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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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什么最重要

的话要对他们说？ 

 

当耶稣被钉十架后，升天之前，也是处于同样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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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现祂的话围绕着几个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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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这个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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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想完全禁食，你

可以只禁食甜点或节制使用社交媒体，或者暂时吃一些清淡的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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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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指南 
 

当日安排： 

 

 「祷告大有功效」的灵修／证道已包含在此资料的附录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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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手册已提供了午后祷告程序指南。我们建议用 1-2 个小时进行祷告，可

能也有不少人计划用整个下午祷告，尽管让圣灵指引。 

 至少提前一周把数据与教友分享，便于大家理解禁食祷告并选择适合自

己的禁食方式。详情请参考附录的讲义。 

 复印「祷告大纲----祷告倡议」与「祷告时间----证言讲义」，把笔记派发

给参加者。 

 

阅读经文：以弗所书 3:20 

 

儿童故事推荐：讲述耶稣如何运用他行奇迹的能力来帮助他人 

 

重点强调： 

 简述一个耶稣行神迹的故事。 

 耶稣能行任何神迹（医治、喂饱人群、使死人复活）。 

 耶稣总是无私地服务他人，从不为服务自己。 

 耶稣本可以呼召一万名天使来拯救祂脱离审判和十字架，但如果祂

没有死在髑髅地，就无法救赎我们，而完成救赎是祂最大的喜乐。 

 如果我们跟随耶稣，我们最大的喜乐就是为他人工作。 

 上帝喜欢回答我们的祈祷，特别在当我们为祂作工和帮助他人时。 

 

 

问孩子们最想为谁祷告，并与他们一起为这些人作简短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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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指南 

地点：可以聚集在教堂，户外的就聚在树下，或者如果人不多，也可以找一个

不受干扰的房间。 

 

开始：音乐可以引领人进入敬拜的心境，开始时唱几首大家喜爱的敬拜诗歌，

可以帮助大家心生敬意，也可鼓励大家寻求上帝。邀请组员简单分享三十秒有

关上帝响应祷告的见证，或在过门时赞美上帝。 

 

欢迎：领祷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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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祷告前仔细谈论祷告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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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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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时仰望天上，大声祷告，让其他人能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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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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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8:19）。 

 在祷告中宣称耶稣为义的人生、耶稣的牺牲与祂的事工。（约

14:14；启示录 8:3） 

 在祷告中（马太福音 6:9-13）尽量用集体性的「我们」，而不用

单指自己的「我」。 

 午后祷告的主题是「祷告倡议」。在开始时轮流读出证言讲义，

然后为家人、朋友、各人和世界祷告。 

领祷者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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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时刻是首要的，

但也利用这机会来教导大家如何合一地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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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修主题：如果讲道／灵修材料没有提前分享，协调人或领祷者可在祷告时间

前先阅读。 

 

祷告时间：祷告大纲----「祷告倡议」可供参考。领祷者可以依据大纲，透过祷

告、证言讲义和祷告大纲来引导参与者。 

 

结束：祷告大纲以赞美和感恩作结束。挑选一两首以赞美为主题的诗歌来结束

午后祷告时光。 

 

一些教会可能会在祷告结束后聚餐并恢复正常进食。请尽量选择简单食物，但

可以稍微布置餐桌，营造出特殊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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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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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一月四日 禁食祷告日 灵修思想 

祷告大有功效 

 

我知道祷告有效。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侯，刚踏进千禧年之际，我的脊椎受伤

了，我感到疼痛，而这也为生活带来了麻烦。我去看医生，但他也帮不了我。

整整一周我的脊椎非常疼痛，所以我只能缓缓坐着或一瘸一拐地走路。每天我

的痛楚都愈发增强，最后我上不了班。 

 

在大学时期，我是个文字布道士，赚钱同时分享信仰。几天后，我原本应该要

去内华达州的雷诺，与另一群文字布道士一起工作。我知道我将没法挨家挨户

工作了。为什么上帝没有医治我，让我可以工作并拯救生灵呢？ 

 

我突然想到一节我曾背诵的经文，在马可福音 11:24 耶稣曾应许，「所以我告诉

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决

定抓住这个这应许。我想如果上帝要我为衪作工，衪就有责任医治我，让我有

能力工作。如果祂选择不这样做，我也不用为此担心。我已准备好接受衪的旨

意，于是我跪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宣称这个应许。 

 

我向上帝陈明我的痛楚但同时想为祂作工。按马可福音 11:24，我告诉上帝我相

信祂能医治我，然后把自己交上。我求上帝按祂的旨意奉耶稣的名医治我。经

过简单的祷告后，我说：“阿们。” “阿们”刚刚出口，我就感到有一只手在

背后摸着我的右肩，一股医治的力量从脊椎往下流到脚底。我站了起来，发现

痛苦完全消失了。我挨家挨户地去卖书了！ 

 

祷告的确大有功效。当我在神学院读书时，妻子怀了第一胎。我们都忙于侍奉

和学业，很需要睡眠。宝宝出生前，我们跪下来祷告，祈求主让孩子在晚上能

熟睡。这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而是为了可以继续健康地为上帝有效工

作。 

 

上帝大大地回应了这个祷告！我们的长女每晚平均睡十一个小时。有时她会睡

上十四个小时，我们甚至担心她不会醒来！我们照样为后来的三个孩子祈祷，

他们平均每晚都能睡十一个小时。我们从来不用熬夜照顾宝宝！ 

 
祷告的确有效。在神学院的某一天，我需要为妻子和孩子买东西，但是我只有

两美元和一些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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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丈夫和父亲，我无法为家人提供更多金钱，我感到很羞愧。我想起在腓立

比书 4:19 的圣经应许：「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

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还记起提摩太前书 5:8 说道，「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

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我想如果上帝是我的父亲，祂不会供应我所需的吗？我跪下来作了一个简单的

祷告：「父亲，在腓立比书 4:19 你应许会供应我一切所需的。我需要养活家人，

但是我却没有钱。你曾说人若不看顾自己的亲属，就是背了真道。你是我的父

亲，你知道如何供应予你的家人。我是你家庭的一员，你向来遵守承诺，请今

天把我所需的都赐给我，让我可以养活家人。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当我在大学印刷店完成工作的那天晚上，我们拿着微薄的收入，开车去城里最

便宜的杂货店想要买几样东西。当时已经日落了，一位大学生骑着小了两码的

自行车，向我询问城里一家售卖更健康、定价较昂贵的食品杂货店方向。 

 
我开始指路，但因为天快要黑了，我把她的自行车放上我们的货车，打算开车

把她送到那里去。其实只有一英里的路程，但我们车所剩余的汽油，不足负担

前往那商店，再折回较便宜的商店这里。于是我们决定在定价较昂贵的食品杂

货店（是我们先前避开的商店）买东西。 

 

当我们走进灯火通明的商店时，一位女士把我们拦在商店里的蔬果部和通道之

间。她是我曾带领的一个圣经研究小组的成员。经过简单问候，她说：「很高

兴见到你！我一直想把这个给你！」接着把一点东西塞进我工作服的前口袋。

我向她谢过，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们分别了。我往衬衫口袋里看一看，我

看到了一张笔直对折了的一百美元新钞票。顿时我们觉得自己是最富有的人！

我们赞美上帝，并开始把蔬菜、水果、谷物，以及一切所需的物品们通通放进

购物车里。当中的感恩和喜悦无法描述！ 

 

拿了所需要的东西后，我们和初生宝贝女儿一起排队付款。有一个友善的男人

站在我们后面的两个位置，与我们展开对话。他问我在哪里工作，我如实回答。

他说他来这个城是为了去女儿的毕业礼，这是他第一次来这里。他问我神学院

怎么样。他自问自答说：「很难，是不是？」我想也许我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很

好的学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响应。他向前走，说：「我是指经济上，」他跟

先前的女士一样，把一点东西往同一格子衬衫口袋里塞。我向他谢过，并不知

道他放的是什么。当我要为食品杂货付款时，我看到了第二张，同样一张笔直

对折了的一百美元钞票。真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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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那天早些时候宣称上帝的应许时，衪就派骑自行车的大学生来帮助我们，

带领我转去了一家我们根本不会去的食品杂货店，然后在同一个衬衫口袋里，

衪给了我们两次一百美元，其中一半是来自不会再见的陌生人！上帝是大能的

上帝！祂是如此的恩慈、善良且充满慈爱！ 

 

祷告的确有效。你可能有上帝响应祷告的个人宝贵故事要与他人分享。我乐意

作上帝的孩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祷告。我爱祷告不是因为我们能得到有形

的祝福罢了，而主要是因为能有恒久的保证，就是有一位天父，祂在乎并爱我

们。没有什么比跟上帝说话，和从祂的话语、圣灵和丰盛的慈爱中得着回应更

甜美了。 

 

每当我阅读或听到有关上帝响应祷告，那不可想象的故事时，我都会想：「上

帝，我也想认识你！请改变我的心，让我听到你的圣灵并体验你在我生活作的

工。」 

 

没有事情让一个人的价值比另一个人高，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祂爱我们每

个人。正如彼得所说：「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

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使徒行传 10:34，35）。无论我们是谁，如果我们都

遵行祂的话，祂那奇妙的祝福今天就能属于我们。如果你想与上帝有更深的经

历，今天就向祂求。「一个人若能忘掉自我，让圣灵运行在他心中， 过完全献

身的生活，他的贡献将是无可限量的。」（历代愿望原文 250, 251 页） 

 

祂的作为甚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弗所书 3:20）。祂的意念非同我们

的意念；祂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以赛亚书 55：8）。我们只需要站立在应许、

上帝的慈爱里，宣称祂所赐下圣灵予我们、教会和世界的应许。我想不断经历

那种永恒的祝福。 

 

早期的基督教教会和早期复临信徒也经历了上帝的大能。不管上帝行了多少神

迹，祂的能力都没有减少。前面还有摆着更多祝福！天父想把未被发现的宝藏

都给你！因为耶稣死在髑髅地，借着圣灵，来自天堂丰富的恩惠会倾泻予凡寻

问、寻求和敲门的人。那些人专心寻求祂，就必寻见。（杰里迈亚书 29:13）你

会宣称这个应许吗？为何不现在就把这个决定告诉上帝，求上帝祝福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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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时间----证言讲义 
 

教会证言，卷六，原文 308-318 页 

 

基督十分乐意将表面上没有什么希望的材料，就是撒但所败坏而用为他工具的

人，变成祂恩典的对象。祂乐意救他们脱离苦难，以及那要临到不顺从之人身

上的忿怒。祂使自己的子民成为祂的工具，去完成这圣工，并且在工作的果效

中，连在今生也可寻得珍贵的报偿。  

但若与他们将得到的最后显示万事的大日之快乐相比较，他们在今生所享有的

快乐，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

就要面对面了。」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们

一样 （林前 13:12)。  

基督的工人进来享受主的快乐，乃是他们的报偿。基督也曾亲自切心渴慕这快

乐，在祂向天父的祷告中，曾祈求说: 「父啊，我在哪里，愿祢所赐给我的人也

同我在那里」（约 17:24)。  

耶稣复活后升天时，天使等候迎接祂。天军切心欢迎他们所爱戴的元帅从死亡

的囚狱中回来。祂进入天门时，他们热烈拥护祂向前，但祂却挥手令他们退后；

因祂的心这时还是与所撇在橄榄山上的孤苦忧伤的门徒同在。祂的心还是为自

己在地上奋斗，就是同与那毁灭者争战的子民同在一起。祂说: 「父啊，我在哪

里，愿祢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  

基督所救赎的子民乃是祂的宝石，是祂珍福，祂特殊的财富。「他们必像冠冕

上的宝石」----「祂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亚 9:16；弗 1:18)。

在他们身上「祂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赛 53:11)。 

主的工人见到自己劳苦的效果，岂不也要喜乐么？使徒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

的信徒说: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

来的时候，你们在祂面前站立得住么？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

（帖前 2:19-20)。他也劝勉腓立比的弟兄们，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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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 2:15-16)。  

圣灵在人心中引人行善归向上帝的每一推动，都记在天庭的册子上，在上帝的

大日，凡曾献己作圣灵工具的人，都可得蒙允许见到自己一生所行的事迹。 

那穷寡妇把两个小钱投入到主的府库中，她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自我

牺牲的榜样，在各地和各时代成千上万人的心中引起了反响。从尊贵和卑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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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和富人那里，都有礼物归到上帝的府库中。这已帮助用来维持布道工作，

建立医院，使饥饿的人得食，使赤身的人有衣，并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通过

她无私的举动，众多的人都蒙了赐福。在上帝的大日，她会见到所有这些工作

的影响。马里亚献给救主的宝贵礼物也是一样。曾有多少人因记起那被打破的

香膏瓶而受鼓舞，去做爱心的服侍啊！当她看到这一切时，会多么欢喜啊！ 

那时，圣洁感化力及其宝贵的效果，都要奇妙地显现出来，历历在目。那时人

们在天庭中遇见我们，并明白我们曾怎样为使他们得蒙拯救而表示的同情及亲

爱的关切，他们就会何等的感激啊！一切的赞美，尊贵和荣耀都要归于救赎我

们的上帝和羔羊，然而向上帝用来拯救将亡之人的媒介所表示的感激之情，决

不会减损主的荣耀。  

赎民要迎见并认出那些引领他们注意被举起来之救主的人。他们能与这些人交

谈，是何等的有福啊！有人要说: 「我原是罪人，活在世上没有上帝，没有指望，

后来你到我那里。引导我注意宝贵的救主，作我唯一的盼望，我就相信祂，悔

改了我的罪，得以与众圣徒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坐在天上。」还有些人要说: 「我

原是住在外邦的一个拜假神的人，你离开亲友和舒适的家乡，前来教导我们如

何找到耶稣，相信祂是唯一的真神。我毁弃了偶像，敬拜上帝，现在我能与主

面对面相见，我是得救了，永远得救了，永远得见我所爱的主了。我先前只能

用信心的眼睛看见祂，现在却能亲眼见祂了。我现在可以向那位爱我并用祂的

血使我洗凈罪恶的主，表示对祂救赎恩典的感谢之忱。」  

另一些人将向那些曾使饥饿的人得食使赤身的人得衣的人表示感激。他们要说: 

「当我的心在不信中被绝望所捆绑时，主差你到我这里来，向我说希望和安慰

的话。你给我带来肉体所需要的食物，又向我打开上帝的话，使我觉悟属灵方

面的需要。你待我如同弟兄。在我忧伤时，你同情我，并恢复我被打击受伤的

心灵，以致我可以握住基督所伸出来拯救我的手。我在蒙昧无知时，你耐心教

导我，使我知道有一位父在天上关怀照顾我。你向我诵读上帝圣言的宝贵应许。 

你激发了我里面的信心，使我相信祂愿意救我。当我思念基督为我所作的牺牲

时，我的心就软化，屈服，破碎了。我变得渴慕生命的粮了，对我的心灵来说，

真理成了最宝贵的。我现在得救了，永远得救了。永远活在主面前，赞美为我

舍命的主。 

当这些得救赎之民与那些曾为他们心负重担的人彼此相会问候时，那是多么地

快乐啊！那些在世上不为自己的快乐而生活，而为使少有福乐之不幸者蒙福而

生活的人，他们该是何等心满意足啊！他们将要体会以下的应许: 「你就有福了，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路

14: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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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乘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布的产业养

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赛 58:14)。 

「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创 15:1）。 

「我就是你的分，是你的产业」（民 18:20)。  

「我在哪里，服事我的人也要在哪里」（约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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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大纲----「祷告倡议」 
 

开始：以下的祷告主题来自证言讲义，小组应一起或个别地阅读。领祷者将把

祷告题目分配给组内成员，或个别地询问每个组员想按哪些主题祷告。志愿者

应按所负责的题目，在以下空白处写下名字，领祷者也应记下这分工。领祷者

可以借着开会祷告，感谢上帝让现场每一位都能参与，求主祝福每一颗心。在

开展为新的题目祷告前，大家应尝试大声和应先前的内容。保持个人祷告简

短、在两分钟内。 

 

1. _______ 感谢上帝乐意使用被撒但败坏的人、把他们转变成自己的器皿、变

成祂恩典的对象（罗马书 5:8）。 

2. _______ 祈求上帝让我们成为祂的使者，去完成祂的工（使徒行传 1:8）。 

3. _______ 祈求我们为救灵而进入基督的喜乐（希伯来书 12:2）。 

4. _______ 感谢主，我们在地上与毁灭者抗争时，祂的心与我们同在（以赛亚

书59:19）。 

5. _______ 祈求我们不久后能在天国与耶稣一起（约翰福音 17:24）。 

6. _______ 感谢主耶稣为我们受难和爱我们（以赛亚书 53:11）。 

 

十分钟自由祷告时间：最后一名志愿者完成时，可以开始自由祷告，把其他的

代祷事项交上。领唱者唱一节诗歌以完结自由祷告时间。 

 

7. _______ 祈求上帝的教会成为「无可指摘和诚实无伪，」去「将生命的道表

明出来」（腓立比书 2:15, 16）。 

8. _______ 祈求成为圣灵作工的工具（哥林多前书 12:6, 7）。 

9. _______ 祈求我们能像那个奉献两个小钱的寡妇般愿意牺牲。 

10. _______ 祈求我们能像那位用膏抹耶稣脚的马里亚般愿意牺牲 

11. _______ 祈求我们将罪人引导到救主那里（约翰福音 12:32）。 

12. _______ 祈求我们去愿意前往上帝所领去的任何地方，以分享耶稣的福音

（马太福音 28:19）。 

 

十分钟自由祷告时间：领唱者唱一节诗歌以完结自由祷告时间。 

13. _______ 祈求我们可以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食物和衣服，并把上帝的话与他们

分享（雅各布书 2:15, 16）。 

14. _______ 祈求我们能对失丧的人有承担（路加福音 19:10）。 

15. _______ 感谢上帝，义人复活的时候能得到赏赐（路加福音 14:14）。 

16. _______ 感谢上帝，我们能够乘驾地的高处 （以赛亚书 58:14）。 

17. _______ 感谢上帝，祂是我们的盾牌，并「必大大地赏赐」我们（创世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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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18. _______ 为教会领袖和代表准备全球总会代表大会祷告。 

 

五或十分钟自由祷告时间：用时间感恩和颂赞，然后以祷告结束。愿上帝赐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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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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从监狱中神迹地获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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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请以祷告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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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祷告与禁食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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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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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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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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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舌的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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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