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一个新的季节

敞开天窗
15天禁食祷告

祷告指引



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

中间行奇事 - 约书亚记 3:5

 

当我们准备进入2020年的新阶段时，我们相信比以往任何时

候我们都有必要刻意的寻求上帝。

在接下来的15天禁食和祷告中，我们相信神会更新我们的心

，带给我们明确的方向，并引领我们进入复兴。

我们相信上帝希望我们进入下一个季节，知道天堂仍然在我

们的生命敞开。



OPEN HEAVEN: INTO A NEW SEASON

什么是禁食？

禁食是一种属灵上的操练，我们刻意的禁食一段时间。我们

否认自然的欲望，谦卑自己，花时间专注上帝。

禁食应该伴随着专注的祷告和学习上帝的话语，并与上帝的

旨意一致。

禁食并不是改变神或得到神的赞同，但它常常是在神采取行

动之前。圣经 述了一些例子：

摩西在寻求属灵上的突破时，与神独处了40天，不吃不喝，

直到他接受了十诫(出埃及记 24:18)

大卫为求个人突破，禁食以保持谦卑(诗篇 35:13)。

但以理禁食祷告，为那些悖逆神的人寻求突破

(但以理 9:3-4)。

耶稣自己进入40天的禁食期后，才开始公开传道

(马太福音 4:1-2)。



OPEN HEAVEN: INTO A NEW SEASON

开始

在我们开始之前，藉着决定禁食什么，设定一些目标和选择与谁一

起进行来花时间预备。我们预备越充分，我们就更好的聆听神的声

音，并且步入祂呼召我们做的事。

决定禁食什么

禁食：不吃任何固体食物

部分禁食：每天禁食一到两餐，或某种食物或饮料

其他禁食：戒掉其他活动(如娱乐、爱好、社交媒体)来专注于神

设定目标

开始更加亲密和渴慕的寻求神，以及更清楚的聆听神。把你生命中

需要突破的地方交托给神。写下你在某些特定的方面寻求神，等候

神对你说话，并选择顺服祂。

与他人分享你的旅程

我们整体教会一起禁食和祷告！与某人一起开始这15天 - 你的配

偶，你的朋友们或你的联系组。跟他们分享神跟你说的话，并彼此

鼓励去追求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 

收听

每天的每日思想都配有视频, 你可以每天打开这个链接来观看
https://tinyurl.com/15daysmandtotd



降服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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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经节

马太福音 6:25-34；彼得前书 5:7

祷告

思想

•  每天我们首先寻求神。

•  把一切焦虑和担心都交托给神。

•  记得祂过去的供应，选择信靠祂来满足我们现在的

  需要。

老是想着焦虑和消极的结果会阻止我们获得神的供应

。神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当我们寻求祂时，我们相

信祂掌控一切并会供应。与其担心，不如把我们的思

想始终放在神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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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降服不饶恕

经节

约翰一书 4:10-12；马太福音 18:21-22

祷告

思想

•  记得神已经赦免了我们，当住在祂的爱里。

•  选择饶恕他人并祈求神指示我们如何去爱他们。

不饶恕和苦毒拦阻我们爱别人，并拦阻我们获得神希

望我们拥有的成功关系。我们通过 醒自己神首先爱

我们并饶恕了我们，我们也选择饶恕别人。当我们专

注于爱他人时，我们就能克服未来的摩擦，并建立成

功的人际关系。



除去自满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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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经节

启示录 3:15-16；箴言 1:32-33

祷告

思想

自满把方便放在首位，使我们与神的关系停滞不前。

这使我们不能听见神和祂在我们生命中的目的。我们

通过把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来除去这种自满的

态度；在我们的日程表里为祂腾出时间，尤其是顺服

祂。当祂是我们生命中的首位时，我们会清楚的听到

祂的声音，并获得祂给我们生命中的目的。

•  求神饶恕我们在与祂的关系中处在自满的时刻。

•  承诺在我们的日程安排以及与祂的关系上把祂放在

   首位。

•  花时间聆听祂所说的话。



走出我们的舒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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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经节

以赛亚书 55:8-9；路加福音 5:37-39

祷告

思想

•  祈求上帝赐下新的渴望来寻求祂。

•  转离我们旧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  寻求神的方式和思想；并愿意按照祂的计划而作出 

   改变。

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不断地呼召我们进

入新的领域，好让我们更多的经历祂要在我们生命

中所做的事。然而，当我们呆在舒适区并坚持旧的

方式时，这将阻止我们进入上帝的计划当中我们透

过更新我们的思想来配合神步入新的事物,并选择神

的道路，而不是我们的道路。



住在神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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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节

约翰福音 15:4-7；诗篇 84:10

祷告

思想

•  承诺每天花时间与神同在。

•  祷告抵挡阻止我们进入祂同在里的一切干扰。

当我们离开上帝时，我们失去了力量的泉源，就不能

在我们的生命中结果子。上帝的同在与众不同；当我

们享受和住在他的同在里，我们就领受了结果子的力

量。我们藉着抛开任何的干扰，以及刻意地花时间祷

告、敬拜和研读神的话语来住在祂里面 。

第五天



允许上帝来修剪我们 (第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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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经节

诗篇 25:9；约翰福音 15:2-4

祷告

思想

•  选择谦卑自己

•  允许上帝省察我们的生命是否存在任何的谎言， 

   无益的娱乐， 甚至需要除去的毒害关系。 

•  祈求修剪的恩典

修剪是必要的，这为我们腾出空间来学习神的道路，

并结出更多的果子。骄傲将阻止上帝修剪我们。当我

们谦卑自己时，上帝会揭示我们除去毫无成效事物的

需要，也会赐给我们恩典来除去它们。



允许上帝来修剪我们 (第二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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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

经节

约翰福音 15:2-4；希伯来书 12:1-2

祷告

思想

•  我们要委身定睛耶稣，并学习祂的榜样。

•  祷告上帝赐予我们力量，让我们摆脱这些重担。

当我们紧握着重担时，它们会减慢我们成为神所呼召我

们要成为的人。这些重担可能是罪、担忧或坏习惯。无

论它们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要藉着定睛在耶稣身上把

它除去。我们必须停止专注于这些分心的事物，但是当

专注耶稣的例子，从祂那里寻求力量来放下这些重担。



选择成长和结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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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

经节

以弗所书 4:13-16；加拉太书 5:22-23

祷告

思想

•  神希望你结出什么圣灵的果子，在哪些特定的领域

   或能力中成长?

•  祷告来自神的策略和想法来帮助你成长。

神要我们成长，使我们更像基督。神通过扩展我们的

能力，以及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促使我

们成长。我们选择藉着认识神的话语和顺服神，在祂

呼召我们成熟的领域里成长和结果。



跟随圣灵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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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天

经节

罗马书 8:5-6，13-15

祷告

思想

•  把我们自己分別分圣並饥渴地接受圣灵的指引。

•  求神帮助你成长更加贴近圣灵。

•  让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

我们的自然欲望阻止我们活出圣灵要引导我们的超自

然生活。若要听到圣灵的引领，我们就必须使自然的

倾向安静下来，使我们的思想与圣灵一致。当我们听

到并服从圣灵的引导，我们就能更好地成为祂超自然

奇事的管道。



迎接圣灵清新的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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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节

路加福音 24:49；哥林多前书 12:31-13:1-3

祷告

思想

•  诚邀神浇灌圣灵清新的恩膏。

•  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增加对他人的爱。

•  寻求智慧更有效地使用这些恩赐。

•  等待圣灵启示新的恩赐。

神以圣灵更多的充满我们，并引导我们更有效地使用

我们的恩赐，并启示我们事奉所需要的新恩赐。神这

样做是为了让我们用这些恩赐去影响他人，并显示祂

的爱。通过学习更多地爱他人，并培养对更大恩赐的

渴望来影响别人，我们使自己与祂的意愿一致。这使

我们更多的被圣灵充满。

第十天



设定一个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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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天

经节

约书亚记 1:6-9；约翰福音 14:12-13

祷告

思想

•  写下神所赐下的应许。

•  祈求神显明我们如何能成为祂目的的一份子。

神鼓励我们要刚强壮胆，因为祂应许要通过我们做更

大的事。我们的反应是设定一个期望来参与祂的应许

。我们藉着大胆地询问神我们能做什么来使他的目的

前进。



在期待中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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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天

经节

约书亚记 1:6-9；诗篇 126:2-3

祷告

思想

•  专注于神要做的事来激发兴奋感。

•  求问神如何利用我们的时间和精力。

•  寻求神的指引，以完成祂更伟大的工作。

当我们期待上帝行动时，就会有兴奋和喜悦进入我们

的灵。这种兴奋应该转化为大胆的行动，为上帝更伟

大的工作做好准备。我们藉着计划我们的资源; 时间

、精力和思想来开始参与，以实现神的目的。



宣告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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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天

经节

使徒行传 4:24-28；约书亚记 14:11-12

祷告

思想

•  说出上帝关于自由和真理的话语；战胜每一种恐

   惧 ，挣扎和谎言。

•  求神辨认需要拆毁的营垒

每一次的复兴都会有人反对，但我们能胜过因为神具

有主权，并会成就他的应许。既然我们有这样的期望

，就不要限制上帝在我们目前的情况所能做的事或能

力，而是期待突破。我们通过宣告它们来实现；通过

对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敌对的情况宣告神的话语，并

祷告拆毁坚固的营垒。



步入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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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天

经节

使徒行传 4:29-31；帖撒罗尼迦前书 2:2

祷告

思想

•  祈求有胆量并有效地分享福音。

•  祷告有机会分享，以及人的心预备好领受。

•  安排一个时间与神所感动你的人分享。

我们需要勇气来步入复兴。我们透过祈求神给我们机

会和信心来步入复兴，并有效地分享福音。我们必须

决定大胆地分享，这样人就能接受它并转变他们的生

命。



宣告医治，神迹和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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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节

使徒行传 4:29-31；马可福音 16:15-18，20

祷告

思想

•  当我们分享福音的时候，祈求勇气为需要祷告。

•  与我们认识面临危机、和需要盼望的人大胆的

   祷告。

神给了我们能力和权柄去行神迹来证实福音和祂的真

实。在我们分享福音的同时，也要为有病痛或面临困

境的人祷告。当我们如此做时，无论我们到哪里去，

医治、神迹和超自然的现象都会伴随着我们。

第十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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