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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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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指南 
 

當日安排： 

 

 靈修／證道──「改變世人的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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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提供了午後禱告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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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至少一周前將資料與他們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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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 3:14-21 

 

推薦的兒童故事：告訴兒童早期教會如何為監裡的彼得禱告，閱讀使徒行傳
12:1-16. 
 

重點強調： 

 當彼得被囚在監裡時，教會切切的同心為他禱告 

 上帝垂聽他們的禱告並拯救了彼得  

 當獲救的彼得來到他們聚集禱告的地方並敲門時，他們感到甚是驚奇！ 

 希律找他，但找不著，因著教會為彼得禱告，上帝保護了他 

 

問兒童最想為誰人禱告，並與他們一起為這些人作簡短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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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靈修 

主題：改變世人的禱告 

 
你對禱告勇士的印象是如何？(你可以先向會眾提問這問題，讓他們回應。) 

 
坦然地，當提到禱告勇士時，很多人腦海中會浮現這個景象：一個年長婦女正在

禱告，並把聖經放在大腿上。我們不常會想像「勇士」的真實面貌，美國 韋氏

辭典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定義「勇士」為「一個面對或經歷戰爭的人，

廣義上則是一個面臨掙扎或衝突的人」。 

 
「經歷戰爭」？「面臨掙扎或衝突」？ 

 
我們為別人禱告的時候，有否把自己看為禱告勇士？有否面臨掙扎？有否為別人

的內心和生命交戰？我們禱告的時候，心中是否感到如在戰場上一樣？是否認為

藉着禱告可以影響別人的生命？ 

 
保羅做到了。他透過給早期教會的書信向一群新信徒表達自己的熱心。他熱切地

為信徒禱告，懇求上帝讓信徒專心尋求祂，促使他們靈性的成長。 

 
「我常為你們感謝我的上帝，因上帝在基督耶穌裏所賜給你們的恩惠；

又因你們在他裏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識都全備，正如我為基督作的

見證，在你們心裏得以堅固，以致你們在恩賜上沒有一樣不及人的，

等候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他也必堅固你們到底，叫你們在我們主

耶穌基督的日子無可責備。」（哥林多前書 1:4-8） 

 
「(我)就為你們不住地感謝上帝。禱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們，求我們

主耶穌基督的上帝，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

使你們真知道他，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

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並知道他向我們

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

大力，使他從死裏復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以弗所書

1:16-20）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使

你們能分別是非，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並靠著耶穌基

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腓立比書 1:9-11） 

 
「因此，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就為你們不住地禱告祈求，願你們

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好叫你們行事為人

對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漸漸地多知道上帝；

照他榮耀的權能，得以在各樣的力上加力，好叫你們凡事歡歡喜喜地

忍耐寬容」（歌羅西書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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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從他得名。) 求他

按著他豐盛的榮耀，藉著他的靈，叫你們心裏的力量剛強起來，使基

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裏，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能以和眾聖

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

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以弗所書 3:14-19） 

 
這聽起來不太像平時星期三的禱告晚會。保羅是一個勇士，他勇於為宣揚福音而

爭戰，他敢於教導眾人，帶領他們與基督建立真正改變人生的關係。他帶着能力

禱告，相信上帝既會且能夠以其大能來回應他的禱告。 
 

在禱告會和安息日早上的代禱時刻提出一般的代禱事項，如疾病傷患，為要做手

術的，為工作的，為摯愛的經濟狀況，是沒有錯的。上帝邀請我們在禱告中獻上

我們的任何事情，但我們亦需要熱切地為別人禱告，祈求他們與上帝建立關係，

祈求他們能夠影響世界。保羅為別人祈禱這些事情，他抱著永恆的心思意念禱

告。 

 
我們經常忘記自己是活在一場爭戰中，敵人想摧毀我們，吞沒我們。這敵人不只

是引誘我們犯罪，聖經清楚告訴我們：他出來是要宰殺、盜竊、摧毀。我們只要

相信上帝告訴我們是誰，並確信祂是自有永有，堅信祂呼召我們過影響世界的生

活，就能叫敵人感到害怕，他要付出一切叫我們灰心，把目光遠離上帝，放在其

他事情上——電視、互聯網、社交媒體、工作、健康、朋友，為要使我們感到懼

怕和不安。 
 

他嘗試阻止我們為別人作有力的禱告——叫我們放棄為別人及他們的得救而戰。

保羅為以下的特定事項做禱告，為別人爭戰： 

 
1. 保羅對自己的禱告對象表示感恩：他的開場白經常對自己的禱告對象表示

感恩。他「就為你們不住地感謝上帝。」他特別向他們列出一些感恩的事

情。當我們從感恩開始，心思意念就會隨之改變。當我們為家人、朋友、

同事、難相處的人、及上帝帶領我們在社會中認識的人獻上感恩時，就能

使我們用不同的角度看他們，更可以從上帝的角度來看得更多。 

 

2. 保羅為別人與上帝的關係禱告：他在禱告中懇求得到智慧、知識、體諒和

屬靈的眼光。他想別人認識上帝、祂的豐盛、權能、榮耀，並因認識及信

靠祂的應許而得到的盼望。保羅也懇求上帝讓他們充分了解祂的愛，同時

對他們說明上帝的愛「過於人所能測度的」，祂的愛比我們所知所了解的

更大。 

 
3. 保羅祈求別人能夠影響世界：他祈求各人的愛心在各方面「都能增長」，

讓他們做「作誠實無過的人，」叫他們贊同一切事物的美好之處，並使他

們心中滿有公義的果子。保羅懇求上帝使他們在各樣善行上多結果子。他

渴想見證他們是完全得蒙上帝喜悅，並有效地分享信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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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像保羅一樣去為他人禱告，以他為榜樣，甚至以他在聖經所提到的禱告

大綱來祈求上帝。 
 

1. 從感恩開始：你為特定對象禱告的時候，也為他們獻上感恩；因為在他們

身上看出特別的事情，也要因上帝藉著他們作工而讚美祂。 

 
2. 為別人與上帝同行禱告：我們可以為別人祈求很多東西：工作、人際關係、

經濟、健康，但沒有比與上帝建立關係更重要的。除非我們為別人的得救

禱告，否則就很容易忘記這點。保羅一直為那些願意一生降服於上帝面前

的人祈求。你是否不清楚為何事禱告麼？那麼，當為你的禱告對象祈求時，

可以借用保羅的禱詞和經文作引導，以上帝的話禱告，並使用這禱詞作出

個別需要的調整。 

 
親愛的天父，我(們)滿心感謝祢，因祢在基督耶穌裏賜給我(們)有恩惠；我(們)

懇求祢叫自己在祢裏面，讓自己凡事富足，有全備的口才、知識，我(們)會
為基督作見證，使別人的心得以堅固，好使自己在恩賜上沒有一樣不及人
的，並渴想耶穌基督的顯現。願祢讓我(們)堅固到底，叫自己在耶穌基督的
日子無可責備。(依據 哥林多前書1:4-8 改編) 

 

3. 為信徒的影響力禱告：祈求各人對周邊的人發揮影響力，並能彰顯基督。

祈求他們得到上帝所賜予的恩賜並善用這些恩賜來服務別人，祈求他們在

生命中結出聖靈的果子。祈求上帝把合適的人帶進他們的生命裏，使他們

看出這是美好機會，能更有效地服事這些人。 
 

當你傚法保羅禱告的時候，要相信上帝會聆聽和應允禱告。並提醒自己是一位禱

告勇士，上帝把人帶進你生命中，你便要為此爭戰。你求告上帝以得蒙應許，好

使你能夠帶著力量禱告，並切實地相信你是與上帝並肩，為贏取人的心靈努力。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腓

立比書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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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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音樂可以引領人進入敬拜的心境，開始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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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禱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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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後禱告主要專注在人的身上，提醒參加者這是禱告的時候，不是

閒談的時候，故此毋須太具體地說出細節及要求。 

 午後禱告的主題是「改變世人的禱告」。引用保羅的例子，讓我們

為家庭，朋友，彼此，及社區禱告。 

 
領禱者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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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時刻是首要的，但也利
用這機會來教導大家如何合一地禱告。 

 
禱告時間：禱告大綱「為世人禱告」可供參考。領禱者可以依據大綱，透過禱告

來引導參與者。 

 

結束：禱告大綱以讚美和感恩作結。挑選一兩首以讚美為主題的詩歌來結束午後

禱告時光。 

 

一些教會可能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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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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人禱告」大綱 
 

開始：先將時間交託給上帝，祂擁有一切權柄，求祂引領我們的心，通過禱告來

勸導，鼓勵，挑戰和肯定大家。也邀請其他人獻上委身的禱告，把這個時間全然

交託上帝，讓祂帶領。求祂幫助我們以真誠敬拜祂，並學習在我們面對的每一場

爭戰中倚靠祂。 

 
提醒戰爭的存在。提醒參與者，有一個敵人試圖摧毀我們，包括那些我們正為他

們禱告的人。我們是禱告勇士，與上帝並肩為祂交託給我們的人的救贖而戰。 

 
由感恩開始。邀請會眾提出共同的感恩禱告，由教會開始，然後是社區和那些上

帝希望福音可達的人。提醒他們，如果需要幫助，可以宣稱保羅的感恩禱告。（發

給每個人一份以下的「禱告時使用的經文」。） 

 
為人們與上帝的關係禱告。容許默禱片刻 – 至少10分鐘 – 藉著經文，祈求上帝

向他們展示祂希望他們代禱的人。以你的禱告方式為榜樣，以下「禱告時使用的

經文」提供了宣稱和祈禱的經文，讓會眾透過祈求智慧﹑知識﹑理解﹑洞察﹑去

認識上帝 – 祂的豐盛﹑權力﹑榮耀和愛 – 以及藉著認識上帝並相信祂的應許所

帶來的希望。 

 
祈求會眾能親身認識上帝。我經常祈禱他們會像人類一樣親密地認識祂。祈求上

帝以無可推諉的方式揭示自己，以強而有力的方式表達祂對他們的愛。你也可以

祈求他們願意學習和祈禱，求上帝向他們開啟祂的話語並給予他們智慧去理解，

並祈求聖靈的澆灌。 

 
邀請會眾以自己話語來禱告，以保羅的例子為出發點，但強調這些並不是唯一可

以祈禱的東西。 

 
為他們對周圍的人的影響力禱告。上帝賜給我們各人不同的恩賜和能力，不僅是

為了服務教會，也是為了向別人彰顯上帝，祂吩咐我們和別人分享祂施行在我們

身上的作為。邀請會眾同心為教會及其對周圍社區發揮影響力禱告，祈求教會能

結出聖靈的果子，並對那些尚未認識上帝的人表示熱誠及滿有異象。 

 
邀請會眾默禱，為其個人以及其對世界的影響禱告。給他們足夠的時間，記住我

們今天下午在教堂聚集，不僅是為了祈禱，而是希望會眾能學習，以至在日常生

活中成為有力的禱告勇士。這類共同的禱告能提供工具，例子和經驗，可以增加

個人的禱告時間，繼而影響教會。 

 
以宣稱上帝的應許作為結束。當結束時，邀請會眾同心獻上感謝，因祂是上帝，

並藉這個禱告所作的一切感謝祂，鼓勵會眾宣稱上帝垂聽及回應禱告的應許。 

 
以感恩讚美的詩歌作為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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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時使用的經文 
保羅的禱告 
 
感恩的禱告 

 
「我常為你們感謝我的上帝，因上帝在基督耶穌裡所賜給你們的恩惠。」哥林多

前書 1:4 

 
「(我)就為你們不住的感謝上帝，禱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們。」以弗所書 1:16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上帝，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

喜的祈求，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腓立比書 

1:3-5 
 
「我們感謝上帝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常常為你們禱告，因聽見你們在基督耶穌

裡的信心，並向眾聖徒的愛心，是為那給你們存在天上的盼望，這盼望就是你們

從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聽見的。」歌羅西書 1:3-5 

 
「我們為你們眾人常常感謝上帝，禱告的時候提到你們。在上帝我們的父面前， 

不住的記念你們因信心所作的工夫，因愛心所受的勞苦，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

所存的忍耐被上帝所愛的弟兄啊，我知道你們是蒙揀選的。」帖撒羅尼迦前書 

1:2-4 
 

「弟兄們，我們該為你們常常感謝上帝，這本是合宜的。因你們的信心格外增長，

並且你們眾人彼此相愛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們在上帝的各教會裡為你們誇口，

都因你們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難中，仍舊存忍耐和信心。」帖撒羅尼迦後書 1:3-4 

 

「我感謝上帝，就是我接續祖先，用清潔的良心所事奉的上帝。祈禱的時候，不

住的想念你，記念你的眼淚，晝夜切切的想要見你…想到你心裡無偽之信…」提

摩太後書 1:3-5 

 

「我禱告的時候提到你，常為你感謝我的上帝，因聽說你的愛心，並你向主耶穌

和眾聖徒的信心。」腓利門書 1:4-5 

 
 
與上帝保持緊密關係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上帝，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

使你們真知道他，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裡復活，叫他

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以弗所書 1: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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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就為你們不住的禱告祈求，願你們在一切屬靈

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上帝的旨意。」歌羅西書 1:9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從他得名，求他按著他豐盛的

榮耀，藉著他的靈，叫你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

心裡，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

深，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

以弗所書 3:14-19 

 
 
影響世界的禱告 

 
「又因你們在他裡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識都全備，正如我為基督作的見證，在

你們心裡得以堅固，以致你們在恩賜上沒有一樣不及人的。等候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顯現，他也必堅固你們到底，叫你們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日子，無可責備。」

哥林多前書 1:5-8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使你們能

分別是非，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

子，叫榮耀稱讚歸與上帝。」腓立比書 1:9-11 

 
「...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漸漸的

多知道上帝，照他榮耀的權能，得以在各樣的力上加力，好叫你們凡事歡歡喜喜

的忍耐寬容。」歌羅西書 1:9-11 

 
「因此，我們常為你們禱告，願我們的上帝看你們配得過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

就你們一切所羨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作的工夫，叫我們主耶穌的名，在你

們身上得榮耀，你們也在他身上得榮耀，都照著我們的上帝並主耶穌基督的恩。」

帖撒羅尼迦後書 1:11-12 

 
「願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效、使人知道你們各樣善事都是為基督作的。」

腓利門書 1: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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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從監獄中神蹟地獲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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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總會「藉禱告合一」協調人 Melody M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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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