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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有祷告禁食日? 
 
想象一下，你要和儿女分开，直至将来在天家才与他们重聚，什么是你要对他们说最重要的

话？ 
 
当耶稣被钉十架后升天之前，也是处于同样的局面。从祂对门徒说的最后一句话中，可以看

到祂心中的负担是什么？当我们阅读祂在约翰福音 15-17 章中的最后祷告和劝勉时，我们会

发现祂在重复着主题：合一，爱和借着祷告寻求上帝。耶稣渴望祂的早期教会能够在目的、

合一和使命上团结一致。现今世上，无论是国家或是教会，都出现分化的情况，我们更需要

听从耶稣的劝勉，寻求圣灵，并为使命一起作工。对人来说，这似乎是不可能且令人却步的

任务，但亦是这个原因，我们需要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来祷告，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带来叫人同

心合意的神迹。 
 
我们邀请你「进你的内屋」祷告，我们邀请你与当地教会的家庭一起祷告，我们更邀请你参

加全球复兴与改革倡议的祷告和禁食。也许你不会选择完全禁食，也许你只在甜点上禁食或

在使用社交媒体上节制，或者暂时吃一些以植物为主的食物。 
 
「从今以后直到末时结束之日，上帝的子民应当更迫切及有更大的醒悟，不再依靠自己的聪

明，而是依靠他们大元帅的智慧。他们应当划出时日来禁食祷告。」（怀爱伦，评阅宣报，

1904 年 2 月 11 日）。 
 
当你更加专注于祷告时，上帝会在未来充满挑战的日子里祝福你并赐你更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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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禁食祷告的邀请 
 
「从今以后直到末时结束之日，上帝的子民应当更迫切及有更大的醒悟，不再依靠自己的聪

明，而是依靠他们大元帅的智慧。他们应当划出时日来禁食祷告。完全禁戒那不必要的食

物，而只吃少量最简单的食物。」（论饮食原文 188,189 页） 
 
「在圣经中，禁食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要的。马太福音 6:17 中没有说：『如果你禁食』，

而是说『当你禁食时』。禁食一直是信徒生活的一部分，就像祷告和研读圣经一样。事实

上，圣经中每个主要人物都有禁食… 如果你研究圣经中所有禁食的例子，你会发现每当上帝

的子民祷告和禁食时，上帝就为他们施行伟大的工作。从战争时由敌人手中获救，以至由监

狱中神迹地获释，及至五旬节圣灵的沛降…等等，我们看到了一样的模式，而这模式更于基

督教历史中不断重演。」 
 
我们要邀请教友参加祷告禁食日，特别为教会和那些我们渴望能认识基督并与祂建立真正关

系，从而获得救恩并将生命交给主的人祷告。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孩子、朋友、家庭、邻

舍、合作伙伴及小区祷告。 
 
禁食是什么？ 
 
禁食不单只是不吃东西，事实上，禁食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减少用餐而是增加祷告。禁食是选

择不做某事，以便更能专注及用心祷告。许多人只会选择不用餐，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完全

不倚靠食物，并且不是人人都选择这种禁食方法。你可以选择吃得简单一点，或吃轻便食

物。或者你只选择不吃某一两种食物，例如甜点或加工食品等。禁食更包括摆脱社交媒体，

电视或其他耗时的习惯。 
 
如果你决定选择完全不吃任何食物的禁食方式（但要确保饮用足够的水和/或果汁），请使用

你平时用于烹调和饮食的时间来祷告。如果你只选择不吃某一两种食物，每当你想要吃这种

食物时，请以祷告取代。每当你想要查看社交媒体时，亦请以祷告取代。 
 
请记住，禁食的行为不能换取祷告按你的意思成就的结果。禁食并不意味着上帝会更垂听我

们或奖励我们更多。禁食是关乎我们自己的内心和思想。它使我们更加意识到自己的软弱，

继而更信靠上帝。禁食加深了祷告的迫切性，并提醒我们提出内心最深处的事情祷告。 
 
我们邀请你先祷告并求问上帝应该怎样禁食 - 祂要你放弃什么，好让你能花更多时间向祂祷

告？ 
 
现在我们邀请你加入我们教会的禁食祷告日。即使你选择不禁食，也请加入我们的祷告。在

安息日崇拜聚会之前一起祷告，邀请上帝准备你的心灵和思想，求祂饶恕你和祂之间的任何

罪恶。 现在就认罪，并求洁净，医治和宽恕。邀请祂指示你要为谁祷告。把这些名字带到我

们安息日下午的祈祷时刻，我们将和你一起为他们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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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对大声祷告会感到不自然，以至会避免在公开场合祷告。无论如何，我们邀请你加

入，你可以安静地祷告，和应其他人的祷告要求，并为那些上帝启示你的人和事祈求。对于

那些担心自己的祈祷不「足够好」的人，他们要知道上帝不仅听我们口所说出来的祷告，也

听我们从内心发出的祷告， 祂不是要求「足够好」的祷告者，而是要求真诚的崇拜者。祂甚

至乐意垂听笨口笨拙的祷告，纵使我们辞不达意，不能「说得对」，甚至我们不知道该说什

么，祂也知道，亦已听到，祂更邀请我们一起祈祷。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

们成全。」马太福音 18:19。 
 
我们期待与你一起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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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指南 
 
当日安排： 
 

• 灵修/证道──「改变世界的祷告」已包含在数据中，可作为早上敬拜之用或作祷告前

的灵修。 
• 如在早上敬拜时使用，请参考下方建议阅读的经文和儿童故事。 
• 如已安排在午后祷告，我们建议用 1-2 个小时进行祷告，让圣灵指引。 
• 邀请教友参与祷告和禁食。在至少一周前通知教友，便于大家理解禁食祷告并选择适

合自己的禁食方式。 
 
阅读经文：雅各书 5:13-16 
 
推荐的儿童故事： 
 
讲述撒母耳记上第三章中上帝呼召撒母耳的故事。重点强调： 
 

• 当时撒母耳还是个小孩。上帝邀请孩子们去认识祂及事奉祂。 
• 撒母耳不知道如何倾听或与上帝交谈，所以他去询问以利。我们可以询问父母，安息

日学老师，祖父母和其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上帝的人。 
• 上帝任用撒母耳来帮助其他人更好地认识祂。即使作为小孩，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的

言语行为去帮助别人了解上帝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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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祷告 
地点：聚集在教堂，如果人不多，也可以找一个不受干扰的房间。 
 
开场：音乐可以引领人进入敬拜的心境，开始前唱几首大家喜爱的敬拜诗歌可以帮助大家心

生敬意，亦可鼓励大家寻求上帝。 
 
欢迎：带祷人应欢迎大家并做简短引导： 
 

• 这是祷告和寻求上帝的时间。 
• 任何在此分享的内容应保密，切勿传开。 
• 祷告不仅限于我们的措辞。可以在祷告中引述经文并寻求上帝的应许，也可唱

一两句诗歌，邀请参与祷告的人一同加入。 
• 找一个舒适的祷告姿势，并可随意改变，或坐或跪，或其他姿势。 
• 不要在祷告前谈论祷告请求。向大家说明这是祷告的时间，而不是交谈的时

间，不要在祷告前谈论过多，应在祷告中把这些请求交托。 
• 当有人为某事或某人祷告的时候，如果其他人也有相关的请求，可以讲出所求

事项或代祷之人的名字作为响应。请记住，当他人为我们挂念之事或之人祷告

时，上帝的大能也在其中。 
• 午后祷告的主题是「改变世界的祷告」。我们将遵循哈拿的榜样，虔诚地为我

们内心深处的需要迫切祈求。今日我们要专注为那些我们希望可以将自己交托

给上帝并与祂同行的人献上祷告。 
带祷人须知： 
 

• 请记住，祷告过程中的沉默是正常的。不需要刻意打破每次沉默，或过早结束
祷告。因为有些人可以迅速地表达，但也有人需要更多时间适应才能把祷告大
声讲出。当出现沉默时，只需默数 30 秒（如果你不喜欢长时间沉默的话），给
圣灵一个引导大家的机会。 
 

• 如果教友们还不习惯大家一起祷告，或在祷告中加入经文或赞美诗歌，你可以
为大家先做个示范。也可以在祷告前安排一些人做好准备领先在祷告中加入经
文或赞美诗歌。当大家都愿意合一祷告的时候，便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教导大家
如何作为一个合一整体更好地祷告。 

 
祷告时间：祷告大纲「献上改变世界的祷告」可供参考。带祷者可以依据大纲，通过祷告来

引导参与者。 
 
结束：祷告大纲以赞美和感恩作结束。挑选一两首赞美上帝的诗歌来结束午后祷告时光。 
 

一些教会可能要在祷告结束后聚餐并恢复正常进食。请尽可能选择简单食物，但可以稍微布置餐桌，

营造出特殊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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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世界的祷告 
她的名字在《圣经》里只出现了 11 遍，她的故事亦只有一章半的篇幅，过后则归回平淡，少

有提及。不过，圣经告诉我们，她的祷告改变了整个民族。 
 
她不太有可能是改变世界的祷告勇士，原因是在当时社会中，女性的角色只能默默地在幕后

工作，她也不例外： 
打理日常家务、了解家人的需要 
生儿育女、照顾家庭、烧饭 
每天早上围着井旁聊天、打水 

 
在那些井旁打水的日子，道出了为何人们不认为她的祷告可以改变整个民族的原因。 
 
人们把她视为罪人，对她投下厌弃的目光，这不是因为她作了令人厌恶的事，而是因为她没

有作、或应该说是无能为力去作某些事。 
 
〈撒母耳记上〉1:2 轻轻带出：哈拿却没有孩子。 
 
当时女性的价值在于为丈夫生下多少儿女。哈拿膝下无儿，她的不育被视为上帝对她的惩罚。

当她经过市场、或在井旁打水、或在安息日前往会堂的时候，都会看到途人对自己的目光。

也听到他们窃窃私语，转脸不望她；她以前的好友也不再看她一眼、或跟她聊天，这使她非

常心痛，寂寞就像被子一样笼罩着她。 
 
真的要这样活下去吗？是上帝要惩罚她吗？她做了什么？她尝试很努力地过正常生活。她有

祷告，可是未见上帝响应。她在想上帝也离她而去，不想为她做什么了。她的内心充满了羞

愧。 
那个晚上——她的心再没有比这更痛了——因为丈夫带着新的妻子毗尼拿回来。当晚上哈拿

第一次独自睡时，内心满是内疚和极度伤心，因为丈夫和那女人在原本属于她和她丈夫的那

张床上欢愉。 
 
毗尼拿怀着期待已久的孩子，加深了哈拿的羞耻感。为何不是她？她究竟做了什么，叫她膝

下无儿？为何上帝不让她有自己的孩子？上帝却依旧沉默，朋友继续与她疏远，丈夫继续跟

另一个妻子一起。 
 
毗尼拿生养众多，可是在她心中有一个心结，虽然上帝赐她生儿育女的福份，但是她最渴望

的只有一样：丈夫的爱。 
 
〈撒母耳记上〉的作者简单地提及这两个女子悲惨的斗争：「每逢献祭的日子，以利加拿把

祭肉分给他的妻子毗尼拿和毗尼拿所生的儿女。他给哈拿的却是双分，因为他爱哈拿。耶和

华却不使哈拿生育。」(〈撒母耳记上〉1:4,5) 
 
哈拿渴望要孩子已久，毗尼拿则有儿有女。 
 
毗尼拿渴望丈夫的爱已久，丈夫却爱哈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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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同住一屋，并共侍一夫，彼此的斗争也随之加剧。 
 
「她的对头毗尼拿因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常常惹她发怒，要使她生气。」(1:6)《圣经》

提到毗尼拿故意伤害哈拿，深深刺中哈拿的要害——无儿无女。 
 
可悲的是，在她们前往示罗的圣殿去敬拜上帝的途中，发生了可怕的事。「年年都是如此。

每当她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毗尼拿就这样惹她发怒」(1:7)。原本是一年中用作敬拜和庆祝

的日子, 却变成最不幸的时刻，还要年复一年地发生。哈拿的哭泣，取代了应有的敬拜。 
 
我们从故事中段发现一个跟此事无关的资料。「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非尼哈当

耶和华的祭司。」(1:3)这则故事本来是提到两女之争，为何会插进这句话呢？ 
 
这则小小的描述背后带来更重要的故事。 
 
何弗尼和非尼哈在圣殿担任祭司。他们负责带领以色列人去敬拜、认识和联系上帝。他们出

现了一个问题：「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无赖，不认识耶和华。」(〈撒母耳记上〉2:12) 作为祭

司却不认识上帝，也不在乎去认识或侍奉上帝。他们既不遵从上帝有关献祭的诫命，更强迫

民众不去顺从。多个女人来到圣殿后，便跟他们共枕。以利知道儿子们的行为，并对他们声

明：「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到耶和华的百姓传出你们不好的名声。」(2:24)然而，何弗尼

和非尼哈置若罔闻，以利也不愿面对这事情。 
 
他们的罪孽冲击了国家和教会：「在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异象。」(〈撒母

耳记上〉3:1)上帝再没有对祂的子民说话。民众也不学习，没有长进。设在殿中喻表圣灵的

上帝的灯，已渐渐暗淡(3:3)，提醒着圣灵会慢慢远离不听上帝话语的人。 
 
哈拿受伤了。教会枯竭了。上帝却察看着。 
 
她的心伤透得连饭也吃不下 (〈撒母耳记上〉1:7)，最终把伤痛带到上帝面前。她远离家人，

来到圣殿。她痛苦得只能啜泣和在心中祷告，完全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哈拿心里愁苦，

就痛痛哭泣，向耶和华祈祷。」(1:10)她向上帝许愿：如果上帝垂听她的祷告，赐她一个孩

子，她会把孩子完全归给上帝，把希望和梦想都奉献给上帝。 
 
哈拿祷告时，以利经过圣殿。他长久以来都没有看见人真心敬拜上帝，便以为哈拿喝醉了，

因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以利斥责哈拿，但这并未有动摇哈拿的心。「我主啊，不是这样。

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烈酒都没有喝，只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你的使女看作

不正经的女子。我因极其难过和生气，所以一直祷告到如今。」(1:15-16)虽然她心碎和沮

丧，但是也把自己的一切真诚地、彻底地交托于主，期待祂的应允。 
 
以利回答说：「平平安安地回去吧。愿以色列的上帝允准你向他所求的！」(1:17) 
哈拿相信以利的话。她起来归家，也相信上帝会应允。「于是妇人上路，去吃饭，脸上不再

带愁容了。」(1:18)她相信从此不再有难过的理由，因为上帝会应允她。 
 
我们不知道这事经历了多久。《圣经》仅仅说「时候到了」(1:20)哈拿怀孕，并生下了儿子撒

母耳。「撒母耳」在希伯来文是「上帝垂听祷告」的意思，他的名字正好显明这个孩子是一

位垂听祷告的全能者所赐给哈拿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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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拿经过多年的等待、盼望和渴求，终于喜获麟儿。在这情况下，很多人都会紧紧抓住孩子

不易放手，更不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不过，哈拿遵守诺言，承诺自己的孩子终身侍奉上

帝。因此，孩子断奶后，哈拿便带着他来到示罗，再把他交给以利。最重要的是，哈拿把自

己长久渴望而得到的儿子献给上帝，她相信上帝会使用她的孩子来侍奉祂，荣耀祂。 
 
而上帝真的这样成就了。 
 
祂呼召这小男孩，并与这位将会改变以色列国命运的小男孩建立友谊。「撒母耳长大了，耶

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

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在示罗藉他的话向撒母耳启示他自

己。」(〈撒母耳记上〉3:19-21) 
 
上帝再次跟祂的子民说话，祂再次显现，祂再次指引自己的子民。 
 
这个结果都是归功于那位被视为不可能改变世界的祷告勇士。 
 
我们从哈拿的故事如何学习祷告和改变世界？ 

1. 禁食及祷告：当我们非常在乎一些事情时，便会主动地为这些事情禁食和祷告。对哈

拿来说，无儿无女带来痛苦。我们一生中遇到哪种痛苦的事，驱使我们禁食和祷告

呢？我们的孩子？不认识上帝的家人和朋友？渴望脱离罪孽和辟好？阻挠我们，使我

们的生命远离上帝呼召的障碍？作为教会合一的家庭，有哪些事情促使我们进行禁食

和祷告？我们的家人、失踪的教友、和那些尚未认识主，未领受到祂所赐的平安和喜

乐的邻居？我们是否为上帝儿女得蒙救赎和灵程增长的问题禁食和祷告？我们是否要

提出教会面临的挑战，为此而祈求？ 
 

2. 实在一点：我们每周都在教会一同祷告，为人的需要祷告(健康、工作、经济)，为教

会的崇拜节目和讲者祷告。这事情固然重要，但是否我们心底由衷的渴望呢？哈拿怀

着伤痛、苦涩、希望和梦想来祈求，她的祷告，不像一般的祈求。她表示我们需要深

入地了解自己的内心，祈求自己真心所求的。 
 

• 我们是否要为教会内部的伤害和不合一祷告？ 
• 我们是否要祈求宽恕？治愈？勇气？ 
• 教会的目标、异象和理想是什么？我们是否要切实地为这些祷告？ 
• 我们当中有谁内心有伤痛，作为教会可以一起为他祷告吗？ 
• 安息日的早上有谁没有出现？我们如何为他们祷告？ 

 
3. 完全奉献给上帝：哈拿从心底恳切祈求，并承诺把一切归回给上帝，信靠他，完成祂

的计划。上帝赐她一个孩子，她本可紧紧抓着他，然而她却诚心向主祷告，纵使要放

下她自己的梦想，也以上帝最好的方法来使用孩子。同样地，我们为人、为教会、为

布道工作祷告时，也当将我们的期望完全奉献给上帝，恳求祂的旨意成就一切。 
 

4. 期待上帝的应允：以利说话的时候，哈拿则细心地听，她相信上帝会回应。我们祈求

的时候是否真正期待上帝认真地垂听和应允？还是只希望祂有听到和响应？我们需要

承认自己的不信，恳求上帝加添我们的信心，并领受祂的应许。即使你仍未看见上帝

的作为，也可先为祂将作的事献上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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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再哭泣：我们可能真的不会像哈拿这样哭泣，可是我们经常在祷告后仍然感到不

安；就算我们已将人、需要和境况交托给上帝，心中仍然未能放低。我们要一直忧

心，还是相信上帝早已开始作工呢？哈拿走了，「脸上不再带愁容了。」她相信上帝

听她的祷告并应允她，于是她便放手，完全信靠上帝。我们每当为所交托的事感到焦

虑不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再次交托给祂，并感谢祂，因为祂已经在作工了。 
 

6. 等候和作工：「时候到了」——这是上帝对哈拿的回复。她既耐心等候上帝的回复，

也没有闲着。她做一些事情来增加蒙上帝应允的机会。我们怎样造就祂的应允呢？我

们能够向祷告的对像显明上帝的爱吗？倘若我们恳求祂帮自己对抗罪恶，我们也有做

好自己应做的事吗？我们有否选择靠着祂的力量，远离罪，向罪说「不」，重塑自己

的言行呢？我们等候祂的时候，有否问祂要我们做什么？ 
 

7. 赞美与感恩：哈拿把撒母耳带到上帝的圣殿后，便赞美祂：「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

我的角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你的救恩欢欣。没有一位圣者像耶和

华，除你以外没有别的了，也没有盘石像我们的上帝。」(〈撒母耳记上〉2:1,2)我们

要赞美上帝，感谢祂所做的一切；不是祂要我们这样颂赞祂，而是藉此来造就我们的

心思意念。感恩可提醒我们上帝是谁，叫我们记念祂的供应，还给我们勇气去面对下

一场争战。 
 
我们同样可以透过祷告去改变世界。我们的祷告未必能够改变整个世界，却可以改变我们身

边的一切，甚或只为一个人带来永生，一个人可以改变另一个人的生命，另一个人又可以改

变第三个人的生命，像涟漪效应一样继续扩散开去。我们未能完全理解祷告如何成就救恩，

但是总有一天耶稣会带我们回天家，到时我们就能在永恒的国度里，听到上帝如何使用普通

人的祷告来改变世界，像祂使用哈拿、你和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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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上改变世界的祷告」大纲 
 
以承诺交托开始：开始时，带祷告者将时间交托，邀请拥有一切权柄的上帝引领我们的心，

通过祷告来劝导，鼓励，挑战和肯定大家。也邀请其他人献上交托的祷告，把这个时间全然

交给上帝，让祂带领。请祂指引我们应当为谁代祷，让我们以上帝的眼光看他人，加深对他

人的爱并为他人归主的心而献上我们的心。 
 
恳切地祷告。我们花时间在一起恳切地祷告，为内心真正的需求，为他人，为教会献上请

求。也许此刻会有些许沉默。带祷人可以用问题的方式引导大家。记住受哈拿祷告启发而产

生的问题： 
 

• 我们是否要为教会内部的伤害和不合一祷告？ 
• 我们是否要祈求宽恕？治愈？勇气？ 
• 教会的目标、异象和理想是什么？我们是否要切实地为这些祷告？ 
• 我们当中有谁内心有伤痛，作为教会可以一起为他祷告吗？ 
• 安息日的早上有谁没有出现？我们如何为他们祷告？ 

 
开始时先为他人代祷会较容易。引导每个人为那些他们希望能归向上帝的人献上祷告。鼓励

他们仅提及代祷对象的姓氏，不要涉及太多生活细节。专心为他们的得救祷告并引述上帝的

应许。当大家祷告的时候，代祷人也可以邀请其他人为所提到的名字祷告；比如问：有谁要
加入艾丽斯继续为这个人祷告吗？ 
 
顺其自然地祷告，但也要有所引导。在某一时刻，可以问，安息日早上谁没有出现？我们需
要为哪位教友祷告？同样鼓励大家不要过多提及生活中的细节，而是要为他们祈求上帝的大

能。我们不鼓励「神圣的」八卦行为，希望大家可以在祷告中不要出现论断性或批判性的措

辞。 
 
下一步，你们可能想为教会祈祷。可以尝试这样开始：天父，我们希望教会能成为一个安全

的地方，让人们前来探寻你。请保守我们的教会，让刚刚开始与你同行的人安全地成长，即

使跌倒也能再次起身。作为教会，我们有没有需要坦白并祈求宽恕的事情？ 
 
交托给上帝。哈拿为撒母耳祷告，然后全心全意地把他交还给上帝。大家应花时间呈上你要

代祷的人和境况，全然交托给上帝。我们不应焦虑，不应坚持某些事情必须按己意发展的

「权利」，交给上帝按照祂的意愿去行。因此，我们也应为质疑上帝或质疑祂是否响应祷告

的想法悔改。此时带祷人可以做一下示范祷告。然后邀请其他人也献上祷告，把他们的需求

呈献给上帝，并全然交托一切担忧，疑虑和畏惧。 
 
期待上帝的响应。花时间建立对上帝的信任和祂响应祷告的信心。邀请大家铭记应许并感谢

祂所做的一切（即使我们还没有看到）。感谢祂爱我们所呈上代祷的人们，因为祂比我们还

要爱他们。赞美祂对这些人的寄望，因为祂比我们更希望他们做的更好。请记着上帝曾应许

我们，祂对祂的儿女都有美好的计划，祂也定会成全这善工。 
 



 12 

成为回应的一部分。求上帝引领我们成为祂回应祷告的一部分，求祂教导我们做出或说出彰

显祂爱的事情或话语。也祈求上帝让我们摒弃那些会使人误解祂的言行。这部分的祷告其实

是提醒我们，上帝在回应祷告的时候，也许也为我们安排了当做的事。 
 
在结束之前，询问是否还有未提及的人要代祷。因为在祷告的过程中，有一些人才想起某些
人或境况，也可能有些内向的人当时还没有勇气讲出来。请依旧按照之前的步骤为这些新的
名字祷告，但可以稍微加快进度。 
 
赞美和感恩。用赞美和感恩结束午后祷告。让大家只专注于上帝，赞美祂是我们的上帝，感

谢祂正在和即将为我们做的善工。 
 
唱一两首赞美感恩诗歌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