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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如何使⽤此祷告指南

仅供私⼈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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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仅供私⼈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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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供私⼈传阅



腓⼒⽐书 2:15  
"使你们⽆可指摘，诚实⽆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主上帝⽆瑕疵的⼉⼥。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和合本

05 

本周经⽂

仅供私⼈传阅



腓⼒⽐书 2: 
12b -16 

"...就当恐惧战兢，作成你们得救的⼯夫；因为你们⽴志⾏事，都是上帝在你们⼼⾥运⾏，为要成就祂的美意。凡所⾏的，都不要发怨⾔、起争论，使你们⽆可指摘，诚实⽆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上帝⽆瑕疵的⼉⼥。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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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如天上的明光照耀

聆听上帝的话

仅供私⼈传阅



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志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活，使我们如天上的星⾠⼀样被安置在天空发出光芒，照亮这幽暗的世界。确切的知道上帝正在我们⾥⾯动⼯，好使我们有意志⼒和动⼒来完成祂美好的使命。虽然魔⻤恶谋加害于我们，然而，当我们服从使徒保罗所教导的原则——以⽆可指摘和纯洁的⼼态过⽣活、凡事不争执或埋怨、以上帝⼉⼥的⾝份活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时——上帝会扭转⼀切为我们带来益处。 所以，让我们坚定的为我们的救恩勤奋的追求效法基督，以致于我们愿意向⾃⼰死，向基督活的决⼼能充分表现出基督的美善和馨⾹之⽓。
07 

如天上的明光照耀

仅供私⼈传阅



我们在天上的⽗，我们承认我们没有下定决⼼完全为基督而活，我们缺乏持久不变的意念、精⼒和决⼼。我们常常是为了给世界观看才作某些事情而不是单纯的为了祢 。我们独处时把时间浪费在⽆谓的追求和满⾜⾁体的私欲上。我们争执、发怨⾔和争竞，我们的⼼远离了祢。 主啊，饶恕我们。求祢以祢的慈爱和怜悯来转化我们，以圣灵的⼤能赐我们能⼒，让我们⽆瑕疵和圣洁并且像空中的星⾠⼀样为祢发光。奉耶稣的名求，阿⻔。
08 仅供私⼈传阅

⼀个悔改的祷告
我们若认⾃⼰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切的不义
约翰壹书1:9 和合本



我们在天上的⽗，我们何等的爱和颂赞祢，因为祢以美善和信实对待祢的⼉⼥们。 我们感谢祢没有抛弃我们成为孤⼉，而是在圣灵的⼤能中临格在我们当中，来转化、刚强我们，使我们活出⽆可指摘和圣洁的⽣活。我们的和平之⼦和世界的光，当我们极⼒过着有志向和⽆可指摘的⽣活、如同祢的小亮光照亮这个世界时，愿我们彰显基督并且荣耀祢的圣名。阿⻔。
9 仅供私⼈传阅

所以上帝将祂升为⾄⾼，⼜赐给祂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不屈膝，⽆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上帝。

欢欣
敬拜和感恩

腓利⽐书 2:9-11 和合本



我献上⼀颗敬拜的⼼指的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祢直到祢再来那⼀天
⽆论要付什么代价祢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我⼼灵主祢就悦纳⽆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祢我会真诚发⾃我内⼼
⼼与⼼，⼼与⼼深渊与深渊响应被⽕炼，被洁净按祢所是的敬拜祢

敬拜的⼼

https://youtu.be/NxHX_1OUzZo

10 仅供私⼈传阅

建议开始诗歌



11 仅供私⼈传阅

代求
这是祈求、寻找，和叩⻔的时候。
为⼈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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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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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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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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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国家从被⼀⻢公司

(1MDB)掠夺的国际耻辱中恢复过来。

公义的法律系统
• 为最近法庭公正和仁义的判决来感恩。继续为维护法官的公正、公平、坚定、勇敢、聪慧和公义来祷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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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司法系统的3个主要部⻔中根除腐败：包括警队、惩戒（监狱和改造）和法院。

可胜任的政府
• 愿上帝的旨意和祂国度的⽬的掌控这个政府。任命谦逊、有能⼒和称职的部⻓。
• 缩减臃肿的内阁并实⾏节俭开⽀。
• 委任优秀能⼲的公务员，为国家和⼈⺠尽⼼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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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塑教育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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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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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各族年轻⼈都能够通过教育取得成功 。

1. 医治国家



奥⽶克戎疫情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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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谢上帝奥⽶克戎新冠疫情或许已经达顶。但是在4⽉1⽇过后，210万位还没有接种加强剂的⻢来西亚⼈将失去完成疫苗接种的地位。祷告⻢来西亚在4⽉1⽇开放边境时，⼈⺠会保持警惕并遵守安全距离（ SOP）。

仅供私⼈传阅

袭击我国的⼤⽔灾造成
61 亿令吉的损失。从三⽉中旬到五⽉中旬的季候⻛转变过渡时期，祷告住在低洼地带和河边的⼈们保持警惕，祷告有关部⻔能够采取适当的缓解措施。

2.修复和重建

季候⻛过渡期 ⾯对⽣活成本上升因着⽯油价格上升，⽇常必需品和其它货物和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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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复苏缓慢预计业务的复苏将会是缓慢和艰难的。为商业氛围得到改善和恢复来祷告。为失去⼯作和⽣意的⼈祷告，让他们能够找到有报酬的⼯作。祷告他们有⼒量迎接挑战，尤其是那些背负着不断增加的债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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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霸凌、欺诈、偷盗，以及邮件欺骗案在2021年以双倍增加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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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ejahte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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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供私⼈传阅

3. 国家安全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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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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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的安全沙巴的安全护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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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太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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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有⾜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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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的殿。 ” -以赛亚书 56:7。 为各教会祷告会的复兴来祷告。 祷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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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的殿必称为万⺠祷告的殿。 ”   ‒ 以赛亚书 56:7 和合本

仅供私⼈传阅 15 

直到耶稣再来，让我们能够坚持和有勇⽓忠⼼的宣扬福⾳,使万⺠作主⻔徒。让上帝成全祂救赎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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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供私⼈传阅 16 

祈求从上帝的恩⼿中得医治。求上帝在祂的怜悯下赐他们⼒量⾯对试练，有恩典完全的康复，特别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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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为移⺠⼯⼈和难⺠家庭祷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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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他们在⻢来西亚遇⻅基督。

移⺠⼯⼈和难⺠



17 仅供私⼈传阅

6. 家庭⽣活

祷告婚姻和谐、互相顺服、丈夫对妻⼦表⽰理解和尊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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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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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如祂使⽤慕迪 D.L. Moody
– 完全降服、成为⼀个祷告的⼈、有深度并且会实践的圣经学者、谦卑、不贪恋钱财；为迷失的⼈⼼存激情，并有从天上来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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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家庭成为传福⾳的前站和祷告的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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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罗秀凤(Loh Siew Hong)， ⼀位为了她3个孩⼦的宗教⾃由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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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各造公开的从宗教, 政治甚⾄⼈体伤害的威胁。祷告上帝保护并赐给她智慧。

受逼迫的教会 -宗教⾃由

18 

中国的监控系统是全世界最压制和尖端的. 教会的出席率被严格监视, 并且许多的教会被关闭. 线上的宗教聚会和聚会, 和圣经的应⽤程序⾃2022年3⽉1⽇起便被严禁.祷告基督徒能忍耐, 刚强
有力量并且为基督坚定稳立
.

受逼迫的教会 — 中国

仅供私⼈传阅

7. 全球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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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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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福⾳ 25：40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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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为双边的教会在这⿊暗时期有坚定的信⼼和满有⽣命⼒来祷告，为⼈⺠带来实际和属天的盼望.

为乌克兰祷告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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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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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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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福⾳ 6:9-13 和合本修订版



https://youtu.be/fE0pVMc5kQQ

建议结束诗歌：

全然向祢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全然向祢当圣灵的恩膏满溢我的灵不再封闭赞美的清泉如春⾬沐浴我⼼中的喜乐川流不息赞美的⾳符如雪花飘逸⼼中的暖流冉冉升起
我要开口向祢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
我要欣然向祢献上⾃⼰⼀⽣⼀世献上⾃⼰⼀⽣⼀世脚步不离

22 仅供私⼈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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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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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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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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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