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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C 福⾳联盟  

禁食祷告⽇ 
4 ⽉ 4 ⽇ 

 
朱利斯·⾦博⼠的话 

 
朋友们， 
像你们中的许多⼈⼀样，最近⼏周我看着世界上发⽣的事件，我感到悲伤和不安。鉴于全
球遭受 COVID-19 的疫情，我们想邀请您加入我们，在 4 ⽉ 4 ⽇（星期六）进⾏禁食和祈
祷⽇，我们将向您提供此指南，以帮助您祈祷的时间。 
 
在这个祈祷指南中，您将发现三个部分： 
⾸先，晨祷。根据诗篇 27 章，我们⿎励您在早上进⾏个⼈祈祷。 
 
第⼆，午祷。我们希望您能花费这段时间与社区中的其他⼈⼀起祈祷，无论是和您家⼈在
餐桌上祷告，还是与教会的⼀⼩群⼈或视频通话中的朋友们⼀起。 
 
最后，晚祷。在星期六晚上，我们将与来⾃世界各地的信徒⼀起祷告。在这段晚祷⾥，各
地的兄弟姐妹、牧师和其他事⼯的领袖以及⾳乐家将帮助引导这 1 ⼩时的祷告时间。加入
我们的 Facebook Live，YouTube Live 或我们的⽹站。 
 
我们要本着信⼼向主祈祷，相信祂在诗篇 10:17 中所说的话， 
耶和华阿，你听到苦难者的渴望。 
你会增强他们的⼼︔你会倾斜你的⽿朵。 
 
 
谢谢。 
 
朱利斯·⾦ 
福⾳联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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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祷指南 
 

这份祈祷指南将帮助您今天早上祈祷。 通过阅读诗篇 27 开始您的祷告时间，然后花⼀些
时间为各个主题祷告。 当您今天禁食时，可以选择⼀两节经⽂，并全天默想。 
 
I. 默想上帝的属性并为此欢喜 
默想神的性格：他全能，全知，永不改变，永远同在，祂向⼀切呼求祂名的⼈充满慈爱，
怜悯，恩典。 
 
诗篇 27:1-2 

1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 
    我还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命的保障， 
    我还惧谁呢︖ 
2 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 
    前来吃我⾁的时候就绊跌仆倒。 

 
 
II. 为你⾃⼰的恐惧祈祷 
向主表达你的恐惧、忧虑和担忧。 向他倾吐⼼意。寻求他的⾯，并求他在遇到苦难中将
你藏在他的庇护下。 
 
诗篇 27:3-5 

3 虽有军队安营攻击我，我的⼼也不害怕︔ 
    虽然兴起战争攻击我，我仍旧安稳。 
4 有⼀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 
    就是⼀⽣⼀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宇⾥求问。 
5 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将我隐藏在他的帐棚⾥， 
    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密处， 
    将我⾼举在磐⽯上。 

 
 
III. 向上帝唱赞美之歌 
唱或听⼀⾸赞美诗，或诗篇。当你这样做时，请思想主的良善，并请祂帮助你在你的恐惧
中信靠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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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27:6 

6 现在我得以昂⾸，⾼过四⾯的仇敌。 
    我要在他的帐幕⾥欢然献祭， 
    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 

 
 
IV. 为您的社区和世界祈祷 
为您周围世界的需要祷告：家⼈，邻居，医护⼈员，政府官员，经济上困难的⼈以及病
⼈。求主保守、供养、治愈并引导。祈求祂亲⾃给祂⼦民忍耐、智慧和盼望。 
 
诗篇 27:7 

7 耶和华啊，我呼求的时候，求你垂听我的声⾳︔ 
    求你怜悯我，应允我。 

 
 
V. 为那些不认识主的⼈祈祷 
想想你⽣命中那些不认识主的⼈。为他们祈祷，使他们在疫情期间寻求主。求主开启他们
的眼睛，⽿朵，思想和内⼼，来明⽩他话语的真理。祈求他们会回转归向主寻求救赎，庇
护和帮助。 
 
诗篇 27:8-10 

8 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 
    那时我的⼼向你说： 
    “耶和华啊，你的⾯我正要寻求。” 
9 求你不要转脸不顾我， 
    不要发怒赶逐你的仆⼈， 
    你向来是帮助我的。 
救我的 神啊，不要离开我， 
    也不要撇弃我。 
10 即使我的⽗母撇弃我， 
    耶和华终必收留我。 

 
 
VI. 求主教导你并保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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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身体和灵魂上的保护祈祷。求主使⽤这次危机使您靠近祂，并教导给您更多关于祂的话
语和祂的道路。 
 
诗篇 27:11-12 

11 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 
    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平坦的路。 
12 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遂其所愿︔ 
    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吐凶⾔的都起来攻击我。 

 
 
VII. 向主求忍耐 
我们不知道这次苦难将持续多长时间。祈求主能快速战胜病毒。祈求上帝给您在苦难中的
忍耐之⼼，不论多久都能忍耐到底。 
 
诗篇 27:13-14 

13 我深信在活⼈之地 
    必得见耶和华的恩惠。 
14 要等候耶和华， 
    当壮胆，坚固你的⼼， 
    要等候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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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祷指南 
 
我们⿎励您与他⼈⼀起祈祷。 您可以和朋友在电话⾥祈祷，通过视频通话与您的⼩组联
系，或在家⾥与家⼈⼀起祈祷。 ⽤这个中午祈祷时间，作为与基督徒聚会的机会。根据
⼩组的⼤⼩，请考虑请其他⼈领导每个部分。 
 
I. 为上帝接纳我们并垂听我们⽽赞美祂 
诗篇 10:17 

17 耶和华啊，困苦⼈的⼼愿你早已听见︔ 
    你必坚固他们的⼼，也必侧⽿听他们的祈求。 

诗篇 50:15 
15 在患难之⽇求告我， 
    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 

 
 
II. 彼此分享你的代祷事项，并为彼此代祷。考虑让每个⼈分享他们在这次苦难中经历

的⼀次挣扎和⼀项祝福。 
彼得前书 5:7  

7 你们要将⼀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以弗所书 6:18  

18 要靠着圣灵，随时多⽅祷告祈求，并要为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加拉太书 6:2 

2 你们各⼈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样就会成全基督的律法。 
 
 
III. 为您的教会祷告，特别是为您的牧师和事⼯领袖祷告。当他们在这场危机中服侍

时，求主更新并⿎励他们。祈求教会成员彼此耐⼼、理解并⿎励。 
帖撒罗尼迦前书 5:25  

25 弟兄们，请也为我们祷告。 
箴⾔ 11:25 

25 慷慨待⼈，必然丰裕︔ 
滋润⼈的，连⾃⼰也得滋润。 

 

 

IV. 祈求福⾳信息会被⼤胆宣告，并且许多⼈会认识耶稣。 
以弗所书 6: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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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也要为我祈求，让我有⼜才，能放胆开⼜讲明福⾳的奥秘， 20 我为这福⾳的奥秘
作了带铁链的使者，让我能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宣讲。 

歌罗西书 4:3 
3 同时，也要为我们祷告，求 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 

诗篇 139:23-24  
23  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思， 
    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24 看在我⾥⾯有什么恶⾏没有， 
    引导我⾛永⽣的道路。 

 
 
V. 为你当地的和世界各地的政府祈祷 
提摩太前书 2:1 

2 所以，我劝你，⾸先要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 
 
 
VI. 为⽣病的⼈祈祷，并为病毒最终结束祈祷 
约翰三书 2  

2 亲爱的，我愿你事事安宁，身体健康，正如你的⼼神安宁⼀样。 
 
 

VII. 最后让我们⼀起感谢上帝，他在患难中是我们的避难所 
诗篇 73:28 

28 但我亲近 神是于我有益︔ 
    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 
    好叫我述说你⼀切的作为。 

诗篇 5:11 
11 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 
    因为你庇护他们︔ 
又愿那爱你名的⼈都靠你欢欣。 

诗篇 18:2 
2 耶和华是我的岩⽯、我的山寨、我的救主、 
    我的 神、我的磐⽯、我所投靠的。 
他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碉堡。 

诗篇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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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诗篇 57:1 
1 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 
    因为我的⼼投靠你。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荫下， 
    直等到灾害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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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祷指南 
 
线上祷告和敬拜 
在 Facebook 和 YouTube 上⼀⼩时的祈祷时间内，各地兄弟姐妹，牧师和事⼯的领袖，以
及⾳乐家，将帮助指导共同祈祷和敬拜的时刻。 您可以在评论框⾥与我们分享您⾃⼰的
祈祷请求，并为其他⼈的祈祷的事项。 
 
 
什么时间︖ 
4 ⽉ 4 ⽇，星期六。晚祷活动会在 TGC 的 Facebook 页⾯和 Youtube 页⾯上直播，时间是
东岸晚 7-8 点（西岸 4-5 点）。 
 
 
谁能参加︖ 
我们希望全世界的基督徒⼀起参加我们的禁食祷告⽇。 
 
 
祷告主题和祷告⼈： 
Prayers for the sick and suffering (Ligon Duncan, Jen Wilkin)   
Prayers for medical workers (Joni Eareckson Tada, Stephen Um)   
Prayers for provision/economy (Nancy Guthrie, John Onwuchekwa)   
Prayers for local, national, and global government officials (Kevin DeYoung, Jeany Jun)   
Prayers for church leaders and missionaries (Quina Aragon, Darryl Williamson)   
Prayer for families (Melissa Kruger, John Piper)   
Prayers for the lost (David Platt, Jeremy Treat) 
 
⾳乐家： 
Keith & Kristyn Getty   
Shane & Shane   
Austin Stone Wor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