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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有禱告禁食日? 
 
想像一下，你要和兒女分開，直至將來在天家才與他們重聚，什麼是你要對他們說最重要的

話？ 
 
當耶穌被釘十架後升天之前，也是處於同樣的局面。從祂對門徒說的最後一句話中，可以看

到祂心中的負擔是什麼？當我們閱讀祂在約翰福音 15-17 章中的最後禱告和勸勉時，我們會

發現祂在重複著主題：合一，愛和藉著禱告尋求上帝。耶穌渴望祂的早期教會能夠在目的、

合一和使命上團結一致。現今世上，無論是國家或是教會，都出現分化的情況，我們更需要

聽從耶穌的勸勉，尋求聖靈，並為使命一起作工。對人來說，這似乎是不可能且令人卻步的

任務，但亦是這個原因，我們需要用前所未有的方式來禱告，因為只有上帝才能帶來叫人同

心合意的神蹟。 
 
我們邀請你「進你的內屋」禱告，我們邀請你與當地教會的家庭一起禱告，我們更邀請你參

加全球復興與改革倡議的禱告和禁食。也許你不會選擇完全禁食，也許你只在甜點上禁食或

在使用社交媒體上節制，或者暫時吃一些以植物為主的食物。 
 
「從今以後直到末時結束之日，上帝的子民應當更迫切及有更大的醒悟，不再依靠自己的聰

明，而是依靠他們大元帥的智慧。他們應當劃出時日來禁食禱告。」（懷愛倫，評閱宣報，

1904 年 2 月 11 日）。 
 
當你更加專注於禱告時，上帝會在未來充滿挑戰的日子裡祝福你並賜你更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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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禁食禱告的邀請 
 
「從今以後直到末時結束之日，上帝的子民應當更迫切及有更大的醒悟，不再依靠自己的聰

明，而是依靠他們大元帥的智慧。他們應當劃出時日來禁食禱告。完全禁戒那不必要的食物，

而只吃少量最簡單的食物。」（論飲食原文 188,189 頁） 
 
「在聖經中，禁食不是一種選擇，而是必要的。馬太福音 6:17 中沒有說：『如果你禁食』，

而是說『當你禁食時』。禁食一直是信徒生活的一部分，就像禱告和研讀聖經一樣。事實上，

聖經中每個主要人物都有禁食… 如果你研究聖經中所有禁食的例子，你會發現每當上帝的子

民禱告和禁食時，上帝就為他們施行偉大的工作。從戰爭時由敵人手中獲救，以至由監獄中

神蹟地獲釋，及至五旬節聖靈的沛降…等等，我們看到了一樣的模式，而這模式更於基督教

歷史中不斷重演。」 
 
我們要邀請教友參加禱告禁食日，特別為教會和那些我們渴望能認識基督並與祂建立真正關

係，從而獲得救恩並將生命交給主的人禱告。讓我們一起為我們的孩子、朋友、家庭、鄰舍、

合作夥伴及社區禱告。 
 
禁食是什麼？ 
 
禁食不單只是不吃東西，事實上，禁食的真正意義不在於減少用餐而是增加禱告。禁食是選

擇不做某事，以便更能專注及用心禱告。許多人只會選擇不用餐，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完全

不倚靠食物，並且不是人人都選擇這種禁食方法。你可以選擇吃得簡單一點，或吃輕便食物。

或者你只選擇不吃某一兩種食物，例如甜點或加工食品等。禁食更包括擺脫社交媒體，電視

或其他耗時的習慣。 
 
如果你決定選擇完全不吃任何食物的禁食方式（但要確保飲用足夠的水和/或果汁），請使用

你平時用於烹調和飲食的時間來禱告。如果你只選擇不吃某一兩種食物，每當你想要吃這種

食物時，請以禱告取代。每當你想要查看社交媒體時，亦請以禱告取代。 
 
請記住，禁食的行為不能換取禱告按你的意思成就的結果。禁食並不意味著上帝會更垂聽我

們或獎勵我們更多。禁食是關乎我們自己的內心和思想。它使我們更加意識到自己的軟弱，

繼而更信靠上帝。禁食加深了禱告的迫切性，並提醒我們提出內心最深處的事情禱告。 
 
我們邀請你先禱告並求問上帝應該怎樣禁食 - 祂要你放棄什麼，好讓你能花更多時間向祂禱

告？ 
 
現在我們邀請你加入我們教會的禁食禱告日。即使你選擇不禁食，也請加入我們的禱告。在

安息日崇拜聚會之前一起禱告，邀請上帝準備你的心靈和思想，求祂饒恕你和祂之間的任何

罪惡。 現在就認罪，並求潔淨，醫治和寬恕。邀請祂指示你要為誰禱告。把這些名字帶到我

們安息日下午的祈禱時刻，我們將和你一起為他們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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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對大聲禱告會感到不自然，以至會避免在公開場合禱告。無論如何，我們邀請你加入，

你可以安靜地禱告，和應其他人的禱告要求，並為那些上帝啟示你的人和事祈求。對於那些

擔心自己的祈禱不「足夠好」的人，他們要知道上帝不僅聽我們口所說出來的禱告，也聽我

們從內心發出的禱告， 祂不是要求「足夠好」的禱告者，而是要求真誠的崇拜者。祂甚至樂

意垂聽笨口笨拙的禱告，縱使我們辭不達意，不能「說得對」，甚至我們不知道該說什麼，

祂也知道，亦已聽到，祂更邀請我們一起祈禱。 
 
「我又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

們成全。」馬太福音 18:19。 
 
我們期待與你一起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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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指南 
 
當日安排： 
 

• 靈修/證道──「改變世界的禱告」已包含在資料中，可作為早上敬拜之用或作禱告前

的靈修。 
• 如在早上敬拜時使用，請參考下方建議閱讀的經文和兒童故事。 
• 如已安排在午後禱告，我們建議用 1-2 個小時進行禱告，讓聖靈指引。 
• 邀請教友參與禱告和禁食。在至少一周前通知教友，便於大家理解禁食禱告並選擇適

合自己的禁食方式。 
 
閱讀經文：雅各書 5:13-16 
 
推薦的兒童故事： 
 
講述撒母耳記上第三章中上帝呼召撒母耳的故事。重點強調： 
 

• 當時撒母耳還是個小孩。上帝邀請孩子們去認識祂及事奉祂。 
• 撒母耳不知道如何傾聽或與上帝交談，所以他去詢問以利。我們可以詢問父母，安息

日學老師，祖父母和其他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上帝的人。 
• 上帝任用撒母耳來幫助其他人更好地認識祂。即使作為小孩，我們也可以透過我們的

言語行為去幫助別人瞭解上帝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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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禱告 
地點：聚集在教堂，如果人不多，也可以找一個不受干擾的房間。 
 
開場：音樂可以引領人進入敬拜的心境，開始前唱幾首大家喜愛的敬拜詩歌可以幫助大家心

生敬意，亦可鼓勵大家尋求上帝。 
 
歡迎：帶禱人應歡迎大家並做簡短引導： 
 

• 這是禱告和尋求上帝的時間。 
• 任何在此分享的內容應保密，切勿傳開。 
• 禱告不僅限於我們的措辭。可以在禱告中引述經文並尋求上帝的應許，也可唱

一兩句詩歌，邀請參與禱告的人一同加入。 
• 找一個舒適的禱告姿勢，並可隨意改變，或坐或跪，或其他姿勢。 
• 不要在禱告前談論禱告請求。向大家說明這是禱告的時間，而不是交談的時間，

不要在禱告前談論過多，應在禱告中把這些請求交託。 
• 當有人為某事或某人禱告的時候，如果其他人也有相關的請求，可以講出所求

事項或代禱之人的名字作為回應。請記住，當他人為我們掛念之事或之人禱告

時，上帝的大能也在其中。 
• 午後禱告的主題是「改變世界的禱告」。我們將遵循哈拿的榜樣，虔誠地為我

們內心深處的需要迫切祈求。今日我們要專注為那些我們希望可以將自己交托

給上帝並與祂同行的人獻上禱告。 
帶禱人須知： 
 

• 請記住，禱告過程中的沉默是正常的。不需要刻意打破每次沉默，或過早結束
禱告。因為有些人可以迅速地表達，但也有人需要更多時間適應才能把禱告大
聲講出。當出現沉默時，只需默數 30 秒（如果你不喜歡長時間沉默的話），給
聖靈一個引導大家的機會。 
 

• 如果教友們還不習慣大家一起禱告，或在禱告中加入經文或讚美詩歌，你可以
為大家先做個示範。也可以在禱告前安排一些人做好準備領先在禱告中加入經
文或讚美詩歌。當大家都願意合一禱告的時候，便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教導大家
如何作為一個合一整體更好地禱告。 

 
禱告時間：禱告大綱「獻上改變世界的禱告」可供參考。帶禱者可以依據大綱，通過禱告來

引導參與者。 
 
結束：禱告大綱以讚美和感恩作結。挑選一兩首讚美上帝的詩歌來結束午後禱告時光。 
 

一些教會可能要在禱告結束後聚餐並恢復正常進食。請盡可能選擇簡單食物，但可以稍微佈置餐桌，

營造出特殊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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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世界的禱告 
她的名字在《聖經》裡只出現了 11 遍，她的故事亦只有一章半的篇幅，過後則歸回平淡，少

有提及。不過，聖經告訴我們，她的禱告改變了整個民族。 
 
她不太有可能是改變世界的禱告勇士，原因是在當時社會中，女性的角色只能默默地在幕後

工作，她也不例外： 
打理日常家務、了解家人的需要 
生兒育女、照顧家庭、燒飯 
每天早上圍著井旁聊天、打水 

 
在那些井旁打水的日子，道出了為何人們不認為她的禱告可以改變整個民族的原因。 
 
人們把她視為罪人，對她投下厭棄的目光，這不是因為她作了令人厭惡的事，而是因為她沒

有作、或應該說是無能為力去作某些事。 
 
〈撒母耳記上〉1:2 輕輕帶出：哈拿卻沒有孩子。 
 
當時女性的價值在於為丈夫生下多少兒女。哈拿膝下無兒，她的不育被視為上帝對她的懲罰。

當她經過市場、或在井旁打水、或在安息日前往會堂的時候，都會看到途人對自己的目光。

也聽到他們竊竊私語，轉臉不望她；她以前的好友也不再看她一眼、或跟她聊天，這使她非

常心痛，寂寞就像被子一樣籠罩著她。 
 
真的要這樣活下去嗎？是上帝要懲罰她嗎？她做了什麼？她嘗試很努力地過正常生活。她有

禱告，可是未見上帝回應。她在想上帝也離她而去，不想為她做什麼了。她的內心充滿了羞

愧。 
那個晚上——她的心再沒有比這更痛了——因為丈夫帶著新的妻子毗尼拿回來。當晚上哈拿

第一次獨自睡時，內心滿是內疚和極度傷心，因為丈夫和那女人在原本屬於她和她丈夫的那

張床上歡愉。 
 
毗尼拿懷著期待已久的孩子，加深了哈拿的羞恥感。為何不是她？她究竟做了什麼，叫她膝

下無兒？為何上帝不讓她有自己的孩子？上帝卻依舊沉默，朋友繼續與她疏遠，丈夫繼續跟

另一個妻子一起。 
 
毗尼拿生養眾多，可是在她心中有一個心結，雖然上帝賜她生兒育女的福份，但是她最渴望

的只有一樣：丈夫的愛。 
 
〈撒母耳記上〉的作者簡單地提及這兩個女子悲慘的鬥爭：「每逢獻祭的日子，以利加拿把

祭肉分給他的妻子毗尼拿和毗尼拿所生的兒女。他給哈拿的卻是雙分，因為他愛哈拿。耶和

華卻不使哈拿生育。」(〈撒母耳記上〉1:4,5) 
 
哈拿渴望要孩子已久，毗尼拿則有兒有女。 
 
毗尼拿渴望丈夫的愛已久，丈夫卻愛哈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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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同住一屋，並共侍一夫，彼此的鬥爭也隨之加劇。 
 
「她的對頭毗尼拿因耶和華不使哈拿生育，就常常惹她發怒，要使她生氣。」(1:6)《聖經》

提到毗尼拿故意傷害哈拿，深深刺中哈拿的要害——無兒無女。 
 
可悲的是，在她們前往示羅的聖殿去敬拜上帝的途中，發生了可怕的事。「年年都是如此。

每當她上到耶和華殿的時候，毗尼拿就這樣惹她發怒」(1:7)。原本是一年中用作敬拜和慶祝

的日子, 卻變成最不幸的時刻，還要年復一年地發生。哈拿的哭泣，取代了應有的敬拜。 
 
我們從故事中段發現一個跟此事無關的資料。「在那裡有以利的兩個兒子何弗尼和非尼哈當

耶和華的祭司。」(1:3)這則故事本來是提到兩女之爭，為何會插進這句話呢？ 
 
這則小小的描述背後帶來更重要的故事。 
 
何弗尼和非尼哈在聖殿擔任祭司。他們負責帶領以色列人去敬拜、認識和聯繫上帝。他們出

現了一個問題：「以利的兩個兒子是無賴，不認識耶和華。」(〈撒母耳記上〉2:12) 作為祭

司卻不認識上帝，也不在乎去認識或侍奉上帝。他們既不遵從上帝有關獻祭的誡命，更強迫

民眾不去順從。多個女人來到聖殿後，便跟他們共枕。以利知道兒子們的行為，並對他們聲

明：「我兒啊，不可這樣！我聽到耶和華的百姓傳出你們不好的名聲。」(2:24)然而，何弗尼

和非尼哈置若罔聞，以利也不願面對這事情。 
 
他們的罪孽衝擊了國家和教會：「在那些日子，耶和華的言語稀少，不常有異象。」(〈撒母

耳記上〉3:1)上帝再沒有對祂的子民說話。民眾也不學習，沒有長進。設在殿中喻表聖靈的

上帝的燈，已漸漸暗淡(3:3)，提醒著聖靈會慢慢遠離不聽上帝話語的人。 
 
哈拿受傷了。教會枯竭了。上帝卻察看著。 
 
她的心傷透得連飯也吃不下 (〈撒母耳記上〉1:7)，最終把傷痛帶到上帝面前。她遠離家人，

來到聖殿。她痛苦得只能啜泣和在心中禱告，完全在上帝面前傾心吐意。「哈拿心裡愁苦，

就痛痛哭泣，向耶和華祈禱。」(1:10)她向上帝許願：如果上帝垂聽她的禱告，賜她一個孩子，

她會把孩子完全歸給上帝，把希望和夢想都奉獻給上帝。 
 
哈拿禱告時，以利經過聖殿。他長久以來都沒有看見人真心敬拜上帝，便以為哈拿喝醉了，

因為大多數人都是這樣。以利斥責哈拿，但這並未有動搖哈拿的心。「我主啊，不是這樣。

我是心裡愁苦的婦人，清酒烈酒都沒有喝，只在耶和華面前傾心吐意。不要將你的使女看作

不正經的女子。我因極其難過和生氣，所以一直禱告到如今。」(1:15-16)雖然她心碎和沮喪，

但是也把自己的一切真誠地、徹底地交託於主，期待祂的應允。 
 
以利回答說：「平平安安地回去吧。願以色列的上帝允准你向他所求的！」(1:17) 
哈拿相信以利的話。她起來歸家，也相信上帝會應允。「於是婦人上路，去吃飯，臉上不再

帶愁容了。」(1:18)她相信從此不再有難過的理由，因為上帝會應允她。 
 
我們不知道這事經歷了多久。《聖經》僅僅說「時候到了」(1:20)哈拿懷孕，並生下了兒子撒

母耳。「撒母耳」在希伯來文是「上帝垂聽禱告」的意思，他的名字正好顯明這個孩子是一

位垂聽禱告的全能者所賜給哈拿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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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拿經過多年的等待、盼望和渴求，終於喜獲麟兒。在這情況下，很多人都會緊緊抓住孩子

不易放手，更不讓他離開自己的視線。不過，哈拿遵守諾言，承諾自己的孩子終身侍奉上帝。

因此，孩子斷奶後，哈拿便帶著他來到示羅，再把他交給以利。最重要的是，哈拿把自己長

久渴望而得到的兒子獻給上帝，她相信上帝會使用她的孩子來侍奉祂，榮耀祂。 
 
而上帝真的這樣成就了。 
 
祂呼召這小男孩，並與這位將會改變以色列國命運的小男孩建立友誼。「撒母耳長大了，耶

和華與他同在，使他所說的話一句都不落空。從但到別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華

立撒母耳為先知。耶和華又在示羅顯現，因為耶和華在示羅藉他的話向撒母耳啟示他自己。」

(〈撒母耳記上〉3:19-21) 
 
上帝再次跟祂的子民說話，祂再次顯現，祂再次指引自己的子民。 
 
這個結果都是歸功於那位被視為不可能改變世界的禱告勇士。 
 
我們從哈拿的故事如何學習禱告和改變世界？ 

1. 禁食及禱告：當我們非常在乎一些事情時，便會主動地為這些事情禁食和禱告。對哈

拿來說，無兒無女帶來痛苦。我們一生中遇到哪種痛苦的事，驅使我們禁食和禱告呢？

我們的孩子？不認識上帝的家人和朋友？渴望脫離罪孽和辟好？阻撓我們，使我們的

生命遠離上帝呼召的障礙？作為教會合一的家庭，有哪些事情促使我們進行禁食和禱

告？我們的家人、失蹤的教友、和那些尚未認識主，未領受到祂所賜的平安和喜樂的

鄰居？我們是否為上帝兒女得蒙救贖和靈程增長的問題禁食和禱告？我們是否要提出

教會面臨的挑戰，為此而祈求？ 
 

2. 實在一點：我們每週都在教會一同禱告，為人的需要禱告(健康、工作、經濟)，為教

會的崇拜節目和講者禱告。這事情固然重要，但是否我們心底由衷的渴望呢？哈拿懷

著傷痛、苦澀、希望和夢想來祈求，她的禱告，不像一般的祈求。她表示我們需要深

入地了解自己的內心，祈求自己真心所求的。 
 

• 我們是否要為教會內部的傷害和不合一禱告？ 
• 我們是否要祈求寬恕？治愈？勇氣？ 
• 教會的目標、異象和理想是什麼？我們是否要切實地為這些禱告？ 
• 我們當中有誰內心有傷痛，作為教會可以一起為他禱告嗎？ 
• 安息日的早上有誰沒有出現？我們如何為他們禱告？ 

 
3. 完全奉獻給上帝：哈拿從心底懇切祈求，並承諾把一切歸回給上帝，信靠他，完成祂

的計劃。上帝賜她一個孩子，她本可緊緊抓著他，然而她卻誠心向主禱告，縱使要放

下她自己的夢想，也以上帝最好的方法來使用孩子。同樣地，我們為人、為教會、為

佈道工作禱告時，也當將我們的期望完全奉獻給上帝，懇求祂的旨意成就一切。 
 

4. 期待上帝的應允：以利說話的時候，哈拿則細心地聽，她相信上帝會回應。我們祈求

的時候是否真正期待上帝認真地垂聽和應允？還是只希望祂有聽到和回應？我們需要

承認自己的不信，懇求上帝加添我們的信心，並領受祂的應許。即使你仍未看見上帝

的作為，也可先為祂將作的事獻上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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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再哭泣：我們可能真的不會像哈拿這樣哭泣，可是我們經常在禱告後仍然感到不安；

就算我們已將人、需要和境況交託給上帝，心中仍然未能放低。我們要一直憂心，還

是相信上帝早已開始作工呢？哈拿走了，「臉上不再帶愁容了。」她相信上帝聽她的

禱告並應允她，於是她便放手，完全信靠上帝。我們每當為所交託的事感到焦慮不安

的時候，我們就需要再次交託給祂，並感謝祂，因為祂已經在作工了。 
 

6. 等候和作工：「時候到了」——這是上帝對哈拿的回覆。她既耐心等候上帝的回覆，

也沒有閒著。她做一些事情來增加蒙上帝應允的機會。我們怎樣造就祂的應允呢？我

們能夠向禱告的對像顯明上帝的愛嗎？倘若我們懇求祂幫自己對抗罪惡，我們也有做

好自己應做的事嗎？我們有否選擇靠著祂的力量，遠離罪，向罪說「不」，重塑自己

的言行呢？我們等候祂的時候，有否問祂要我們做什麼？ 
 

7. 讚美與感恩：哈拿把撒母耳帶到上帝的聖殿後，便讚美祂：「我的心因耶和華快樂，

我的角因耶和華高舉。我的口向仇敵張開；我因你的救恩歡欣。沒有一位聖者像耶和

華，除你以外沒有別的了，也沒有磐石像我們的上帝。」(〈撒母耳記上〉2:1,2)我們

要讚美上帝，感謝祂所做的一切；不是祂要我們這樣頌讚祂，而是藉此來造就我們的

心思意念。感恩可提醒我們上帝是誰，叫我們記念祂的供應，還給我們勇氣去面對下

一場爭戰。 
 
我們同樣可以透過禱告去改變世界。我們的禱告未必能夠改變整個世界，卻可以改變我們身

邊的一切，甚或只為一個人帶來永生，一個人可以改變另一個人的生命，另一個人又可以改

變第三個人的生命，像漣漪效應一樣繼續擴散開去。我們未能完全理解禱告如何成就救恩，

但是總有一天耶穌會帶我們回天家，到時我們就能在永恒的國度裡，聽到上帝如何使用普通

人的禱告來改變世界，像祂使用哈拿、你和我一樣。 
 

 

  



 11 

「獻上改變世界的禱告」大綱 
 
以承諾交託開始：開始時，帶禱告者將時間交託，邀請擁有一切權柄的上帝引領我們的心，

通過禱告來勸導，鼓勵，挑戰和肯定大家。也邀請其他人獻上交託的禱告，把這個時間全然

交給上帝，讓祂帶領。請祂指引我們應當為誰代禱，讓我們以上帝的眼光看他人，加深對他

人的愛並為他人歸主的心而獻上我們的心。 
 
懇切地禱告。我們花時間在一起懇切地禱告，為內心真正的需求，為他人，為教會獻上請求。

也許此刻會有些許沉默。帶禱人可以用問題的方式引導大家。記住受哈拿禱告啟發而產生的

問題： 
 

• 我們是否要為教會內部的傷害和不合一禱告？ 
• 我們是否要祈求寬恕？治愈？勇氣？ 
• 教會的目標、異象和理想是什麼？我們是否要切實地為這些禱告？ 
• 我們當中有誰內心有傷痛，作為教會可以一起為他禱告嗎？ 
• 安息日的早上有誰沒有出現？我們如何為他們禱告？ 

 
開始時先為他人代禱會較容易。引導每個人為那些他們希望能歸向上帝的人獻上禱告。鼓勵

他們僅提及代禱對象的姓氏，不要涉及太多生活細節。專心為他們的得救禱告並引述上帝的

應許。當大家禱告的時候，代禱人也可以邀請其他人為所提到的名字禱告；比如問：有誰要
加入愛麗絲繼續為這個人禱告嗎？ 
 
順其自然地禱告，但也要有所引導。在某一時刻，可以問，安息日早上誰沒有出現？我們需
要為哪位教友禱告？同樣鼓勵大家不要過多提及生活中的細節，而是要為他們祈求上帝的大

能。我們不鼓勵「神聖的」八卦行為，希望大家可以在禱告中不要出現論斷性或批判性的措

辭。 
 
下一步，你們可能想為教會祈禱。可以嘗試這樣開始：天父，我們希望教會能成為一個安全

的地方，讓人們前來探尋你。請保守我們的教會，讓剛剛開始與你同行的人安全地成長，即

使跌倒也能再次起身。作為教會，我們有沒有需要坦白並祈求寬恕的事情？ 
 
交託給上帝。哈拿為撒母耳禱告，然後全心全意地把他交還給上帝。大家應花時間呈上你要

代禱的人和境況，全然交託給上帝。我們不應焦慮，不應堅持某些事情必須按己意發展的

「權利」，交給上帝按照祂的意願去行。因此，我們也應為質疑上帝或質疑祂是否回應禱告

的想法悔改。此時帶禱人可以做一下示範禱告。然後邀請其他人也獻上禱告，把他們的需求

呈獻給上帝，並全然交托一切擔憂，疑慮和畏懼。 
 
期待上帝的回應。花時間建立對上帝的信任和祂回應禱告的信心。邀請大家銘記應許並感謝

祂所做的一切（即使我們還沒有看到）。感謝祂愛我們所呈上代禱的人們，因為祂比我們還

要愛他們。讚美祂對這些人的寄望，因為祂比我們更希望他們做的更好。請記著上帝曾應許

我們，祂對祂的兒女都有美好的計劃，祂也定會成全這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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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回應的一部分。求上帝引領我們成為祂回應禱告的一部分，求祂教導我們做出或說出彰

顯祂愛的事情或話語。也祈求上帝讓我們摒棄那些會使人誤解祂的言行。這部分的禱告其實

是提醒我們，上帝在回應禱告的時候，也許也為我們安排了當做的事。 
 
在結束之前，詢問是否還有未提及的人要代禱。因為在禱告的過程中，有一些人才想起某些
人或境況，也可能有些內向的人當時還沒有勇氣講出來。請依舊按照之前的步驟為這些新的
名字禱告，但可以稍微加快進度。 
 
讚美和感恩。用讚美和感恩結束午後禱告。讓大家只專注於上帝，讚美祂是我們的上帝，感

謝祂正在和即將為我們做的善工。 
 
唱一兩首讚美感恩詩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