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夜祷告 

加入我们一起为者新型冠状病毒，世界、马来西亚、砂拉越、教会、家庭和我们自己祷告。我们希望你能在所

指定的时段祷告。当然，更是欢迎你在整个旅途中和我们一起守望和祷告。 

 

晚上 8 点 30 分（星期四，四月 9 日）至下午 2 点 30 分（星期五，四月 10 日） 

 

 

 

 

 

 

 



 

 

 

禁食表明我们对神的完全依赖，即我们寻求神为生命之粮过于食物。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

曾要求门徒警醒祷告。今年三一堂愿意在受难节前夕与受难节期间抽出时间禁食。 

 

这是遵守约翰卫斯理的常例。他一生都是在星期四的晚餐时分至星期五茶点时分禁食的。 

 

我们将于受难节前夕的家庭爱筵过后开始禁食并于星期五的受难节家庭礼拜之后一起聚餐。 

 

禁食可有三种方式；我们鼓励你选择其中一个最适合你的健康状况及生活方式。 

 

1. 全部禁食– 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当中，全部禁食固体食物，只准许喝水。 

2. 禁一餐 – 你可以选择在星期五的早餐或午餐禁食，并使用禁食的时间来祷告。 

3. 但以理禁食– 你可以选择禁止食用你特别喜爱的食物、肉类，只吃少量的水果或果汁。 

 

注意事项： 

• 禁食时间你可以多喝水，过正常的生活（太 6：16-28）。 

• 你可以用禁食的时间：祷告、唱诗赞美、读经、默想、安静或是任何的方式来亲近主，

全然信靠神。 

• 开斋时，勿吃太多或太快，可以先吃点粥、饼干或果汁，之后才慢慢摄取进食的份量。 

 



 

                                                                守夜祷告 时间表 

日期：09/04-10/04     时间：8:30pm-2:30pm         (18 小时)                                                                         

                                                             

时间 对象 

09/04  

8:30-9:30pm Zone A – Jln Rengas(Charles Pan) , Hui Sing Garden (Julie Ng) 

9:30-10:30pm Zone A – BDC (Dominic Seng)  , Ellis Rd (Peter Kong) 

10:30-11:30pm Zone B – Tabuan Jaya1 (Lulu Kong) , Pelita Heights(Francis Ang) 

11:30-12:30pm Zone C – Stampin 4(Hong BS ) , 

Zone C–  Stampin 7 (Gorden Law), Stampin 3/5 (Lai Kui Fah) 

10/04  

12:30-1:30am Zone C – Sg Maong (Susan Soon ),  

Zone D  - Treecell3 (Eric Ting),  

Zone B  –   Rubber Rd (Michael Kho)   

1:30-2:30am Zone D – Treecell4 (Kien Kuok),  Treecell5 (Cindy Chow) 

2:30-3:30am Zone E – Tabuan Desa (Jonathan Ngu), Foochow Rd 1 (Paul Pau) 

3:30-4:30am Zone E – Foochow Rd 2 (Jonathan Sim), Jln Kumpang (Steven Hii) 

4:30-5:30am Zone F –Batu Lintang (Chieng Yu Tang),  

                Tabuan Jaya 2 (Ngu Lui Lin), Tabuan Jaya 3 (Ting Hie) 

5:30-6:30am 妇女会+乐龄 

6:30-7:30am 成团+少团 

7:30-8:30am 青团+大专 

8:30-9:30am 初成+主日学 

9:30-10:30am 国语部 – Demak Laut, Lee Ling & Asteel 小组   

10:30-11:30am 国语部 – Stutong & Sekama 小组   

11:30-12:30pm 国语部 –KMC Flat & Belia 小组 +少团   

12:30-1:30pm 国语部 – Bintawa & Kilang Besi 小组   

1:30-2:30pm 国语部 – Chawan & Matang 小组   

 

如何参与： a)个人               b)家庭               c)小组-Zoom Cloud Meeting 



守夜祷告 Prayer Vigil 2020 

凭着双手能抓住的很有限，要相信主： 

当你放手，神便会接手，在祂没有难成的事。 

祷告乃是把我们内心的一切放在神面前。 

宣召： 安静主前，反省认罪，求主赦免 

(找个空间，分别为圣，让神的灵充满，求天父引导在祷告默想中经历上帝的恩典。) 

诗歌：  感恩歌 

我要唱首感恩的歌感谢耶稣我的救主     

 亲身担当我的罪赐我永生让我享恩惠 

我要唱首感恩的歌感谢耶稣我的恩主      

亲手带领我走前路无人陪伴我也不孤独 

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你如此丰盛大爱   

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你与我同在 

 

                                                                                                                                     



感恩：  

 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

旨意。(帖前 5：16-18) 

 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

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

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 3：20-24) 

 凡事谢恩，这是上帝要祂儿女活出的生活态度。 

 因为凡事谢恩，你发现上帝在你生活大小事上的恩典 

 因为凡事谢恩，你的眼目更看见上帝过於你自己本身 

悔改：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 5：

8)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

的不義（約翰一書 1：8-9） 

 神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祂知道我是多么的糟糕合污秽软弱无助。但祂照我的本相

来爱我，按我的原貌来爱我。在我还未尽上分毫努力，祂已选择爱我。我全然不

配领受任何恩典，主却赐我奇异恩典。 

经文：  

 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

(耶利米书 29：7)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

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

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 29：11-13) 

祷告： 天父，因祢得同在使我得安慰。祢的信实与应许从不落空！带领我不要一直专注在

问题，将我的忧虑转为敬拜，相信神为我们争战。在这非常的时刻，祢正寻找更多

愿意站在破口守望的人，领我单单寻求并倚靠祢。安静在急难中，安稳在神怀里。

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1. 新冠病毒 Covid-19 

a. 前线医疗人员 

i. 呼求上帝保护医护人员（医生，护士，救护人员，研究人员，国家安全，

警察，移民，消防，清洁工等）照顾受病毒感染的人，因为他们每天要处

理越来越多的病例和这场危机带来的极大压力。 

ii. 求上帝赐给他们平安，智慧和力量，膏抹他们的工作，保护他们不受感染。

同时也保护他们的家人，并为他们的誓约和牺牲而感到光荣。 

 

b. 患病的人和家属 

i. 为自我隔离或受影响者的自我隔离祈祷，求上帝在他独处和孤独时使他感

受到祂的同在。 

ii. 求上帝在这个疾病时期使他感受到祂的同在，并保护、刚强和医治感染者

及其家人。 

iii. 求上帝安慰那些失去亲人而悲痛的人，那些在自我隔离中面临不确定性的

人，以及那些有朋友或家人住院的人。 

 

c. 个人与国家 

i. 呼求上帝消除我们的恐惧和忧虑，并以感恩，决心和平安来代替它们；同

时，求神改善我们的健康状况并保护他人免受这种疾病的侵害。 

ii. 呼求上帝介入那些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意大利，西班牙和预测为下一个

震中央的地域，即南亚，特别是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祈求人民

遵守和回应当局的指示，以确保控制和改善局势。 

 

 

 

 

 



2. 国家政策 

经文：   

 看哪，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

明与他们。(耶 33：6)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

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的度日。(提前二 1-2) 

 

诗歌：主祢是我力量 

我的诗歌我的拯救祢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祢必围绕我到永远 

主祢是我力量主祢是我高台坚固盘石我信靠祢必不动摇 

主祢是我力量主祢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祢 

 

a. 政府高官 

i. 呼求上帝在国际，国家和地方政治领袖制定保护人民的决定时给予他们非

凡的智慧，并优秀的顾问来指导他们组织和采取行动。 

ii. 求上帝赐给他们能力，使他们能够清晰，富有同情心地与公众沟通。 

b. 政府的政策 

i. 求神让政府所做的政策可以减轻百姓的负担，同时照顾到每一个民族的福

利。 

ii. 求神让政府的政策，可以减轻国家的负债和带领马来西亚迈向繁荣。 

c. 回教化的课题 

i. 求神介入，破除一切撒旦魔鬼的作为，也遏制一切要回教化基督徒的策略。 

ii. 求神让百姓和教会领袖警惕，教导好下一代，避免他们陷入这些圈套中。 

 

 

 



3. 生活 

a. 各族和平共处 

i. 求神藉着这场灾病，让马来西亚的百姓蒙福，打破民与民之间的隔阂和对

立，提升民与民之间的相互接纳和包容。 

b. 工作 

i. 祈求上帝为那些因无法工作而陷入财务困境的人们提供帮助，并为面对前

所未有的生活破坏的商业领袖提供帮助。 

ii. 祈求上帝赐老板们智慧和能力，他们需要做出艰难的决定，因这些决定将

影响员工的生计。 

c. 生活的不确定性 

i. 当企业和学校关闭时，求上帝赐福和保护每个家庭叫每个人都能适应居家

的生活。祈求祂指引人们在新现实的处境。 

ii. 祈求上帝赐大学生们平静的心，以便他们的科系被转换，实习被取消，毕

业日期不确定的情况中，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 

 

4. 个人与神的关系 

经文：  

 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阿，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

纳。(诗篇 19：14)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篇 90：12) 

诗歌：住在祢里面 

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祢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祢 

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我等候祢如鹰展翅上腾 

住在祢里面住在祢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 

住在祢里面住在祢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或 主是葡萄树 

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连于葡萄树 

我们若常在主里面就能结丰盛的果子嗨呀 

若是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枝子不能作什么 

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在主里结丰盛的果子 

 

祷告：每一日，我恳求主三件事，更深刻认识祢，更虔敬敬爱祢，紧紧地跟随祢，阿们！ 

a.灵性： 

i. 求主除去肉体的软弱，持守祷告，警醒祷告。 

ii. 为个人专一爱慕祂的话语，读经有亮光，学习祂的命令，认识全备的真理。  

iii. 为个人自洁，脱离卑贱的事，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求主保守我们脱离试探，

脱离凶恶，不容任何的罪辖制自己，使个人成为清心祷告的人，遵守神的

话。 

b.行事为人： 

i. 求主指教我们不论在逆境，顺境，凡事谢恩，嘴唇常结颂赞的果子。 

ii. 成为牧者，领袖最好的同工，用代祷和行动支持教会事工。 

iii. 为生命日日更新，生命让圣灵掌管，体贴圣灵的事，治死老我，过得胜的

生活，结出圣灵的果子。 

c.职场： 

i. 以基督的心为判断的标准,不偏左右,不贪得不当得的利益和名声。 

ii. 在各岗位上尽忠职守，殷勤服事，在社会上奉公守法，无可指摘。在各业

界中作光作盐，将主生命的道活出来。。 

iii. 成为金钱好管家，谨守十一奉献，用在神要我们用的地方，使人听闻福音，

认识神。 

 



5.家庭 

经文：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约翰壹书 4：18)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约书亚记 24：15 下) 

a.夫妻 

i. 在婚姻生活尊主为大。彼此尊重,彼此欣赏,相爱接纳，成为彼此最好的伙伴,

拥护者。 

ii. 求主断开生命中一切不圣洁的连结,使关系建立在耶稣基督里。夫妻尊重婚

姻，谨守本分，顺服和敬重中不断成长。 

iii. 为婚姻破裂边缘的信徒家庭，求主医治，恢复这些破碎的家庭，领受神的

爱，彼此饶恕，坦诚沟通，重建爱之窝。 

b.信仰： 

i. 父母有美好的生命见证感染儿女，并有智慧将主的美德与大能分享给儿女。  

ii. 父母养儿育女的事上蒙神引导，对每个孩子有耐心，有智慧来管教孩子，

知道如何为每个孩子需要祷告。 

iii. 家庭同心同行，有得胜的配搭和事奉，建立基督化家庭。对主的话更加熟

悉，更深的认识，属灵生命的成熟和长进，过丰盛得胜的基督徒生活。 

c.家庭成员： 

i. 长辈父母：身体软弱的求天父医治身上病痛，软弱和忧虑，神大能的手安

抚并建立他们的信心，好使他们坚定信靠主。 

ii. 未信主的家人：提名祷告，宣告一切拦阻他们认识耶稣基督的自高自大的

事，都要在神的大能中崩溃与瓦解，使他们尽被夺回并归向耶稣基督。求

神开启(提名)属灵的眼目能看见主的救恩并接受耶稣。 

iii. 为子女对主的爱远超过对其他任何人事物的爱，敬畏主的律法，渴慕主的

训诲好使他不被罪所吸引。使孩子一生寻求圣灵的大能，帮助他行事正确

与完全。 



6.教会 

经文：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儆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弗 6：18) 

 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代上 16：11) 

诗歌：一颗谦卑的心 

求祢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 

好让我能走在祢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x2） 

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倚靠， 

单单相信祢，深深敬畏祢，一生要跟随祢。 

 

a.牧者： 

i. 天天与主亲近,从神得力、灵里更新,且在服事中享受事奉神的喜乐。 

ii. 保守牧者每天持守圣洁。求神赐给他们全然的健康:情感、心灵、身体。不

陷入 Sex 性、Power 权、Money 钱的试探  

iii. 求主使用牧者成为神话语的管道,将神话语解开,发出亮光。帮助信徒在神的

真道上站立得稳。 

iv. 为牧者在各个层面有神所赐的诸般智慧祷告。扩张牧者信心，敏锐圣灵的

引导，带领教会在异象中不断前进。 

v. 牧者全家敬畏事奉神,同心同行，家人成为牧者的支援。牧者不轻忽家庭责

任。为师母,师丈灵魂兴盛,身体健壮,凡事兴盛。 

b.领袖： 

i. 有好的生活见证，在生活中愿意顺从圣灵，并有智慧来待人处事。 

ii. 善用时间不断自我充实,灵命见识日日长进。 

iii. 服事岗位尽忠职守，各尽其职，建造喂养信徒，并成为榜样。 

iv. 为家人以祷告，敬重，实际行动支持，使同工服事没有拦阻。 

 



c.信徒/事工 

i. 为信徒谦卑受教的心,听道不评道,反渴慕及受益。 

ii. 信徒各尽其职，发挥恩赐的事奉神，使教会有健全的发展和成长。 

iii. 小组或团契或课程(目前透过线上或信息)，或家庭崇拜，让主的话不停息的

喂养建造信徒的生命，成长扎实，不偏离主话，彼此分享激励主爱。 

 

同唸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的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

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

父的，直到永远。阿们！ 

 

~我们不求上帝给我们安稳生活， 

我们仍求在上帝里面找到安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