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期间禁食祷告模板 
 

【编者注】这是 Joshua 弟兄推荐的 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WEA 发布的 COVID9 流

行期间的禁食祷告指南。由马冰姐妹翻译，作为我们教会跨圣周禁食接力祷告过程中弟兄

姊妹的参考。 

 

以下是一个禁食祷告事项模板: 里面有 16 个每个半小时的模板(除了前面两个和最后一

个)，可以帮助你在整个 8 个小时内保持专注。 你可以选择一些模板来祷告。 有些模板可

能会花更长时间。 

 

1) 主题经文:箴言 28:13，约翰一书 1:9 

侧重: 认罪、欢迎、平安 

内容: 默诵“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请怜悯我，一个罪人。” 重复多次，直到感觉到被

圣灵引导为止。 

为你所熟悉的一个人祷告。 

读主题经文，感谢上帝，因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到的怜悯和饶恕。 

默想主为你所做的美好的事。 

领受基督带给你的平安。 

 

2) 主题经文: 诗篇 28:6-9 

侧重:  赞美神的怜悯和大能 

内容: 大声朗读主题经文 3 遍，说出你对上帝的感激，列出你感激的特定的事。 

唱三首你最喜欢的赞美诗。 

 

3) 主题经文: 诗篇 46，91 

侧重: 我们的保护 

内容: 读 2 篇主题经文，写下你对其中一篇的感想。 

•在写的时候祷告，求上帝启示你。 

•写下上帝对你说的话 

•写下你认为应该做出的回应 

•写下你将如何做出回应。 

 

4) 主题经文: 提摩太前书 5:8 

侧重: 我们的家人 

内容: 和家人在一起分享你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说出每个人的不同恩赐，并告诉他们，他

们给你带来的祝福。 

打电话给远方的家人，或视频进行群聊，表达你对他们爱。 

询问每个人对你的需要，分享你对他们的需要， 一起感谢上帝。 

 

5) 主题经文: 箴言 27：10 

侧重: 我们的朋友 



内容: 画一个图，列出你所有的朋友，以你为中心，到你最亲密的朋友，再到更远的朋友

和朋友的朋友。 

用一条线将彼此认识的朋友连接起来。连线越多，你的社交关系就越强大。 

向你最亲密的朋友写感谢的话。 

为朋友的健康、福祉、人际关系、财务状况和上帝在他人生中的旨意而祷告。 

感谢上帝赐给你友谊。 

 

6) 主题经文: 马可 12：29-31 

侧重: 我们的邻居 

内容: 重复几次：“这是同样重要的诫命: 爱人如己。” 

为周围的所有邻居祷告，知道名字的提名为他们祷告。 

祈求上帝保佑他们，使他们昌盛，使他们平安。 

如果你处于隔离状态，则尝试远距离聊天，为他们祝福祷告。 

 

7) 主题经文: 诗篇 24：1-6，雅各书 4：7-10，耶利米哀歌 3：22-33 

侧重: 病毒的遏制 

内容: 用肥皂洗手，慢慢起泡沫，祈求上帝宽恕我们的罪过，干预并制止 COVID19 病毒

的传播。 

洗净手上的泡沫，感谢上帝每天早晨带给你新的爱与怜悯。 

朗读耶利米哀歌 3：22-33。 

 

8) 主题经文: 林后 12:8-10 

侧重: 病毒感染者 

内容: 从受 COVID19 疾病严重折磨的国家、地区、城市等的杂志或报纸上剪下并收集图

像或文章。 

祈求上帝对感染者施慈爱。 神离他们不远，求主让他们寻求他并找到他（使徒行传

17:27）。 

特别为受病毒感染的信徒祷告。 上帝的能力会在他们的软弱中显明。 在他们受试炼时，

求神让他们会经历到从上帝而来的超自然的恩典和平安。 

 

9) 主题经文: 诗篇 6：1-10 

侧重: 经历病毒 

内容: 默想主题经文。想象一个人，由于感染病毒而遭受的痛苦，感受他疼痛的骨头，进

行几次浅呼吸，好像呼吸困难一样。 怜悯他。 

以深切的怜悯向上帝呼求。 重复“主，怜悯”。 祈求上帝为他们解脱。 

 

10) 主题经文：马太 5:4, 林后 1:3-4 

侧重: 因病毒丧生者 

内容: 抱一个枕头，为那些因病毒失去亲人而哀悼的人祷告。 

求上帝用爱来包围他们，并祈求圣灵使他们在痛苦中得到安慰。 

用圣经的应许祝福他们，使哀悼的人得到安慰，因为上帝是一切安慰的源头。 

为跟随耶稣的哀悼者祷告，求上帝提醒他们，我们不会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那样忧伤，因



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b）。 

 

11) 主题经文：玛拉基书 4：2 

侧重: 病毒的治疗方法 

内容：在期待为这种病毒生产疫苗的过程中，你会欣喜若狂地跳起来。 这样做是因相信

神的神圣恩典，因我们敬畏神的名。 

当病毒学家和流行病学家研究疫苗和其他可能的疗法时，请为他们祈求智慧。 

耐心地站在一个地方，闭上眼睛，不动一段时间，转向明亮的灯光，然后慢慢睁开眼睛。 

在我们等待战胜这种疾病的时候，祈求神赐下毅力的恩典，希望新的一天将会来临，并带

来治愈的希望。 

 

12) 主题经文: 诗篇 68：5-6 

侧重: 被隔离者和孤独者 

内容: 请记住，我们是一家人，尤其是神的家庭成员。 阅读主题经文。 

感谢上帝给我们的各种家庭。 

为那些没有亲密家庭关系的或更糟的家庭(在家里受到虐待)祷告。 强迫隔离会引起极大的

焦虑， 祈求上帝成为他们的保护者和拯救者。 

为你知道的可能处在社区隔绝中的人们祷告。 特别是老人、生病的或残疾人。 

写下上述你认识的人的名字，并承诺以后与他们联系，使他们振作起来并带给他们欢乐。 

 

13) 主题经文: 约伯记 29:11-17 

侧重: 贫穷和脆弱的人 

内容: 像约伯一样。 他是穷人和弱势群体的拥戴者，但他却因公义而受苦。 

写下可以切实帮助那些最容易因 COVID19 而遭受严重痛苦的人们的方式。 许多人将经历

财务困难，基本食品供应可能不足，暴露于极端天气下可能会带来问题等等。 你无需解

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希望上帝激励你采取行动。 

为紧急救济机构动员起来祷告，使他们在病毒处于指数增长阶段的地方满足人们的需要。 

为那些入口密度高，无法获得足够的医疗保健和生活水准的人们祈祷。 

如果在祷告时想到贫困者和弱势群体，将更实用的帮助方法添加到你的清单中。 

 

14) 主题经文: 罗马书 13:1-5, 提摩太前书 2:1-3 

侧重: 公共权利 

内容: 将你的建议以负责任的公民身份提交给公共当局。 在公共卫生危机中，他们需要保

护自己的人民，我们需要信任他们的判断，只要这不违反圣经的道德规范即可。 

写下可以用来抵抗社会动荡的方式，我们要为和平而努力。 

为你的地方和中央政府以及世界各地的政府祷告，让他们明智地履行职责。 祈求他们的

工作能使你继续过上平静祥和的生活。 为你的当地领导人祷告（无论你如何看待他们的

政治）。 

 

15) 主题经文: 加拉太书 6:3-5 

侧重: 健康专家 

内容: 医护工作者，如果你有的话，请戴上口罩和手套。 如果没有，请至少折叠一些干净



的纸巾或手帕，并将其对着你的嘴和鼻子放上。  

想象一下，他们每天要花 12-16 个小时戴口罩、手套和防护服，然后可能生病并垂死。 

想象一下，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并且没有任何已知的治疗措施，除了让患者活着直到身

体能够抵抗病毒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这是多么令人沮丧。 

为愿意以这种方式帮助人们的医护工作者赞美上帝:  他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他为每一个

患者被医治而寻求最好的方法。 

走到开着的窗户、门口或空调通风口，脱下手套和口罩，然后深呼吸。 感到轻松、精力

充沛、呼吸自由。 

为所有卫生专业人员祷告。 

 

16) 主题经文: 诗篇 37:1-7, 箴言 11:25, 马太 6:24-34 

侧重: 经济和财富 

内容: 停下，不要动，等待。 如果你认为已经等待了足够长的时间，请再等待一下。 

重复一遍：“我将信靠主并做善事。 我会以耶和华为乐。 我将我所做的一切都奉献给主并

信任他。 我将耐心等候他。 我不担心邪恶的人会富裕。”  （摘自诗 37：1-7) 

再说一遍。 写下你将如何通过慷慨解囊来帮助他人。 

阅读马太福音 6：24-34。 

感谢上帝，你比花和鸟更有价值。 

根据耶稣的教导，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为全球经济祈祷： 

-为那些因 COVID19 失去工作的人祷告。 

-为那些因股市崩盘上而失去财富的人祷告。 

-为因抵押贷款违约而失去家园的人祷告。 

-为那些根基被证明是沙土的人祷告。 

祈求他们转向上帝，并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生活，这根基就是以基督耶稣为磐

石。 祷告让他们放弃为追求自己的利益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并跟随耶稣。 

 

17) 主题经文: 帖前 5:12-13, 希伯来书 13:17 

侧重: 我们的属灵领袖 

内容: 尊重你的属灵领袖，像羊一样地谦卑自己。 

现在就为他们提名感谢上帝。 祝福他们和他们的家人。 祈求上帝赐予他们一切在基督耶

稣里的属灵祝福气，以履行作为上帝羊群的好牧者的领导责任。 

在下一次见到他们时，准备表达你的爱(感谢的话语，经文，鼓励，感谢的行为等）。 祈

求使他们在 COVID19 的压力中感到喜乐。 

 

18) 主题经文: 约书亚记 1:6-9, 约翰福音 17:18-24 

侧重: 神的事工 

内容: 祈求教会动员为社会中受病毒影响最严重的人提供援助，并向尚未建立教会服事能

力的地区提供援助、人员和其他资源。 这次感染为全球教会提供了唯一一次在所有国家

使人作耶稣门徒的最佳机会。 

祈求宣教组织强大而勇敢。 之前，许多事工都以“一切照旧”的方式进行着，采取了预防



措施以确保人员在宣教工场的安全，但是 COVID19 改变了一切。 世界不一样了，使命也

不一样。 需要大胆的适应。 

为宣教士祷告，其中许多人在病毒猖獗的工场服事。 当他们评估如何最好地服事时，求

上帝的智慧赐下来； 对于他们的孩子来说，他们的决定会影响孩子。 如果上帝为了他们

的健康和家庭而呼召他们返回护照国时，求神赐下恩典。 

致力于合一。 耶稣曾祈祷，世界会知道并相信，天父之所以差遣爱子，是因为他和门徒

（以及我们中所有跟随的人）是一体的。 我们是不可分割的一体，我们彼此的自我牺

牲，反映了父如何将子差遣到世间，以及子现在如何差遣我们，从而父通过子得到荣耀。 

这是我们参与上帝使命的核心。 

敢于这样祈祷：“我在这里，主，差遣我……”（以赛亚书 6：8），进一步扩展耶稣的祷

告：“差遣我到充满爱的社区中，我们彼此相爱，世界才能知道并相信 是父先差遣了

你。” 

写出你的感受。上帝在这个 COVID19 危机中呼召你作为门徒，以耶稣的名为世界带来平

安与医治。 

与他人讨论上帝对你的呼召。 一起在上帝面前计划在教会事工中如何做出自己的贡献。 

 

19) 主题经文:马太 6:9-13 

侧重: 主的旨意 

内容: 将你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放在上帝的旨意中。 

 

以主祷文来带领我们结束: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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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