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罗10:11-13, 14:1-13

接纳

神接纳所有凭着信心来就近祂的人。

祷告
1. 孩童和青少年将要经历祂的接纳和恩宠。
2. 教会当作为伸延至各方各族的管道。

当我们进入这禁食祷告的季节之际，让神居首位，因祂的道路
高过我们的道路，祂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祂应许这是一个

3. 各方各族将要学习接纳彼此文化里的差异，
并且要在多元性中寻求合一。

今日的行动
以敞开的心态倾听某人的意见。

有祂同在的新季节。

15

代下 12:32; 赛 11:1-3; 弗 1:17-23

理解

认识神意味着我们必须了解祂的时间和季节。
培养
对圣灵有更深的认识是必要的，因为祂是满有诸般
的智慧和理解的灵。

祷告
为神召总会的核心委员(EXCO)，五重职份，教
会牧长及领袖代祷(徒 6:3-4)
1. 有好名声。
2. 满有圣灵的充满和智慧。

3. 成为喜爱祷告和满有神话语的男人和女人。

今日的行动
聆听圣灵。

17

诗 103:1-5; 雅 5:16; 约壹 1:9

饶恕

感谢神，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时，祂饶恕我们。彼此
认罪使我们得着医治，并且当我们彼此饶恕的时候，
上帝要释放祂的大能在我们中间。

祷告
1. 愿意彼此饶恕。

2. 患病者得医治(雅 5:16).

3. 宽恕自己，忘记过去，继续前进。

今日的行动
若冒犯了别人，要请求对方的原谅。

19

恢复就是将某些事物修复为原本状态的过程或行
动，重建和修复已破损的是神的心意(祭坛、关系等
等)。

3月31日
4月20日

启 21:5

2019

祷告
1. 恢复我们对神起初的爱。

2. 恢复个人、家庭、教会和领土的祭坛。
3. 恢复神对马来西亚的救赎计划。

今日的行动
承诺爱神和人，寻求建立神圣的祭坛。

20

此手册仅是一个祷告指南，当您花时间与神共处并以经文祷告

徒 15:16-17; 珥 2:21-27

恢复

腓 2:5-11

参与

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上，为使我们与父神和好。祂
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但第三天祂复活了！让我们
一起参与完成神最后的命令，即大使命
(太 28:19-20, 可 16:15)。

时，让圣灵引导您进入更深的敬拜和代祷。认识上帝的百姓是
行事刚强且有基督的样式的，并且为神成就大事

祷告
1. 每位信徒皆能使人作主的门徒。

（但11:32b）。

2. 每位信徒皆能有效地贡献社会。
3. 每间教会都能够成为上帝的光。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

今日的行动
分享您的见证。

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赛 43:19
一个有基督样式的教会能影响和转化社区、城市和国家。

14

林后 9:6-15

慷慨

我们的神是慷慨的，让我们以慷慨的态度和慷慨的
捐献而闻名。

祷告
1. 每位信徒都成为慷慨乐意的捐献者。

2. 每间教会都乐意捐献并以此接触社群。
3. 毫不吝啬地分享爱与怜悯。

今日的行动
在需要的时刻，有智慧地献出时间和金钱。

16

诗 121

随时献上自己

无论白天或黑夜，神用慈绳爱索牵引我们。

祷告
1. 感谢神每日的同在。

2. 我们随时候命回应上帝的呼召并服侍祂。
3. 在神的国度里操练仆人的样式。

今日的行动
向神说“是”以顺从神的感动和引导。

18

路 12:22-31

珍惜

天父看我们为宝贵。因此我们也要看待天父、祂的
话语和祂的国为至宝。

祷告
1. 珍惜他人和自己。

2. 珍惜神所赐予的关系。
3. 政客珍惜国民和国家。

今日的行动
选择不要忧虑。

21

可 16:14-19; 启 21:1-7

得胜者

耶稣复活了!祂是我们有福的盼望和得胜者！让我们
欢庆上帝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同时也学习成为一
位得胜者，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约 16:33)。

祷告
1. 因着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启 1:18)。
2. 因祂是我们的神，我们是祂的子民。

3. 因祂使一切都更新‒ 对于个人，家庭，教会
和国家。

今日的行动
成为得胜者 - 凡事赞美神(约壹 4: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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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禁食？

诗 103:8-18; 哀 3:22-25

怜悯

神对我们是满有怜悯的，虽然我们不配得。

请遵守以下规则，以确保进入全体合一的祷告。

• 阅读每日的灵修手册和默想经文。
• 花时间寻求主，安静你的心聆听祂的声音。应用祂的话语来为列出的事项
祷告。
• 务要以祷告的心志、态度面对日常在家、在校或在工作岗位的生活。常常多
用方言祷告。
• 减少你日常生活的活动，避免进行剧烈的运动。

感恩
1. 因着神赐予我们、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教
会的怜悯。
2. 神对我们国家持久的怜悯。
3. 因神对于我们的恒久忍耐。

今日的行动
履行怜悯的行为。

03

约壹 4:7-19

神的爱 (AGAPE)

神的爱(AGAPE)是一种实际的爱，耶稣藉着走向十
字架来证明，祂赐给我们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使我
们有能力活出爱的生活。

祷告
1. 行善要在基督徒家中开始。

2. 教会当彼此相爱(约 13:34-35)。

3. 教会当爱和祝福国家(提前 2:1-2)。

今日的行动
无条件帮助有需要的人。

05

西 2:1-10; 林前 16:13

坚定不移

坚定意味着固定到位、永不改变、坚定在信仰上。神
对我们是坚定不移的，让我们对神也一样地坚定不
移，特别是在末后的日子里。

为世代祷告
1. 坚定强大的信心。
2. 坚定巩固的关系。
3. 坚定稳妥的问责。

今日的行动
察验内心:我是否坚定不移?

07

诗 36:5-11

信实

我们信实的神是配得我们全心的信靠。

祷告
1. 神加添我们对祂的信心。

2. 我们要以善行的行动操练信心(雅 2:17)。
3. 我们将有信心创造奇迹。

今日的行动
为一个特定的需要信靠神的回应。

09

太 11:28-30; 腓 4:5

温柔

当我们互相联系交流时，让我们要灵巧像蛇、温驯
像鸽子。

祷告
1. 求主赐予安静和温柔的灵。

出 33:19; 太 9:35-38

11

怜恤

耶稣的怜悯 (深切同情) 导致祂有所行动。
祂医治各
样的病症、瘸腿的、瞎眼的和叫被鬼附的得释放。

2. 被激怒时要以温柔回应。

祷告
1. 对失丧灵魂有怜悯之心。
2. 神差派工人到禾场收割。

今日的行动
对那些激怒您的人要以温柔回应。

今日的行动
探访患病者/有需要者。

3. 柔和地交谈和沟通。

3. 神拯救失丧的灵魂。

• 除了禁食以外，也要禁止接触使自己分心的事情，例如:电视节目，电脑游戏
等。

21

你可以随着圣灵的引导而自由地禁食。

全禁食

24小时完全不吃固体食物，只饮用

水。
如果你想要持续禁食21天以上，
必需要在进行禁食以前獲得医生的
建议。

一日之内某些时段不进食固体食

物，只饮用水。禁食的时段是12个
小时：从上午7时至下午7时。禁食
活动结束时，你可以进食一些简单

单餐禁食

每天舍弃进食一餐，例如：午餐、晚

餐。
一餐禁食的操练，须持续进行至
下一餐。

天禁食祷告

部分禁食

的食物。

但以理禁食

禁止进食有关肉类和自己喜爱的美
食。
只吃少量的蔬果和果汁。
你可安
心以10天一循环作为操练。

02

弗 2:1-10

恩典

神既然无条件恩待我们，因此我们也当彼此恩待和
谅解。

祷告
1. 我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恩惠温和，好像用
盐调和(西 4:6)。
2. 教会将反映神的恩典。
3. 神的恩典将会影响政府和社区。

今日的行动
富有“恩惠的意念”之思想。

04

提后 2:14-21

认可

我们生命的动力就是讨神喜悦并在我们一切所行上
得着神的认可
“好，
(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太 25:21) 。

祷告
1. 与其寻求人的认可不如寻求神的认可。
2. 以正确动机来服事神和服事人。
3. 学习表达对善行的认可。

今日的行动
察验内心: 我的动机是什么?

06

得 1:16-17; 太 6:24,33

忠诚

忠诚对待神托付于我们的人，培养对彼此的忠诚和
尊重。

祷告
1. 神要在每位信徒中培育忠诚。

2. 对上帝忠诚、对彼此忠诚、对教会忠诚、对
国家忠诚。
3. 忠于所托付的任务。

今日的行动
思考: 忠诚是我的生活方式吗?

08

番 3:17; 诗 40:8-10

喜悦

耶和华喜悦敬畏祂并爱祂的人。

祷告
1. 渴慕阅读神的话语并以神为乐。
2. 教会要敬畏神。

3. 社区和执政掌权者要敬畏神。

今日的行动
要拥有“上帝同在”的意识。

10

诗 63:1-8; 路 6:35

良善

神是慈爱和良善的，因此我们也要彼此以良善和温
柔对待。

祷告
1. 家庭成员彼此良善对待。

2. 教会要以良善对待受苦者。
3. 善待和宽恕自己和冒犯者。

今日的行动
履行良善之举。

12

罗 15:1-6; 传 7:8

忍耐

忍耐是其中一个圣灵的果子。我们可以操练忍耐因
为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

祷告
1. 处理困难的人和环境要有耐心。
2. 等候神的应允要有耐心。

3. 要以耐心对待神对我们和对国家的旨意。

今日的行动
操练忍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