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月第一周： 
开始 10 分钟： 
1. 静默在神面前，去感觉神的同在与带领。 
2. 唱诗：你是主，你是主，你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世主。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

基督是主。 
3. 感恩认罪祷告。 
4. 做《为国家祷告祷文》和《为国家认罪祷告祷文》。 
 
第二 10 分钟：默想经文，以赛亚五十一章 1-23 节。并祷告来回应。 
 
第三 10 分钟： 
1. 祷告：（呼气）爱心充满________，（吐气）憎恨远离________。逐一为自己、自己一

家、所住的社区、玻璃市、吉打、槟城、霹雳、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柔佛、彭

亨、登加奴、吉兰丹、沙巴、砂拉越、吉隆坡、布特拉再也、纳闽、马来西亚提名祷

告。 
2. 为当天《祷告手册》的祷告内容祷告。 
 
第四 10 分钟： 
1. 为当天或最新报纸的全国版至少 3 件事项代祷。 
2. 为当天或最新报纸的国际版至少 3 件事项代祷。 
 
第五 10 分钟 
约一 16：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 为着上帝是恩上加恩的上帝感恩 
• 为着自己领受恩上加恩的救恩感恩 
• 感谢上帝是愿意赐恩给众人的上帝 
• 为着亲朋契友都能领受这恩典祷告 
 
太廿二 37-40： 
[37]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38]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39]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40]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 祷告自己能坚持走向天堂祷告 
• 祈求自己靠圣灵得以外在圣洁，并领受那圣洁的能力。 
• 祈求自己靠圣灵得以内在喜乐，并领受属天的平安。 
 
约一 9：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 为着这真光是免费给所有人，并免费在所有人里面感恩。 
• 祈求真光，照亮我们未信主的亲朋契友，请一一提名祷告。以致他们的自由意志能得

以复苏。 
• 祈求知罪的灵，加倍临到非信徒，使他们醒悟过来，知道罪带来可怕的刑罚。 
• 祈求悔改的灵，让每一个非信徒发现自己要为罪付上全部的责任祷告。 
 



弗二 8-9： 
[8]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这并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9]也不是出於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 为亲朋契友祷告他们能领受得救的信心，靠着耶稣从罪恶里被拯救出来。 
 
罗三 23-24 
[23]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24]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 为亲朋契友祷告他们能靠着也就的救赎，因信称义。 
 
约壹三 9：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

生的。 
• 祷告信主的基督徒能重生，拥有上帝儿女的身份。 
• 祷告基督徒能活出上帝儿女的身份。 
 
罗八 16：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 让所有基督徒能从圣灵知道自己属于上帝祷告。 
• 让所有基督徒能从自己的心，知道自己属于上帝祷告 
 
最后 10 分钟： 
1. 唱诗：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

得胜。 
2. 以主祷文祷告。逐一为自己、自己一家、所住的社区、玻璃市、吉打、槟城、霹雳、

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柔佛、彭亨、登加奴、吉兰丹、沙巴、砂拉越、吉隆坡、

布特拉再也、纳闽、马来西亚提名祷告。 



七月第二周： 
开始 10 分钟： 
1. 静默在神面前，去感觉神的同在与带领。 
2. 唱诗：感谢感谢耶稣，感谢感谢耶稣，感谢感谢耶稣在我心。感谢感谢耶稣，感谢感

谢耶稣，感谢感谢耶稣在我心。 
3. 感恩认罪祷告。 
4. 做《为国家祷告祷文》和《为国家认罪祷告祷文》。 
 
第二 10 分钟：默想经文，以赛亚五十二章 1-15 节。并祷告来回应。 
 
第三 10 分钟： 
1. 祷告：（呼气）和睦充满________，（吐气）纷争远离________。逐一为自己、自己一

家、所住的社区、玻璃市、吉打、槟城、霹雳、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柔佛、彭

亨、登加奴、吉兰丹、沙巴、砂拉越、吉隆坡、布特拉再也、纳闽、马来西亚提名祷

告。 
2. 为当天《祷告手册》的祷告内容祷告。 
 
第四 10 分钟： 
1. 为当天或最新报纸的全国版至少 3 件事项代祷。 
2. 为当天或最新报纸的国际版至少 3 件事项代祷。 
 
第五 10 分钟 
1. 宣告在马来西亚，魔鬼在人民身上的压制要被打破，众多百姓将涌入神的国度。 
2. 祈求神会带来对国家的医治，医治过去历史中，马来西亚所承受到的伤害。 
3. 马来西亚要兴起，进入上帝对马来西亚的旨意，也就是马来西亚所有资源，包括人力、

财务、矿产都要集中，转向神的国度。 
4. 祷告马来西亚当进入上帝的旨意中，能成为祝福周围国家的源头。 
5. 祈求泰国、新加坡、印尼、汶莱、菲律宾等国家将要因马来西亚得福。 
 
 
最后 10 分钟： 
1. 唱诗：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

得胜。 
2. 以主祷文祷告。逐一为自己、自己一家、所住的社区、玻璃市、吉打、槟城、霹雳、

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柔佛、彭亨、登加奴、吉兰丹、沙巴、砂拉越、吉隆坡、

布特拉再也、纳闽、马来西亚提名祷告。 



七月第三周： 
开始 10 分钟： 
1. 静默在神面前，去感觉神的同在与带领。 
2. 唱诗：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众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 
3. 感恩认罪祷告。 
4. 做《为国家祷告祷文》和《为国家认罪祷告祷文》。 
 
第二 10 分钟：默想经文，以赛亚五十三章 1-12 节。并祷告来回应。 
 
第三 10 分钟： 
1. 祷告：（呼气）宽恕充满________，（吐气）创痛远离________。逐一为自己、自己一

家、所住的社区、玻璃市、吉打、槟城、霹雳、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柔佛、彭

亨、登加奴、吉兰丹、沙巴、砂拉越、吉隆坡、布特拉再也、纳闽、马来西亚提名祷

告。 
2. 为当天《祷告手册》的祷告内容祷告。 
 
第四 10 分钟： 
1. 为当天或最新报纸的全国版至少 3 件事项代祷。 
2. 为当天或最新报纸的国际版至少 3 件事项代祷。 
 
第五 10 分钟 
我们要祷告争战，把马来西亚的以下领域夺回归上帝。 
1. 属灵界。属灵界有一层黑暗，蒙蔽了万国万民，造成列国属灵上死亡，让她们与神相

隔离。而每一块领土、区域都有地区性的灵，必须改变那地的属灵环境，使人进到神

的国度。祷告属灵界要被夺回归主。 
2. 世界的系统。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形态，我们社会中的集体意识形态、人们对某一事件

共同的看法，文化、教育、媒体影响我们的思想，假如我们真要转化，神的国必须进

到这些许多不同的领域中。祷告世界系统要被夺回归主。 
3. 教会。魔鬼知道若然教会软弱，就能让神的国在地上软弱，若它能分化教会，就能抢

走教会对神的热情、圣洁、谦卑与专一，让教会成为没有能力和果效的机构。所以教

会本身就是一个战场，教会要大大的争战，让神国再度彰显在教会中。祷告教会要被

夺回归主。 
4. 第四、五分别是家庭、人的心。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心、生活争战，要为神分别为圣，

我们要转化，让马来西亚成为圣洁。祷告家庭及人的心要被夺回归主。 
5. 为国家集体所犯的罪悔改； 
6. 为这地上的罪祷告，以阻挡黑暗势力有合法权柄掌控我们国家； 
7. 呼求神，让圣灵大大的在我所在的地上降临，使这里有复兴发生。 
 
最后 10 分钟： 
1. 唱诗：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

得胜。 
2. 以主祷文祷告。逐一为自己、自己一家、所住的社区、玻璃市、吉打、槟城、霹雳、

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柔佛、彭亨、登加奴、吉兰丹、沙巴、砂拉越、吉隆坡、



布特拉再也、纳闽、马来西亚提名祷告。 



七月第四周： 
开始 10 分钟： 
1. 静默在神面前，去感觉神的同在与带领。 
2. 唱诗：天父我感谢你，天父我感谢你，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深深感谢你。 
3. 感恩认罪祷告。 
4. 做《为国家祷告祷文》和《为国家认罪祷告祷文》。 
 
第二 10 分钟：默想经文，以赛亚五十四章 1-17 节。并祷告来回应。 
 
第三 10 分钟： 
1. 祷告：（呼气）希望充满________，（吐气）颓丧远离________。逐一为自己、自己一

家、所住的社区、玻璃市、吉打、槟城、霹雳、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柔佛、彭

亨、登加奴、吉兰丹、沙巴、砂拉越、吉隆坡、布特拉再也、纳闽、马来西亚提名祷

告。 
2. 为当天《祷告手册》的祷告内容祷告。 
 
第四 10 分钟： 
1. 为当天或最新报纸的全国版至少 3 件事项代祷。 
2. 为当天或最新报纸的国际版至少 3 件事项代祷。 
 
第五 10 分钟 
1. 祷告马来西亚要进入更美的境界。 
2. 祷告自己/基督徒成为上帝的棋子，忠心地将为这土地加添慈爱与和平，慷慨与真理，

勇气与牺牲，自制与公正，信实与仁慈。祷告自己在上学/工作上、在购物中心、在家

里、在教会中、在其他任何的公共场所中，为上帝效力。 
3. 祷告自己/基督徒拒绝为敌方效力。拒绝再为这土地贡献更多痛苦、自私、不诚实、冷

淡、贪心、不和谐和混乱，特别是以暴制暴。看起来以暴制暴似乎可以得胜，事实上

暴力就是为敌方效力的表现，绝非上帝的手段。 
4. 祷告自己/基督徒将来面对主耶稣的审判或评估的时候，能成为忠心又良善的一群。请

相信，我们今天努力为上帝的国度做出贡献的时候，将来肯定会纳入评估表中，被嘉

许。 
 
最后 10 分钟： 
1. 唱诗：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

得胜。 
2. 以主祷文祷告。逐一为自己、自己一家、所住的社区、玻璃市、吉打、槟城、霹雳、

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柔佛、彭亨、登加奴、吉兰丹、沙巴、砂拉越、吉隆坡、

布特拉再也、纳闽、马来西亚提名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