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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祷告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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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藉着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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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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书3:10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祂复活的⼤能，并且晓得和祂⼀同受苦，效法祂的死..."

本周经⽂

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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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书3:7-11 
7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8不但如此 ，我也
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宝。我为祂已经丢弃万事，看
作粪⼟，为要得着基督，9 并且得以在祂⾥⾯，不是有⾃⼰因律法而得的义，乃
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10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祂复活的⼤
能，并且晓得和祂⼀同受苦，效法祂的死, 11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复活。

聆听上帝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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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因信基督而称义



使徒保罗对他所培植，忠诚的腓⽴⽐教会有很深厚的感情。在他写给他们的信中，他的焦点在于，没有如何事物⽐得上耶稣基督的荣耀和在祂⾥⾯的丰盛。 保罗赞叹主耶稣的谦卑：祂的⼀⽣、死亡和复活。他倾诉⾃⼰的⽬标 — 就是认识祂的尊荣。在初期教会，⼀个⼈会因为口称耶稣，而不是凯撒为主而被杀。 即便在⼆千年后的今天，基督徒的处境并没有多⼤改变。如今，我们的主命令我们这些平凡的⼈，使⽤⾄⾼者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和君王的福⾳来颠覆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让基督居⾸位。在这个棕枝主⽇，让你的 “和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充满真诚。 注⽬⼗字架，让耶稣的死成为你如何看待未来的考验。效法那些配得的基督徒领袖并且坚定稳⽴。愿你的信⼼旅程引领你和祂更加密切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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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认识祂...



⼀个悔罪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原谅我们总是寻找新事物来尝试“更新” ⾃⼰和教会，其实，我们只需要加强 “旧有的事”（腓⽴⽐书3：1），那就是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且学习祂的榜样。请祢原谅我们像约翰福⾳12：13当中所描述棕枝节的群众⼀样懈怠、不冷不热和思想浅薄。哦主，求祢以圣灵的⼤能来复兴我们，如同祢在⼤斎节期间引领我们⼀样。当我们再次在这个圣周来反思祢爱⼦所受的苦楚和祢在复活节⼤爱中的胜利时， 让我们的爱重新被点燃，使我们全然舍⼰为祢而活。 求祢接纳我们重新摆上的⽣命：预备为基督的缘故失去⼀切、更加亲密的认识祂、活出福⾳的真谛并且勇敢的传扬⾄⾼者主基督的福⾳。奉耶稣奇妙的圣名祷告，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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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以上帝将祂升为⾄⾼，⼜赐给祂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10 叫⼀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不屈膝, 11 ⽆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上帝。

欢欣
哦主，我们的上帝，我们选择⽤钢琴、吉打和我们的歌声来颂赞祢的信实，哦，⾄圣者啊，我们颂赞并真诚的献上和撒那给祢，因为祢的慈爱⽐⽣命更好。我们的嘴唇要喜乐欢呼，因为我们是被赎的⼦⺠。我们因主耶稣基督的宝⾎被称为义。愿万膝跪拜，万口承认祂是主。让我们每⼀天⼀直到整个星期都将赞美归于祢，因为祢是我们的救赎、避难所和营垒。阿⻔。

敬拜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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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书 2:9-11 和合本



我看见荣耀君王，驾着云彩而降临
全地震动，全地震动
主祢用慈爱怜悯，将我罪完全洗净
万民歌唱，万民歌唱

和撒那，和撒那 ，和撒那归至高神（2X）

我看见全新世代，兴起要得着这地
放下自己， 放下自己
我看见复兴来临，全因祷告寻求祢
我们屈膝， 我们屈膝

求医治洗净我心，开启我双眼看见祢心意
教我如何能爱祢的百姓
我要能触摸祢心，我所作一切全为祢旨意
一生追求祢直到天地废去

建议开始诗歌和撒那

关联: https://youtu.be/oAaQ5EEXi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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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求
这是祈求、寻找，和叩⻔的时候。
为⼈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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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考以下建议的祷告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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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上帝的过程中，使⽤本祷告指南来寻求进⼀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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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告耶稣已经胜过⿊暗
• 奉耶稣大能的名洁净属灵氛
围.奉祂的名和权柄,宣告得
胜所有政治阴谋,自私的野心
和贪腐的行径,使它们被揭露

,清除,以及阻止继续腐败下
去.

• 铲除根深蒂固腐败的政治,公
共和经济体系.祷告已经被揭

露的高官贪腐事件能够快速
并透彻的被调查,使公义,正
义和真理得彰显.

• 上帝的心意和祂国度的旨意

来掌权. 
• 使国家从被一马公司(1MDB)
掠夺的国际耻辱中恢复过来.

根除贪污
• 祷告上帝推翻提前解散国
会的阴谋.这将导致“第15
届大选”在2023年5月前召
开,这样,一些政治人物就

能逃脱公平审讯.
• 祷告面对贪污诉讼的政治
人物不得缓诉.击败刻意的
诡计和阴谋被滥用或推迟

贪腐诉讼和操纵司法审判.
• 为法官的人身安全祷告。
祷告他们的廉正,勇气和智
慧不被撼动.

• 从司法系统的3个主要部门
中根除腐败:包括警队,惩
戒（监狱和改造）和法院.

可胜任的政府
• 现在正是各政党选下一届

领袖的季节，祷告兴起新

一代能干又真心为人民造

福的从政者。

• 祷告在全世界面对动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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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革公共领域的种族观念

，重新塑造国家成为经济

和社权平等的地方。

1. 医治国家
重塑教育系统
• 祷告UITM这公立大学能够恢
复为B40群体提供教育的初
衷.不只是为马来民族,而是
为所有民族和宗教的贫穷和
弱势群体.

• 过去2年,因冠病致使学校停
课产生了“迷惘一代”的学
子.许多负担不起虚拟学习
费用的学生辍学了.祷告这
一个“教育紧急事件”,贫
富和城乡之间的数码鸿沟迅
速得到解决.

• 改进并重新关注教学课程中
的良好政策和建设性的议程
，使各族年轻人都能够通过
教育取得成功.

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

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耶利米书 29:7, 11-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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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戎患者上升
祷告国会议员们积极参与国会会议。在222位议员中，30位 (13.5%)的缺席记录⾼过 50%。祷告被⼈⺠选中的代议⼠都能够勤奋守信为⺠服务。感谢上帝有MyMP 的志愿者追踪他们的表现。

2.修复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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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境开放和放宽个⼈安全距离守则（SOP）使新冠肺炎疫情⼜⼀次攀升。祷告⼈⺠在BA2毒株的威胁下能继续维持警惕并严格遵守SOP。斋戒⽉期间，祷告⼈⺠保持的安全，不在集市聚众或群聚。

缺席会议的议员 ⾯对⽣活成本上升
因着⽯油价格上升，⽇常必需品、其它货物和服务，如医药和运输业的价格也持续攀升。这导致⼈⺠⽣活越发艰难。 祷告⼈⺠有智慧的管理他们的退休储蓄。祷告政府为⼈⺠提供保护⽹。

中央银⾏报导，在贷款援助计划下，中小企业（SME）的贷款佔了总贷款的95%。各类企业的复苏不平衡，特别是建筑业、地产、矿业和采⽯场。祷告祈求复苏。

企业复苏缓慢



3. 国家安全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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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我们的⻝物链受到保护，不会断链，不然，这将在各经济层⾯引起巨⼤的结构性的隐忧。近期⽯油价格的攀升和俄罗斯⼊侵乌克兰使情况更为复杂化。联合国警告说，俄罗斯⼊侵乌克兰可能引发全球饥荒，因为莫斯科的⿊海被封锁已经扰乱并延迟了关键性的粮⻝出口。

⻝物安全⽹上霸凌,欺诈,偷盗,以及邮件欺骗案在 2021年以双倍数增加到2万宗,损失⾼达 5.6亿令吉. 在2022年2⽉共有 3,273宗案例,损失⾼达1.14亿令吉. 祷告近期令⼈担忧的 My
Sejahtera 个⼈质料被盗取事件被严肃看待. 祷告⽹络安全得到提升。

⽹络安全沙巴的安全为沙巴东部沿海边界得到保护来祷告，不会因为领⼟问题未得到解决而被武装分⼦袭击。祷告政府成功推翻苏禄苏丹的后代近期对沙巴所提出⾼达620亿令吉的仲裁索赔案。

政治稳定在过去的2年⾥,⻢来西亚已经换过3位⾸相,这局势向外国投资者和商界发出危险信号。疫情所造成的贫困更是雪上加霜的使我国从冠病的经济复苏中产⽣不利的影响。统治者已经介⼊来稳定和填补政治空缺，但这使根据联邦宪法的治理被复杂化。祈求上帝对这个国家有恩典和怜悯，以防⽌进⼀步的不稳定和潜在的分裂.



“所以要恳切祈求
庄稼的主打发工人
去收割祂的庄稼.
”-马太福音9:38
祷告上帝兴起工人
前去收庄稼。让每
一个教会都成为差
传的教会。

4. 复兴教会

祷告我们在灵里合
一和彼此真诚相爱
，成为“耶稣基督
的盐和光”。我们
凭信心迈开脚步来
服务我们的邻舍和
受逼迫的教会。

盐和光
祷告有智慧作好准
备面对疫情所带来
的新挑战以及在急
速上升中的社会分
裂和自然灾害事件
。 祷告有智慧应
用科技和媒体来推
广上帝的国度。

预备⾯对挑战 收割的⼯⼈
“因为我的殿必称
为万民祷告的殿.
”- 以赛亚书56:7
为各教会祷告会的
复兴来祷告. 祷告
马来西亚的教会成
为万国祷告的殿。

祷告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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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民祷

告的殿。 ” – 以赛亚书 56:7 和合本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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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耶稣再来, 让
我们能够坚持和有
勇气, 忠心的宣扬
福音, 使万民作主
门徒. 让上帝成就
祂救赎的使命.

未得之⺠



5. 接触迷失的、患病的和被边缘化的⼈

为5个朋友, 家人,和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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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5⼈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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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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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赐下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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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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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求上帝的恩手来医
治.求上帝在祂的怜悯
中赐他们力量面对试
练, 有恩典完全康复,
特别是长期遭受新冠
症状困扰的人们.为受
到心理健康挑战的人
代求.

医治病患
但愿主破碎我们的心
,能够为移民工人和
难民家庭祷告,并且
以实际的行动来干预
,为他们争取得到公
平和人道的对待.祷
告他们在马来西亚遇
见基督.

移⺠⼯⼈和难⺠



6. 家庭⽣活

祷告婚姻和谐、互相顺服、丈夫对妻⼦理解和尊重，因为他们都是上帝⽣命恩典的继承者, “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彼得前书 3:7

夫妻 以提摩太后书 2:22为⻘少年祷告 ,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同那清⼼祷告主的⼈追求公义, 信德,仁爱,和平."

⻘少年 祷告上帝的⼤能保护孩⼦们。祷告他们在信⼼和智慧上都能础壮成⻓。以路加福⾳
2:52为他们祷告,“耶稣的智慧和⾝量，并上帝和⼈喜爱祂的⼼，都⼀⻬成⻓。”

孩童 愿上帝使⽤我们，如同祂使⽤慕迪 D.L.
Moody – 完全降服,成为⼀个祷告的⼈,有深度且实践的圣经学者,谦卑,不贪恋钱财;为迷失的⼈⼼存激情,并有从天上来的能⼒.

⾃⼰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 约书亚记 24:15 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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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家庭成为传福⾳的前站和祷告的据点.以歌罗西书1:9-12祷告
,“好叫我们⾏事为⼈对得起主，凡事蒙祂喜悦，在⼀切善事上结果⼦,渐渐地多知道上帝.”

家庭



7. 全球和本地隐患

就像印度⼀样，由于缅甸的宗教⺠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督徒也遭受佛教极端分⼦和政府的迫害.为2021年2⽉军事政变后，信徒的忠⼼和忍耐来祷告。祷告该国能和平解决和结束持续的内战。求神兴起当地祷告的教会。

为缅甸祷告 为罗秀凤(Loh Siew Hong),⼀位为3个孩⼦的宗教⾃由奋⽃的兴都教徒来祷告,他们被她施虐的前夫单⽅⾯改教⼊了伊斯兰教.当她极⼒透过法律途径废除孩⼦们的改教时,她⾯对各造公开从宗教,政治甚⾄⼈体伤害的威胁.祷告上帝保护并赐智慧给她.

受逼迫的教会 -宗教⾃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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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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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乌克兰的和平祷告。祈求我们的和平之⼦来促使俄罗斯停⽌杀害，偷盗和毁坏乌克兰的主要城市。祷告上帝来保护领袖和政府不被邪恶的计谋所伤害。为双边的教会在这⿊暗时期有坚定的信⼼和⽣命⼒来祷告，为⼈⺠带来实际和属天的盼望。

为乌克兰祷告
在各少数族群中的基督
徒被特别强烈的压迫和
暴力对待。为那些因基
督的缘故失去家人和家
园的人祷告。祷告国家
政府保护所有人民的安
全和权力，地方政府停
止逼迫那些跟随耶稣的
族群。

受逼迫的教会 - 越南



⾃发性的祷告

增添你个⼈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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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供私⼈传阅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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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供私⼈传阅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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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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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宣告祂的国度降临

只供私⼈传阅 21 

⻢太福⾳ 6:9-13 和合本修订版



关联: https://youtu.be/hoV4koFy-Is 

建议结束诗歌

在祢同在里
在祢同在里，在祢同在里
向祢倾心 祢听我的声音
与祢亲近无比
在祢同在里，在祢同在里
医治涌流，有爱无止尽
我俯伏敬拜祢

打开双手领受，倾倒我的敬拜
生命每个片段祢都看顾
每滴眼泪祢看如珍珠
打开双手领受，倾倒我的敬拜
在荣耀云彩中与祢相遇
俯伏敬拜祢 （3X）

在祢同在里，纵然暴风未停息
在祢光中，有祢同在安息
喔耶稣，我爱祢

只供私⼈传阅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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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供私⼈传阅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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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祷告指南被⻢来西 亚祷告联会的会员⽹络 使⽤。

供⻢来西亚
祷告联会使用

如果你想定阅这个每周祷告 指南或有⻅证要分享，请写 简讯给：support@247prayerasia.com

订阅
电⼦邮件地址: support@247prayerasia.com预约祈祷室:
Petaling Jaya (⼋打灵再也) - Terry Law terry.law@247prayerasia.com
Putrajaya (普特拉贾亚) - Josie Paul josie.paul@247prayerasia.com

接洽我们

这个祷告指南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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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贴切的帮助教会在实体或线上的工作。

仅供私⼈传阅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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ĸľNHUDQD� UXPDK�.X
DNDQ�GLVHEXW�UXPDK�GRD
EDJL� VHJDOD� EDQJVD�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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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8�<$1*�6(6$7�
6$.,7��'$1�',3,1**,5.$1

�7XKDQ�EXNDQQ\D�OHQJDK�PHQHSDWL�MDQML��VHSHUWL�VDQJNDDQ�VHVHWHQJDK�RUDQJ��WHWDSL�DPDW�EHUVDEDU�GHQJDQ�NLWD�
NHUDQD�'LD�WLGDN�PDKX�VHRUDQJ�SXQ�ELQDVD�GDQ�'LD�LQJLQ�VHPXDQ\D�EHUWDXEDW�����

'2$�8178.��� &$03857$1*$1
78+$1

3(1<(0%8+$1��%$*,
0(5(.$�<$1*�6$.,7

3(1'$7$1*�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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ĸGRDPX� NHSDGD� $OODK
WLGDN�DNDQ� WHUKDODQJ���

3(5.$+:,1$1

�VLQJNLUNDQ� KDZD� QDIVX
PXGD�� %HUXVDKD
PHQJDPDONDQ
SHUEHQDUDQ�� LPDQ�� NDVLK
GDQ� NHVHMDKWHUDDQ
EHUVDPD� PHUHND� \DQJ
PHQ\HUX� 7XKDQ� GHQJDQ
KDWL�\DQJ�VXFL���

.$80�%(/,$�	
'(:$6$�08'$

�<HVXV
VHPDNLQ� PHPEHVDU� GDQ
ELMDNVDQD�� 'LD� GLUHGDL
$OODK�GDQ�PDQXVLD��

.$1$.�.$1$. ',5,�6(1',5,

ĸNLWD
OD\DN�GLWHULPD�7XKDQ�GDQ
PHQ\HQDQJNDQ� KDWL�1\D
GDUL� VHPXD� KDO�� EHUKDVLO
PHODOXL� SHUEXDWDQ� EDLN
GDQ� PDWDQJ� GDODP� KDO�
HKZDO�URKDQL��

580$+7$1**$

���.(+,'83$1�.(/8$5*$
ĸ7HWDSL�NDPL��LDLWX�DNX�GDQ�NHOXDUJDNX��DNDQ�EHULEDGDW�NHSDGD�7XKDQ���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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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5DMD�DNDQ�PHQMDZDE��
6HVXQJJXKQ\D��$NX�EHUNDWD�NHSDGDPX��DSDELOD�NDPX�PHODNXNDQQ\D�NHSDGD�\DQJ�SDOLQJ
NHFLO�DQWDUD�VDXGDUD�.X�LQL��HUWLQ\D�NDPX�PHODNXNDQQ\D�NHSDGD�.X�
���� �$9%�

'2$.$1��0<$10$5 *(5(-$�<$1*�7(5$1,$<$��
.(%(%$6$1�%(5$*$0$

'2$.$1�8.5$,1( *(5(-$� <$1*
7(5$1,$<$����9,(71$0

3XDQ� /RK� 6LHZ� +RQ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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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3217$1

7DPEDKODK
GRD�VHQGL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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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8783
0DUL�NLWD�PHQ\DWDNDQ�NHGDWDQJDQ�.HUDMDDQ�1\D
'2$�%$3$�.$0,

$0,1�

0DWLXV��������$9%



6XQJJXK�KHUDQ�GDQ�DMDLEODK�� 
.X�GLVHODPDWNDQ�1\D�
6XQJJXK�KHUDQ�GDQ�DMDLEODK�� 
.X�GLVHODPDWNDQ�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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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DQJDQ�/DJX�3HQXWXS

68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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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1�+$7,
'$/$0�78+$1



/$7$5�%(/$.$1*�	�0$./80$7

3DQGXDQ�'RD
<DQJ�%ROHK
'LVHVXDLNDQ

'LJXQD�SDNDL
ROHK�3UD\HU
8QLWHG�

8QWXN�0HODQJJDQ
(PHO��

%LOLN�'RD�%RLOHU�

+XEXQJL�.DPL

3DQGXDQ�GRD�LQL�GLODKLUNDQ�VHEDJDL�WHPDQ�DSDELOD�VHNDWDQ�SDQGHPLN�EHUPXOD�SDGD����0DF�������+DUL�LQL��SDQGXDQ�GRD�LQL�WHODK�GLJXQDNDQ�VHFDUD
LQGLYLGX��NHOXDUJD�GDQ�JHUHMD�MXJD��XQWXN�PHQJJDODNNDQ�GDQ�PHPEHUNDWL�VXSD\D�NLWD�WHUXV�EHUGRD�DJDU�NHUDMDDQ�7XKDQ�GDWDQJ�GDQ�NHKHQGDN
7XKDQ�GLODNVDQDNDQ�SDGD�VDDW�VDDW�\DQJ�WLGDN�WHUWHQWX�LQL��3DGD�WDKXQ�������NDPL�WHODK�PHPXODNDQ�IRUPDW�EDKDUX�LQL�\DQJ�NDPL�KDUDS�DNDQ
PHPEROHKNDQ�NDOLDQ�PHQJJXQDNDQ�VXPEHU�LQL�GL�JHUHMD�VHFDUD�EHUVHPXND�DWDX�GDODP�WDOL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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