手所做
的工；我们手所做
的工，愿袮坚立！

- 诗篇90：17和合本

天父，感谢袮对我们的大爱。感谢袮，袮的恩惠永无止境，袮渴
望将袮多方面的祝福慷慨地赐给我们。尽管我们任性，但我们感
恩袮总是将我们领回到袮身边并用袮的盾牌来保护我们。我们心
中的渴望是单单以袮为乐，并在生命中的每一天都行在袮的祝福
和美善中。愿袮的脸光照我们，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使我们可
以在我们这一代完成袮的目的，建立袮的荣耀和威名。赐我们一
颗智慧的心，用袮圣灵的力量使我们刚强。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阿们。

敬拜 和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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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开始诗歌：

我的灵赞美袮
1 太阳升起，新的一天来临

又是时候，唱祢的歌
不管发生过什么
不管接下來如何
让我在黃昏前，在赞美神

2 祢充滿爱，又不輕易发怒
祢名伟大，心和意善良
因祢的美善，我愿继续歌唱
一万個理由，也解釋不完

3 直到那天，我的精力衰退
接近終點，时间不多了
我依然赞美，歌声不间断
一万年後，再唱個一万年

副歌：
我的灵赞美祢
灵，魂和我
赞美祢的圣名
像第一次开口
灵，魂，我
要赞美祢的圣名

链接 https://youtu.be/V4sQqMDHD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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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求

这是祈求、寻找，和叩门的时候。

为人代求

""

请参考以下建议的祷告事项，并停顿片刻，用你自
己真诚和简单的话语来祷告。 在我们个人和群体追

求上帝的过程中，使用本祷告指南来寻求进一步的
建立和深化我们的祷告生活。

你可以为当中一部分或全部祷告事项来祷告，你也
可以添加或以不同的词汇来祷告。

仅供私人传阅



宣告基督已经胜过
黑暗
• 奉耶稣大能的名洁净属灵
的氛围。

• 奉祂的名和权柄，宣告得
胜所有政治阴谋、自私的

野心，贪腐的行径，使它

们被揭露、清除，以及阻

止继续的腐败。

• 根除已经深植腐败的政治，
公共和经济体系。祷告已

经被揭露的贪腐事件能够

快速并透彻的被调查，使

正义和真理得彰显。

公义的法律系统
• 维护法官的公正、公平、
坚定、勇敢、聪慧和公

义。

• 击败刻意的诡计和阴谋
来滥用或推迟贪腐诉讼；

操纵司法审判，特别是

面对贪污诉讼的政治人

物。

• 处理和改革不良的法律
和法案。

• 从司法系统中消除腐败：
包括执法、法院和惩戒。

可胜任的政府
• 求上帝掌管可能引发第
十五届全国大选的柔佛

州选举。祷告正直的候

选人被选上，和平掌权。

• 愿上帝的旨意和祂国度
的目的掌控这个政府，

任命谦逊、有能力和称

职的部长，缩减臃肿的

内阁并实行节俭开支。

• 委任优秀能干的公务员，
为国家和人民尽心尽力。

重塑教育系统
• 彻底改革政府学校在倒退
中微妙的的宗教和意识形

态的规划。

• 改进并重新关注教学课程
中的良好政策和建设性的

议程，使年轻人能够通过

教育取得成功 。

• 更多合格的人献身成为教

育者，为国家建设培育出

熟练及合一的下一代。

• 公平公正地根据资格、天

赋和能力，而不是根据种

族和宗教来选择教师。

"#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
平安无事地度日。 这是好的，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祂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因为只有一位上
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提摩太前书2:1-5 和合本

1. 医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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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求上帝来终结导
致大规模森林砍伐和
糟糕的城市规划的腐
败和贪婪。

恢复对上帝创造的
管理 为伸出援手的马来西亚

人民献上感恩。为安全
有效的恢复和重建工作
祷告。袭击我国的水灾
已造成马币53至65亿令
吉的损失。

水灾后的恢复和重建

我们感谢上帝，合约
医生已经可以申请专
科训练。继续祷告合
约医生能够得到合理
和公正的对待。

卫生系统改革

2. 修复和重建

仅供私人传阅 "'

祷告当局保持警惕来
应对奥米克戎变异毒
株。祷告公众能够尽
他们的责任避免病毒
传播蔓延。祷告疫情
早日结束。

新冠肺炎疫情



祷告我们的银行体系
保持稳健。因为休闲
和酒店等行业被疫情
严重创伤并可能影响
银行的资产素质。

增强银行业

144 位国家运动员，
包括那些曾经为马来
西亚在世界级比赛中
创造历史的运动员。
国家体育委会（NSC）
因缺乏资金而开除他
们。

帮辅国家运动员

从2月1日起上调 3.7
仙/千瓦的商业/工业
用户的电价将重击那
些尚在努力站起来还
清债务的企业经营者。
为企业的复苏、得到
支持和力量来祷告。

辛苦挣扎的企业经
营者

3. 金融界的改革

"(

停滞的薪酬跟不上通
膨和日常必需品的物
价上涨，使人民的生
活陷入水深火热中并
且对政府日渐不满。

应对生活费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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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复兴教会

我们在灵里合一和
彼此真诚相爱，成
为“耶稣基督的盐
和光“。我们凭信
心迈出去服务我们
的邻舍和受逼迫的
教会。

有智慧作好准备面
对疫情所带来的新
挑战以及在急速上
升中的社会和自然
灾害事件。

“所以要恳切祈求
庄稼的主打发工人
去收割他的庄稼。”
-马太福音 9:38和合
本。
祷告上帝兴起工人
前往收割。

“因为我的殿必称
为万民祷告的殿。”
-以赛亚书 56:7和合
本

为教会祷告聚会的
复兴来祷告。

..“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的坛
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以赛亚书 56:7 和合本

")

盐和光 预备面对挑战 收割的工人 祷告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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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接触迷失的人

为5个朋友，家人，
和同事信靠基督来
祷告。每日为他们
祈求。刻意的建立
真挚的友谊并且忠
心的为他们的救恩，
全家归主来祷告。

祷告上帝赐给我们契
机和与人相遇的机会
来建立友谊、行善、
分享福音并在这个农
历新年中从主的手中
得到医治。

爱人和为他们的灵
魂担忧并不是我们
本性中自然拥有的。
求主赐我们一颗改
变的心，如同耶稣
一样爱迷失的人。

直到耶稣再来，让
我们能够坚持和有
勇气忠心宣扬福音，
使万民作主门徒。
祷告期待上帝成就
超乎人所能想像的
事。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祂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
愿人人都悔改。” – 彼得后书3:9 和合本

"$

为5人祷告 上帝赐下契机 像耶稣一样爱人 未完成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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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失踪的牧者- 许景城牧师 Raymond Koh,、约书
亚 . 西而米Joshua Hilmy 路德.斯特普Ruth
Sitepu，并社运人士 Amri Che Mat,祷告，希望
他们能被找到，公义被维护。祷告他们的律师团
队坚韧和有智慧，坚持为他们的家人寻找真相 ，
即使在2022年 1月 20日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
（SUHAKAM）已经召开听证会之后。

为所有施行宗教制裁的国家祷告有宗教自由。为
那些因为没有随从国家宗教而受到逼迫的人祷告，
特别是相信耶稣的人。祈求上帝赐忍耐和力量给
那些因为信靠基督被囚和受到逼迫的人。祈求上
帝的大能干预，感动“扫罗”的心使成为“保罗。

6. 受逼迫的教会

Joshua & Ruth Raymond Amri

"*

宗教自由

失踪的牧者和社运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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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为病患、难民、家人，自己祷告

祈求上帝按祂的仁慈赐
给病患力量去面对试炼，
并且赐恩典完全的修复
和医治。为照顾者的爱
心，耐心和力量来祷告。

医治病患

让我们成为上帝施怜
悯和仁慈的手。祷告
他们拥有一个良好并
安全的的住处，使他
们能够重建生活。祷
告散居各处的外来者
能够认识救主。

难民

在农历新年团圆相聚
时，为每一个家人受
保护和安康祷告。祷
告那些返回家乡的人
旅程平安。

保护家人
祈求上帝使我们能
够尽心、尽性、尽
意，尽力的爱祂，
并且爱我们的邻舍
如同自己。祷告我
们刻意的跟随并且
为耶稣而活。

自己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 马太福音 25:40 和合本

"&仅供私人传阅



自发性的祷告

加添你的祷告
敞开你的心，让圣灵引导你为其他祂定
意给予你的事情来祷告，也为我们的国
家和你心里所牵挂的事情来祷告。

"%仅供私人传阅



降服

在我们结束这个代祷时段时，
我们将所祈求的事全然降服在
我们的天父旨意之下，无论祂
把我们放在何处，我们都会因
为将祝福带给人而得福。

#!仅供私人传阅



结束祷告

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祢的名为圣。

愿祢的国降临。

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陷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祢的，

直到永远。阿们。

- 马太福音 6:9-13 和合本修订版

让我们宣告祂的国度降临

#"仅供私人传阅



建议结束诗歌：

我心献曲
当如何訴說，祢為我成就的事情?
我何等不配，但祢卻用爱向我显明;
虽然有千万天使歌頌,
仍難表达我的感恩.
我今愿意將一切所有的，完全都归於祢.
荣耀归於真神 3x
因祂成就大事.

祂流血救我性命，祂能力使我复兴;
荣耀归於真神，因祂成就大事.
愿我活著生命，讨主的喜悅,
听主令，一切荣耀和赞美,
都归於加略山頂.

祂流血救我性命，祂能力使我复兴,
荣耀归於真神，因祂成就大事.

链接: https://youtu.be/Cu6BkI1Mo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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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默

刻意停顿片刻，
深呼吸，感谢上帝的同在，
将你的祷告全然交托给祂。

#'仅供私人传阅



背景和资讯

请自由的照你所需要

的使用这个祷告指南。

我们提供英语、国语

和华语版本。

伸缩性的祷告
指南

这个祷告指南被马来西

亚祷告联会的会员网络

使用。

供马来西亚祷
告联会使用

如果你想定阅这个每周祷告

指南或有见证要分享，请写

简讯给：

support@247prayerasia.com  

订阅

电子邮件:support@247prayerasia.com
祈祷室的预订:

Petaling Jaya - Terry Law 
terry.law@247prayerasia.com
Putrajaya - Josie Paul 
josie.paul@247prayerasia.com

接洽我们

这个指南是在2020年3月18日伴随着因新冠肺炎疫情启动的行动管制令而诞生。今天，这指南旨在鼓励和帮助个人、家庭
和教会在这前所未有的时代 ，坚持的祷告上帝的国降临，和上帝的旨意成就。在2022年，我们希望启用这个新的格式能
够更贴切的帮助教会在实体或线上的工作。

仅供私人传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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