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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齋月禱告指南 

通過腓立比書為回族禱告 

 

四⽉ 1 夥伴關係 -- 腓立比書. 1：3-5 

主啊，感謝祢差派祢的⾒證⼈在回⺠中向他們⾒證主的愛，也感謝祢帶領世界各地的信徒為這群⼈禱告。 請繼續帶領祢

的⼦⺠順服祢的旨意。  主啊，請給回⺠預備機會，讓他們能清楚明⽩地聽到祢的福⾳。  

四⽉ 2 愛-- 腓立比書. 1：9 

天⽗啊，我們為了在回族中做⼯的宣教⼠禱告，求祢使他們在祢的知識和愛中成長。 主啊，請祢保守回族⼈被基督徒的

愛和仁慈所感動，並將榮耀歸給神。  

四⽉ 3 果⼦ -- 腓立比書. 1：10-11 

耶穌啊，我們禱告祢能讓宣教⼠的⽣活充滿公義的果⼦，以榮耀神。  ⽗啊，求祢在他們的事奉中賜給他們智慧，讓回族

⼈在他們的⽣命中看⾒藉著基督⽽來的果⼦，並因此轉向神。  

四⽉ 4 膽量 -- 腓立比書. 1：14 

主啊，賜給中國信徒在迫害⾯前的膽量，讓他們⾃信地向回族宣講福⾳。 我們禱告回族基督徒也能無所畏懼地與家⼈、

朋友和鄰居分享基督的福⾳。 

四⽉ 5 宣講 -- 腓立比書. 1：18 

主啊，我們禱告信徒們能在回族中為基督作⾒證，向眾⼈傳揚福⾳。  主啊，我們禱告回族⼈都能聽到基督的福⾳。 請引

導他們悔改歸向主，接受基督的救贖。  

四⽉ 6 ⽣命 -- 腓立比書. 1：21  

主啊，我們禱告回族⼯⼈和信徒會愛祢勝過⼀切，並學會在各樣試煉中信靠祢。  主耶穌，願許多回族⼈知道祢就是⽣

命，並認識到伊斯蘭教中試圖通過善⾏來獲得永⽣的無望。  

四⽉ 7 勇氣 -- 腓立比書. 1：27-28a 

主啊，賜勇氣給專注於回教的信徒，讓他們不顧反對，在福⾳⼯作上奮⼒前進，並在他們的⽣活各⽅⾯榮耀基督。  主

啊，願信徒們的⽣命能彰顯福⾳，他們的話語能向回⺠證明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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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8 痛苦 -- 腓立比書. 1:29 

基督耶穌，願宣教⼠和回族信徒所經歷的所有迫害和苦難，都是為了祢名和祢的榮耀的緣故。  天⽗啊，求祢為基督的緣

故，賜下恩惠給信徒們，幫助他們背起⼗字架，跟隨主。  

四⽉ 9 團結 -- 腓立比書. 2：1-2 

我們禱告敵⼈在宣教⼠的家中或教會中沒有立⾜之地，使他們團結在⼀起，實現他們每天在基督⾥⽣活的⽬標，並使祢

的名在全地被尊為⼤。 主啊，把回族的教會和漢族的教會團結起來。 幫助他們理解他們共同的⽬標就是榮耀祢。 願他

們以耶穌的愛彼此相愛，成為⿊暗中的光。  

四⽉ 10 謙卑 -- 腓立比書. 2:3-4 

主啊，我們禱告有更多的宣教⼠被派往失喪的⼈當中去服事，使他們看到回⺠是值得被服事和犧牲的。  我們禱告回族信

徒在⽣命中順服祢的呼召，以謙卑的⼼服事他們所在教會、社區和省份的⼈。  

四⽉ 11 懺悔 -- 腓立比書. 2：9-11 

主啊，求祢繼續賜下祝福給回族中的信徒，讓他們坦然無懼地向那些沒有聽⾒的⼈宣講福⾳。 我們知道地上在末后的⽇

⼦所有⼈都會聽到主的福⾳。 我們為了回族禱告，使他們承認祢就是他們的救主、⽗親、救贖者和主。  

 

四⽉ 12 服從 -- 腓立比書. 2:12 

神啊，我們禱告回族的宣教⼠能在與祢的關係中，漸漸地向周圍的⼈顯明他們的信⼼。   主啊，即使沒有許多外地⼯⼈在

這塊⼯作，我們依然禱告回族信徒能順服基督和他的話語，繼續追求⾃⼰的成聖。  

四⽉ 13 慾望 -- 腓立比書. 2:13 

主啊，感謝祢拯救了我們，使我們在基督⾥得到救贖和得救的信⼼。 幫助我們渴望祢的旨意和⽬標。  主啊，請祢感動回

⺠的⼼。 也揭開遮擋他們的眼睛使他們看不⾒祢真理的⾯紗，讓他們看到祢的真理。 幫助他們渴望在耶穌⾥得到救贖的

信⼼。  

四⽉ 14 發光 -- 腓立比書. 2：14-15 

主啊，求祢把回族的教會團結起來。 讓他們為祢的⽬的⽽愛祢、服侍祢、並且彼此聯合起來，這樣他們就可以向他們周

圍的失喪者⾒證祢的福⾳。  我們為了回族向祢呼求所有回族⼈都⿑⼼宣稱耶穌為主，從他們的罪惡⾏徑中被救贖，為基

督發光。  

四⽉ 15 堅定 -- 腓立比書. 2：16 

神啊，我們為回族宣教⼠獻上禱告，求祢在他們周圍築起籬笆，保護他們不受惡⼈引誘，求祢使他們常住在祢的話語

⾥、親近祢。  主啊，我們盼望這⽣命的資訊能在回族不信主的⼈⼼中⽣根，驅除他們⼼裡的⿊暗，在基督裡找到豐盛的

⽣命。 把他們從屬靈的死亡中拉出來，進入到主的豐盛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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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6 信⼼ -- 腓立比書. 3:3 

主啊，求祢説明回族基督徒不依靠⾃⼰的⼒量來服事祢，⽽要靠著主的恩典來服侍。 主啊，請祢讓回族⼈知道他們的得

救不是因為⾃⼰的⾏為， 乃是因為主的恩典。  

四⽉ 17 損失 -- 腓立比書. 3:7 

主啊，求祢賜給中國基督徒⼀顆願意⽢⼼捨棄世上⼀切的⼼，為的是得著認識和傳揚基督的喜樂。 主啊，讓那些聽過福

⾳的回族穆斯林，為了基督願意放棄⼀切，包括家庭傳統和社會地位。  

四⽉ 18 公義 -- 腓立比書. 3：8b-9a 

主啊，請帶領回族基督徒把得著基督和發現在主裡的寶藏作為他們的⽬標，⽽不是尋求別⼈的認同。 ⽗啊，請帶領回族

⼈們領受基督的義，⽽不是靠⾃⼰的義來⾏善。  

四⽉ 19 復活 -- 腓立比書. 3:10 

主啊，求祢賜下基督徒與回族朋友和鄰居們分享福⾳的渴望，使他們相信祢復活的能⼒。 主啊，請祢打開回族的眼睛，

相信耶穌的死亡、埋葬和復活，並在基督⾥獲得永⽣。  

四⽉ 20 獎賞 -- 腓立比書. 3：14 

主，説明回族信徒追求與基督相交的獎賞，並使他們活得與祢天上的呼召相稱。 主耶穌，回族⼈與安拉並沒有私⼈關

係，⽽是把他看作⼀個遙遠的法官，令⼈害怕。 但是請祢向他們表明祢愛他們，並且祢應許與基督合⼀的永⽣。  

四⽉ 21 榜樣 -- 腓立比書. 3：17 

主啊，幫助當地信徒和教會領袖向基督⼀樣⽣活，使他們成為值得效法的⼈。 給他們⼀種跨越⽂化障礙與回族⼈交朋友

的願望。  主啊，賜下回族⼈與基督徒交朋友的機會，並觀察福⾳對他們⽣活的影響 。  

四⽉ 22 ⼗字架 -- 腓立比書. 3：18 

主啊，帶領中國基督徒清楚地與回族朋友分享福⾳，不以⼗字架為恥。 主啊，⼤多數回族⼈在不知不覺中活得像⼗字架

的敵⼈。 請讓他們知道⾃⼰的罪，並知道通過基督的⼗字架得救。 

四⽉ 23 天堂 -- 腓立比書. 3：20 

基督我們的救主，請賜給回族信徒信⼼，相信他們在天上的公⺠⾝份和祢的再來，使他們能勇敢地與鄰居和朋友分享福

⾳。 主啊，我們有信⼼將來永遠與祢同在，但是許多回族⼈沒有這樣的信⼼。 請允許回⺠聽到福⾳並接受祢的救恩禮

物，這樣他們也將成為天上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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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4 家庭 -- 腓立比書. 4：1 

主啊，我們為了追隨祢的兄弟姐妹們禱告，他們打破了家庭的傳統和⽂化。  求祢賜給他們忍耐和⼒量，使他們在主裡⾯

站立得穩。   我們為只有⼀個基督徒的回族家庭和社區禱告。  主啊，求祢將祢的光照耀這些⼈。  願他們不可動搖的信念

成為他們周圍⼈的⾒證。  打開他們家⼈的眼睛，使他們相信。  

四⽉ 25 喜樂 -- 腓立比書. 4：4 

主啊，求祢今天使回族信徒的⼼中充滿無法形容的喜樂。 讓他們的全⼈充滿了祢的得救的⼤能，以祢的救恩和仁慈喜

樂。   耶穌，在回族中建立祢的教會。 當回族⼈轉向祢並相信祢的救恩時，我們與天使⼀起歡欣⿎舞。  

四⽉ 26 平安 -- 腓立比書. 4：6-7 

天⽗，請説明在回族做⼯的基督徒，不要為任何事憂慮。 雖然他們經歷了政府和⽂化的反對，但是請你帶領他們的禱

告，並賜給他們⼀種能超越⼀切的的平安。   主啊，有那麼多回族⼈承受著巨⼤的壓⼒，要達到⼀個無法達到的好⼤於壞

的標準。 也就是善⼤於惡。 讓他們看⾒祢完美的救恩計劃，在基督耶穌⾥賜給他們平安。  

四⽉ 27 知⾜ -- 腓立比書. 4：12-13 

⽗親，回族⽣活在各種各樣的環境中。  他們中的⼀些⼈經濟上很富⾜，有些⼈則很貧窮。 請祢開他們的耳朵，可以聽到

祢的福⾳。 叫他們知道知⾜的秘訣就是在凡事上與基督同在。 求祢幫助他們降服並且跟從祢，使他們得救，並因祢得⼒

量。  

四⽉ 28 ⽀援 -- 腓立比書. 4:18-19 

主阿，賜⼒量並裝備中國教會，使他們能接觸到回族⼈。 賜給他們對回族靈魂的負擔，差派宣教⼠到回族，並提供資

源，不僅通過⾦錢也通過禱告來⽀援宣教⼠。  

四⽉ 29  榮耀-- 腓立比書. 4:20 

主啊，求祢在⻄北回族的地⽅彰顯祢的榮耀。 願祢的榮耀傳遍各城各鄉、草原、沙漠、⼭嶺、各⼩村莊。 主啊，使⽤祢

的⼦⺠去宣揚和展⽰祢的榮耀吧！ 

四⽉ 30 恩典 -- 腓立比書. 4：23 

耶穌，願祢的恩典常與祢的百姓同在，並差遣他們在回⺠⾯前作勇敢的⾒證。  主啊，賜恩典與平安給回族信徒。 以⼀種

能給祢帶來榮耀的⽅式教導他們每天與祢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