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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氾濫之時 耶和華坐著為王   

      耶和華坐著為王 直到永遠。 

(詩篇廿九:10) 

    大水氾濫ê時，耶和華坐teh做王； 

          耶和華坐teh做王，直到永遠。 

 

 
 

 

為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疫情禱告 

 

 

教 會： 

姓 名： 

2021 /   /    



2 
 

讚美上帝的禱告 

第１日 

「耶和華啊，尊大、能力、榮耀、強勝、威嚴都是祢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祢的；國度也是祢的，並且祢為至高，

為萬有之首。」(歷代志上廿九:11) 

『耶和華ah，尊大、能力、榮光、得勝、威嚴lóng是你ê； 

  凡若tī天頂地下ê，lóng是你ê；耶和華ah，國也是你ê， 

  你是至koân，做萬有ê頭。』 

 

全能的主啊！我們敬拜祢，稱頌祢至高的美名，唯獨祢是

上帝，是統管萬有全地的上帝，萬民萬物都要齊聚來敬拜

祢、事奉祢。祢的尊大、能力、榮耀、強勝、威嚴，要顯

明在列邦列國、萬國萬民中。沒有誰可以和祢比擬，沒有

什麼受造物可以抵擋祢尊大榮耀的威嚴，在這新冠病毒席

捲全球，各國在病毒的肆虐中，願祢作王掌權，讓全地都

知道世人的救贖者已臨到，要顯明公義，生發慈愛，平安

要歸於萬民。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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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上帝的禱告 

第２日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

們眾人同在！」(哥林多後書十三:14) 

『願主耶穌基督ê恩典，上帝ê疼痛，聖神ê相通，kap lín眾

人tī-teh。』 

 

親愛的主！我們稱頌祢！不管世界多麼動盪，唯有祢是我

們的倚靠。耶穌基督是我們心中的喜悅，世人常存的盼

望，十字架的光輝永遠照耀，在黑暗中引領我們靠近天父

的懷抱，在阿爸父懷中，我們享受父獨生子的榮光。親愛

的聖靈，潔淨我們，以祢的大能充滿我們，使我們剛強，

真實的成為祢的居所，住在祢裡面。我們渴望聖靈豐沛的

澆灌，讓祢的活水江河滿足我們對祢的渴望，並湧流出生

命到各族各民，給予這世代饑渴的百姓，被上帝的平安、

醫治、能力所充滿。求聖靈引導我們為新冠病毒疫情禱

告，讓我們的禱告與永遠為我們代求的主在寶座上相遇，

滿足上帝的心意，成就上帝的旨意。奉主耶穌的名禱告。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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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上帝的禱告 

第３日 

「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詩篇一一三:2) 

『願耶和華ê名受o-ló，Tùi chit時到永遠。』 

 

創造並更新萬物的主！我們讚美祢，創世以來，祢是我們

的主，祢向愛祢敬畏祢的人，守約施慈愛。祢是有憐憫有

恩典又不輕易發怒的上帝！祢將我們安置在祢所創造的

世界，各按命定在各處。面對新冠病毒，我們是如此的渺

小、恐懼害怕顫抖，站立不住，求主憐憫我們。阿爸天父！

萬有都在祢手中，祢是萬神之上的神，祢是萬有的主宰。

祢的愛子耶穌賜給我們豐盛的生命，從死裡復活已經勝過

撒旦魔鬼和世界，將得勝的旌旗和天國的鑰匙賜給教會。

靠著賜給我們力量的主，宣告祢與我們同在，祢大能的膀

臂必環繞我們。我們單要讚美祢，將一切頌讚榮耀都歸給

祢。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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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平安的禱告 

第４日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裡作主；你們也為此蒙召，

歸為一體，且要存感謝的心。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

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

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上帝。」(歌羅西書三:15-16) 

『15
         基督ê和平tī lín心內做主，lín受召成做一體也是

為t        t-ê；    t    感謝。16
          基督ê道理，tī t   樣

ê智慧，充滿tī lín ê心；用詩，用歌，用神ê賦，相教示相苦

勸，tùi恩典tī心內teh吟來o-ló上帝。』 

 

親愛的主！我們讚美祢，祢留下平安給我們，與我們同

在。祢是慈愛憐憫的上帝，祢施恩垂聽我們的禱告，醫治

我們的土地、我們的城市、我們的國家。主，唯有祢是我

們敬拜的焦點，是我們生活的中心，當武漢肺炎似乎成了

人民的思想及生活中心時，求祢幫助我們知道該如何面對

如此嚴峻的環境、幫助我們不要被瘟疫的恐慌奪走我們的

心，沒有任何事物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奉耶穌的名

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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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赦免的禱告 

第５日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

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

他們的地。我必睜眼看、側耳聽在此處所獻的禱告。」 

(歷代志下七:14-15) 

『14
 我ê百姓用我ê名來稱ê，若家己謙卑，祈禱，求見我ê

面，   t-tńg離開 n ê p á ⁿ路，我beh tùi天聽in，赦免in ê罪，

醫治in ê地。15
 我beh目睭看，耳孔聽，tī    t所在所獻ê祈禱。』 

 

全能的主！祢是有憐憫、施慈愛的上帝，求祢憐恤我們，

垂聽我們的呼求。我們謙卑來到祢的面前，為要得憐恤，

因祢的憐憫永不斷絕，祢的憐憫向審判誇勝。求祢不計算

我們的惡，赦免我們的罪愆，饒恕我們的驕傲自大、高抬

自我藐視祢的主權，赦免我們的貪婪悖逆，除去拜偶像的

惡行，救我們脫離情慾敗壞的轄制，讓我們從罪中回轉歸

向祢，也求祢醫治我們在這塊土地所造成的玷污，求祢的

寶血潔淨土地及百性，這是我們的禱告，願祢垂聽。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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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赦免的禱告 

第６日 

「上帝啊，求祢按祢的慈愛憐恤我！按祢豐盛的慈悲塗抹

我的過犯！求祢將我的罪孽洗除淨盡，並潔除我的罪！」

(詩篇五一:1-2) 

『1
 上帝ah，照你ê慈愛憐憫我；照你豐盛ê慈悲擦消我ê過

失；2
 將我ê罪惡一盡洗除，亦洗清我，到無罪。』 

 

主啊！求祢以慈愛待我們，因為我們得罪了祢。我們不能

明瞭武漢肺炎造成的原因，但是我們知道人心的貪慾、自

我的澎漲要高過於上帝，把我們帶至毀滅的路徑，求祢寬

恕我們。讓我們在現今所遭遇的患難、困苦、死亡的威脅

中，謙卑的轉向祢，向祢承認，我們得罪了祢、我們的過

犯在見證我們的不是，求祢矜憐我們，赦免我們一切的

罪，救我們脫離禍患。讓我們因著耶穌基督的十架救贖，

得著救恩之樂，又得著所賜的聖靈，扶持我們走前面的路。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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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憐恤的禱告 

第７日 

「顯我為義的上帝啊，我呼籲的時候，求祢應允我！我在

困苦中，祢曾使我寬廣；現在求祢憐恤我，聽我的禱告！」

(詩篇四:1) 

『顯明我ê義ê上帝ah，我求叫ê時，求你應我。我tī困苦ê中

間，你  t    我寬闊。  ⁿ求你憐憫我，來聽我ê祈禱。』 

 

親愛的主！求祢憐恤我們，恩待我們，在這全球遭難的日

子，願祢搭救、保全我們，使我們得存活。當各國的政要、

首領、精英相繼罹病，百姓接連感染致命的病毒，願祢以

憐憫為念。讓病患從禍坑裡、從淤泥中，被拉上來，使他

們的腳站立在磐石上。當他們患病在榻，祢必扶持他們，

給他們鋪床，求祢開恩搭救他們，憐恤醫治他們，因所有

的指望都在於祢。主啊！願一切尋求祢的人都得見救恩，

說：「耶和華為我們行了大事」。也願所有倚靠祢的人，

都得以站立，並跳躍雀悅尊祢的名為大。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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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保護的禱告 

第８日 

「耶和華說：我要作耶路撒冷四圍的火城，並要作其中的

榮耀。」(撒迦利亞書二:5) 

『耶和華講，我beh做伊四圍ê火城，我亦beh做in中間ê榮

光。』 

 

掌管萬有的主！我們為居住的城市和國家禱告，願祢保護

我們免於一切病毒的攻擊，願祢在我們的四周圍設立保護

的屏障，安置火燄的劍，作我們四圍的火城，讓我們住在

平安的居所，安穩的住處，平靜的安歇所。求祢差派服役

的使者、爭戰的使者，大能的天使，晝夜看顧守護我們，

並以祢自己的榮耀作台灣全地的盾牌，也願祢向我們顯

現，讓祢的百姓看見祢的榮耀，讓我們真認識祢，知道唯

有耶和華是真神，勝過一切病毒的風暴，我們得以安舒住

在祢平安的應許中。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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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保護的禱告 

第９日 

「1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10 禍患

必不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15 他若求告我，我

就應允他；他在急難中，我要與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

他尊貴。」(詩篇九一:1、10、15) 

『1
   àm tī至koân ê隱密ê所在ê，Hit-ê人 e     ā起tī全能ê 

ê蔭影。10
 就災害  e到tī你，瘟疫亦  e óa近你ê布棚。15

 伊

求叫我，我就beh ìn伊；伊tī危急ê時，我beh kap伊tī-teh；

我beh救伊，   伊尊貴。』 

 

謝謝主！我們來到祢的面前尋求祢庇護，祢的膀臂是我們

安全的羽翼，我們投靠在祢翅膀的蔭下，安然沒有驚嚇。

即便各國的疫情驚濤駭浪，像海嘯洶湧而至，我們在基督

裡面仍然安然站立。因為祢應許災難禍害不臨到我們，祢

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亮光，是我們的拯救，是我們

性命的保障。至高者成為我們的居所，我們必得保護，住

在祢的同在裡，得享尊貴。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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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保護的禱告 

第10日 

「6以色列全會眾把羊羔宰了。7各家要取點血，塗在吃羊

羔的房屋左右的門框上和門楣上。13這血要在你們所住的

房屋上作記號；我一見這血，就越過你們去。」(出埃及

記十二:6-7、13) 

『6
 lín t    留到本月十四日，黃昏ê時，以色列全會ê眾人t     

刣羊á。7
  n t     取淡薄血，抹tī食羊á hit間厝，雙pêng ê門

   ā   p門楣。13
 Chit-ê血tī lín所   ā起ê厝，beh做lín ê記

號；我一下看見chit-ê血，就tù  lín pô ⁿ過去；』 

 

感謝讚美主！我們敬拜祢，祢是被殺的羔羊，死在十字架

上，捨命流出寶血，作萬人的贖價。祢的血成為與我們立

約的記號。在武漢肺炎肆虐期間，我們要天天宣告祢寶血

的功效，塗抹寶血，浸泡在寶血裡與主合一。主，祢的生

命就流露在我們裡面，有祢的能力，有祢的得勝，充滿祢

的膏抹，滿了祢的榮耀。當祢的寶血一顯現，仇敵就從我

們身上、家庭、房屋、職場、教會、城市、國家都越過去，

倉惶逃跑，不敢停留；從病毒來的疾病、死亡權勢，都將

滅絕淨盡，因主的寶血有能力！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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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保護的禱告 

第11日 

「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

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耶利米書廿九：11) 

『耶和華講，我知我tùi lín所存ê意思，是賞賜平安ê意思，m 

是降災厄； e      lín尾景有ǹg望。』 

 

感謝讚美主！我們稱頌祢的慈愛比生命更好，我們感謝祢

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每個人，要照亮坐

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把他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甚願

祢賜福我們，常與我們同在，保佑我們不遭患難，不受艱

難，求上帝應允我們所求。主啊，祢是掌管萬有的上帝，

在祢沒有難成的事，求祢施恩讓正在各國流行的武漢肺炎

能得到控制，也能儘快找到醫治方式。許多人正在恐懼、

絕望、痛苦當中，求祢憐憫我們，賜下平安、力量及活潑

的盼望，讓人知道一切苦難都會過去，願祢親自安慰許多

無助又絕望的心。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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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醫治的禱告 

第12日 

「18我看見他所行的道，也要醫治他；又要引導他，使他

和那一同傷心的人再得安慰。19我造就嘴唇的果子；願平

安康泰歸與遠處的人，也歸與近處的人；並且我要醫治

他，這是耶和華說的。」(以賽亞書五七:18-19) 

『18
 我看伊所行ê路，亦beh醫好伊；     e       伊，   

伊kap hiah-ê相kap傷心ê人，koh得t    安慰。19
 我造 e      

in ê嘴講出o-ló ê話，平安，平安歸   遠kap近ê人；koh我beh

醫好伊；這是耶和華講ê。』 

 

全能全知的主！祢是鑑察全地的主，祢的眼目無處不在，

祢眷顧軟弱病痛孤苦者。在全球武漢肺炎的侵襲中，祢要

親自造訪在各國所有疫區感染的病患，宣告祢平安的應

許，讓祢的光被發現如早晨的光；人所得的醫治要速速發

明。祢的公義必在百姓前面行；祢的榮光必作萬人的後

盾。當人求告，祢必應允；當人呼求，祢必說：「我在這

裏」。祢要將平安康泰賜給遠處和近處的人，無論是病患

或醫護人員都要蒙引導、得安慰。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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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醫治的禱告 

第13日 

「失喪的，我必尋找；被逐的，我必領回；受傷的，我必

纏裹；有病的，我必醫治。」(以西結書卅四:16) 

『失落ê我 e     ē伊；受趕逐ê，我 e       伊tò來；受

傷ê我beh包伊；破病ê，我beh醫治伊；』 

「祂撕裂我們，也必醫治；祂打傷我們，也必纏裹。」 

(何西阿書6:1) 

『伊拆裂咱，也beh醫好咱；伊phah咱，也beh包咱ê傷。』 

 

親愛的主！我們感謝祢，祢是施行醫治遍行救恩的上帝。

願祢走遍每一個感染武漢肺炎的疫區，潔淨場地，施行祢

全能者的醫治在感染病人的身上，讓他們的損傷得以纏

裹，疾病得以醫治，讓這些病患因耶穌寶貴的名被召聚主

前，被主慈愛的恩手撫平所有的傷處，快快得醫治，速速

得恢復，生命得保全，脫離疾病死亡的威脅。因為祢醫治，

人便痊癒，祢拯救，人便得救。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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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醫治的禱告 

第14日 

「1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4我雖然行過死蔭

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祢的杖，祢的竿，

都安慰我。」(詩篇廿三:1、4) 

『1耶和華是我ê牧者，我無欠缺。4
 我雖然行過死蔭ê山谷，

亦m 驚災害；因為你kap我tī-teh；你ê槌，你ê柺，安慰我。』 

 

親愛的主！祢是憐憫仁慈的上帝，祢也是我們的大牧者。

祈求大牧者主耶穌與所有染患武漢肺炎的病人同在，讓他

們速得醫治，在治療的過程中經歷祢的能力，心中沒有恐

懼沮喪。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他們必得聽

見祢安慰的聲音、鼓勵的話語，心中的力量能以剛強起

來，勇敢面對病毒，靠主戰勝病毒。一宿雖有哭泣，早晨

便必歡呼，因為祢的恩典乃一生之久。奉耶穌的名禱告，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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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醫治的禱告 

第15日 

「祂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 

(詩篇一0三:3) 

『伊赦免你lóng總ê罪；醫好你lóng總ê病；』 

 

公義又憐憫的主！求祢赦免人類所犯的過錯，將那隱而未

現的罪顯明出來，好叫我們從罪惡中得著釋放，得醫治，

得自由。武漢肺炎在全世界蔓延中，我們恐慌與不安，染

病的人數和死亡人數一直在升高，求祢醫治那些染病的百

姓，身心靈速速復原，請祢膏抺醫護人員的手，讓醫生可

以用最有效的藥物跟疫苗，來醫治染病者。因祢受的鞭

傷，我們得醫治；因祢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求主憐憫、

醫治、赦罪大能的手，顯明醫治與救贖的功效，施恩臨到

台灣，讓百姓來榮耀主的名。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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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疫情禱告 

第16日 

「耶穌醒了，斥責風，向海說：『住了吧！靜了吧！』風

就止住，大大地平靜了。」(馬可福音四:39) 

『伊就醒，責備風， ā海講：     靜靜。風就soah，也大平

定。』 

 

主啊！祢是權柄能力的主，在暴風雨中，祢向暴風驟雨

說：「住了吧！靜了吧！」自然界就都降服祢的腳前。願

祢來向世界發命令，以祢創造的聲音，說有就有，命立就

立；同樣的，祢廢棄，沒有人能建立。願祢發聲，病毒就

無所遁形，崩潰解體，回到原位，失去任何影響力。我們

也要宣告：「奉主的名，仇敵退去！病毒靜了！死亡離

開！」主啊！我們宣告祢與我們所立生命和平安的約要釋

放出來，祢已將這兩樣賜給我們，使我們存敬畏的心，我

們就敬畏祢，懼怕祢的名。因祢已經升上高天，擄掠仇敵，

祢在人間已受了供獻，為要與我們同在，使我們靠主得

勝。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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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疫工作禱告 

第17日 

「智慧必入你心；你的靈要以知識為美。」(箴言二:10) 

『因為智慧beh入你ê心，知識做你ê神魂所歡喜-ê。』 

 

全能的主上帝！在這武漢肺炎疫情急遽升高，確診病例不

斷增加當中，願全國百姓來到祢的面前，得著智慧的心，

充滿知識的靈。讓我們以全體利益為考量，放下個人私慾

和所好，共同作好防疫工作，無論是個人的清潔衛生預防

工作，或是那些面臨需要居家檢疫、居家隔離、自主健康

管理的人，都能遵行政府的宣導和政策，不讓防疫有漏

洞，大家共同杜絕疫情的擴散。讓我們不因自己的無知和

私慾，使群體受害。在這共同防疫作戰中，我們要得著智

慧的心，有敬畏上主的靈，就必得祝福，因為人若有智慧，

是與自己有益；人若褻慢，就必獨自擔當禍害。願我們蒙

恩福，眾人也因我們得祝福。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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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疫工作禱告 

第18日 

「我在他們中間尋找一人重修牆垣，在我面前為這國站在

破口防堵。」(以西結書廿二:30) 

『我tī  n中間   ē看有一人thang來圍牆，tī我ê面前為t     

chit-ê國   ā tī破隙(khiah)ê所在；』 

 

親愛的主！願祢興起祢的兒女為武漢肺炎防堵破口，不論

國家元首、政府行政體系、衛福部防疫中心、醫療體系、

公衛體系、警政體系、外交單位等，都同心合一為國人的

健康及生命安全把關，求上帝讓他們有智慧知識、能力謀

略、敬畏耶和華的靈，預先謀算、斷定是非、超前佈署，

作果斷有效的決策，讓病毒沒有入侵的管道，引導台灣的

百姓行在正確的防疫道路，並在安全的防護網中，共同守

護社區防線，阻絕大規模的社區感染，更讓舉國上下團結

一致，同心防疫，讓我們渡過難關，快快回復到以往安舒

的日子。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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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疫工作禱告 

第19日 

「9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把頭

抬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10榮耀的王是誰呢？萬軍之

耶和華，祂是榮耀的王！」(詩篇廿四:9-10) 

『9
 城門ah，     起lín ê頭，永遠ê門ah，lín亦t          起；

榮光ê王beh入。10
 Hit-ê榮光ê王是是誰？萬軍ê耶和華，伊

是榮光ê王。』 

 

掌管萬有的主啊！祢是看守城池的上帝，當祢看守，我們

就不會枉然警醒。願祢守護台灣的每個角落，特別是每個

地方的城門，無論機場、火車站、高鐵站、捷運站、公車

站等交通系統的出入口，求祢親自把關，讓人們在空間的

移動中，充滿祢光輝的照耀，一切的病毒、黑暗、污穢，

都當離去，不得停留在祢百姓的身上，讓祢的百姓或出或

入，得享平安。我們宣告祢是有力有能的上帝，在戰場上

有能的耶和華上帝，祢是榮耀的王，台灣歡迎祢，迎接祢

進來，在我們中間行走，並與我們同住。奉耶穌的名禱告，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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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戰的禱告 

第20日 

「要穿戴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以弗所書六:11) 

『     穿上帝全副ê戰甲，    lín能   ā在，來抵敵魔鬼

chiah-ê詭計。』 

 

全能全知的主！當全球面對武漢肺炎的瘟疫，我們知道這

不是一場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

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我們的敵

人是看不見的隱形敵人，牠來偷竊、殺害、毀壞祢的百姓。

在這爭戰的時刻，我們要靠著主，倚賴祢的大能大力作剛

強的人，要穿戴祢所賜的全副軍裝，用真理當作帶子束

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

的鞋穿在腳上，又拿著信德當作盾牌，並戴上救恩的頭

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上帝的道，擊退仇敵，靠著聖

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這是我們最佳的防護裝備。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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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醫護人員禱告 

第21日 

「11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12所以，你們

要把下垂的手、發酸的腿挺起來。」(希伯來書十二:11-12) 

『11
 就tī     -ê tùi警戒來練達ê人，結平安ê果子，就是義ê

果子。12
 所以腳酸手軟ê，lín t        伊勇健；』 

 

親愛的主上帝！祢的大能大力必拖住醫療體系的所有工

作者，無論在醫院或診所，凡第一線接觸病患的工作人

員，都有公義的外衣，能力的外袍，罩住他們的身心靈，

得著保護。即便大量曝露在醫療境域，面對感染的風險

中，他們仍安穩在祢堅固的營壘裡，黑夜的瘟疫和白日飛

的劍都必不臨近。更求上帝賜給他們夠用的恩典，力上加

力，讓他們在繁重的救治工作中，因倚靠主而輕省自在，

下垂的手、發酸的腿都得以挺起來；不斷等候耶和華重新

得力，如鷹展翅上騰，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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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經濟效應禱告 

第22日 

「14我察看了，就起來對貴冑、官長，和其餘的人說：不

要怕他們！當記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們要為弟兄、兒

女、妻子、家產爭戰。21於是我們做工，一半拿兵器，從

天亮直到星宿出現的時候。」(尼希米記四:14、21) 

『14 我觀察了，就起來 ā貴族、官長，kap其餘ê百姓講，

莫得驚in，t    記得主是大koh thang驚ê；t    為t     lín ê兄

弟，lín ê   áⁿ，lín ê    -   -  áⁿ，lín ê    ，lín ê厝宅來交戰。
21

 阮án-ni做工，in ê一半     鎗，tùi天phú光到星出現ê時。』 

 

創造並賜下萬有的主！一波一波的疫情，整個經濟金融體

系受到影響，各行各業中人心惶惶。顯示世上的經濟體系

是會震盪的，而祢的國度是要我們親手做工，各司其職，

施捨憐憫那沒有的百姓。求祢讓我們有智慧和力量，把禱

告、準備工作和計劃結合在一起，看守上帝所交託我們管

理的工作，讓病毒的災難所帶來經濟體系的混亂和百姓的

沮喪壓力，因著我們的擺上，重申上帝保護看顧的主權。

因此面對病毒的打擊，相信祢依然掌權在全地。奉耶穌的

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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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經濟效應禱告 

第23日 

「31不要憂慮說，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32你們需用的

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33你們要先求他的國

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馬太福音六:31-33) 

『31
 所以莫得掛慮講，阮beh食甚麼？Beh lim甚麼？Beh穿

甚麼？32
 lín ê天父也知chiah-ê lóng是lín欠用ê。33

 獨獨事先

求伊ê國kap伊ê義，就chiah-ê物lóng beh 續     lín。』 

 

賜恩典的主！武漢肺炎所造成經濟的蕭條、財務的匱乏、

能源資金的短缺，求祢眷顧憐恤，翻轉我們的經濟，賜下

五穀、新酒和油，讓人人在無花果樹下安然居住，沒有驚

嚇。不用為明天、為生命吃喝憂慮，因為我們需要的一切，

祢都知道，祢應許供應，當我們先求祢的國和祢的義，這

些東西都要加給我們了。謝謝主！祢所賜的福使人富足，

並不加上憂慮。即便在這波病毒的衝撞中，我們相信祢大

能的手要振興百業，使各行各業恢復產能、復甦經濟。感

謝主，應許我們豐盛有餘。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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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球禱告 

第24日 

「6我已經立我的君，在錫安－我的聖山上了。8你求我，

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 

(詩篇二:6、8) 

『6
 主講，我已經設立我ê王， ī錫安，我ê聖山。8

 你求我，

我就將列邦   你做基業；將地ê極頭   你做產業。』 

 

全能的主上帝！願祢憐憫我們，賜福與我們，用臉光照我

們，好叫世界得知祢的道路，萬國得知祢的救恩。當全球

將近兩百個國家相繼感染病毒，願祢以極大的憐恤恩待我

們，以祢無比的智慧和能力寬待國家首領及其團隊，保守

他們脫離病毒溫疫，更讓他們有極大的信心統領整個防疫

救災工作，整合資源、調度人力，病患救治，都能順利推

展，在這世紀災難之際，從上到下一民一心；國與國之間

也並肩扶持對抗病毒。知道祢是為我們施行諸般救恩的上

帝，知道人能脫離死亡，是在乎上主，因祢是我們的上帝，

全地的王。願列邦萬民都稱讚祢，祢必按公正審判萬民，

引導世上萬國。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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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球禱告 

第25日 

「你們的上帝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以賽亞書四十:1) 

『 Lín ê上帝講： ín t    安慰，安慰我ê百姓。』 

 

主啊，是的！祢命令我們去向祢的百姓說安慰的話，宣告

爭戰的日子已結束。我們相信新冠病毒終會有落幕的一

天，那時祢的百姓要從拆毀拔出中再栽植建立，全地也要

顯現祢的榮耀。當全球在病毒侵蝕襲擊下，所造成的社

會、經濟動盪，無論是失業率的攀升、貧窮困苦的壓力、

人心的不安恐慌導致自殺潮的湧入等，我們相信主祢要降

臨掌權，讓祢不能震動的國，在基督測不透的豐富臨到萬

民。讓基督的福音拯救台灣、拯救全地。為此我們在曠野

預備耶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神的道。一切山窪都

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崎

崎嶇嶇的必成為平原。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凡有血氣

的必一同看見。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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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外親人禱告 

第26日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

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約翰福音十六：33) 

『我已經將chiah-ê  ā lín講，    lín t àm-tī我有平安。 ī世

間lín有苦難；獨獨lín thang放心；我已經khah贏世間。』 

 

全能的天父！謝謝祢背負我們的擔憂，應許我們在祢裡面

有平安，祢已經勝過這世界。因此，在這疫情中，我們抬

頭仰望祢的慈愛，要因祢而歡欣，要因救我們的上帝而喜

樂。我們為在國外的親人禱告，深信他們藏在祢的隱密

處，被祢保護。求祢使他們不受肺炎疫情的攻擊，無論生

活、健康、信心、工作、課業，人際關係，出入的腳步，

都能得安穩。主的手扶持他們，使他們不致害怕；主的聖

靈對他們說話，使他們信心加添；主的平安與他們同在，

一直到疫情結束，願他們在祢裡面得保護。我們仰望祢的

幫助！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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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信徒禱告 

第27日 

「6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

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7上帝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

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立比書四:6-7) 

『6
 一概莫得掛慮； 獨獨萬事t    用祈禱懇求kap感謝，將lín

所求ê排列tī上帝；7 就上帝ê平安，pô ⁿ過一切人所想會到

ê， e  tī基督耶穌保守lín ê心，lín ê念頭。』 

 

親愛的主上帝！當全球疫情不斷惡化中，我們單單來到祢

的面前，將憂慮卸給祢，在祢面前傾心吐意，祢就賜給我

們超乎所求所想的平安，基督的愛也在我們心裡作主。讓

我們面對疫情的氾濫，對人有恩慈，以愛代替懷疑、仇視、

輕蔑、憤怒，用基督的眼光，去看待周圍的人。也求主的

憐憫在我們心中生根，知道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

一同受苦；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讓

我們共體時艱，奮勇抗疫，用信心贏得這場病毒戰疫，因

使我們勝過世界的是我們的信心。奉耶穌的名禱告，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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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會禱告 

第28日 

「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上帝，單要事奉祂。』」

(馬太福音四:10) 

『因為有記載講，T    拜主，你ê上帝；獨獨服事伊nā-t ā 。n』 

 

主啊！冠狀病毒帶來的疫情打亂了我們的生活次序、衝擊

我們的教會，但無論環境如何的險峻，祢的子民就是要敬

拜祢、事奉祢。祢的教會就是敬拜的教會，我們活著為要

敬拜祢。懇求天父護祐眾教會在禮拜上都能因應俱全，防

疫無所疏失，讓祢的名被高舉。教會要敬拜，也要建立在

祢真理的根基，天天讀經，尋求祢的面，因祢的話安定在

天，也安定在我們的心中，直到永遠。為這疫情，我們更

要以禱告看到祢的大能，我們晝夜必不靜默，要使上主記

得祢的應許，不致忘了我們，我們要不歇息的呼求，讓祢

也不休息，直到祢重建我們的城邑，使它成為萬國所讚美

的。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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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會禱告 

第29日 

「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

祂。」(馬太福音十六:18) 

『tī 這個石磐頂我欲起造我ê教會，陰府ê關隘也  e贏伊。』 

 

生命的主！因祢死而復活的大能，賜下聖靈建立的教會，

是有權柄能力的，因祢把天國的鑰匙賜給教會，凡教會在

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教會在地上所釋放

的，在天上也要釋放。我們奉耶穌的名宣告，在武漢疫情

中，上帝的眾教會要興起，敬拜的子民要揚聲歡呼，禱告

的大軍要被建立，同心齊聲奉主名大聲斥退疾病、死亡的

權勢離開。宣告上帝國的主權要統管全地，因為主已經作

王了！昔在、今在的主上帝－全能者，執掌大權作王了。

哈利路亞！願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祂要作

王，直到永永遠遠！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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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掌權的禱告 

第30日 

「我在他們中間尋找一人重修牆垣，在我面前為這國站在

破口防堵，使我不滅絕這國。」(以西結書廿二:30) 

『我tī  n中間   ē看有一人thang來圍牆，tī我ê面前為t     

chit-ê國   ā tī破隙(khiah)ê所在，   我無剿滅伊；』 

「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祂要作王，直到永永

遠遠」啟示錄(十一:15) 

『世間ê國成做咱ê主kap伊ê基督ê國；伊beh做王到代代無

盡。』 

昔在 今在 永在的主啊！願祢的國降臨，祢的榮耀遍滿全

地。主啊，祢在尋找我們，祢要一個屹立不動搖的人重修

牆垣、堵住破口。我們願意回應祢的呼召，在這亂世疫情

蹂躪當中，透過禱告創造歷史，見證上帝的作為。願上帝

祢呼召數以萬計的世人，進入代禱的選召，我們將一齊朝

向上帝的山—錫安山邁進。在山上，祢要除滅遮蓋萬民之

物和遮蔽萬國蒙臉的帕子。在那裡，基督要登上寶座透過

祢君王的職份來掌權，恢復祢在地上的公義及權柄，使上

帝國迅速擴展，百姓得贖、全地得救。奉耶穌的名禱告，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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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掌權的禱告 

第31日 

「祢的國是永遠的國！祢執掌的權柄存到萬代！」 

(詩篇一四五:13) 

『 你ê國是永遠ê國；你執掌ê權柄到萬代。』 

 

權能的主！願萬民都稱頌祢，歸榮耀給祢！不管冠狀病毒

武漢肺炎的風浪有多大，在洪水氾濫之日，祢都坐著為

王。祢是止息風暴的主，是使紅海分開的上帝，又是領我

們到祢應許迦南美地的上帝，祢必賜給我們四境平安，住

在祢新天新地的榮耀裡。因祢的權能和美善，我們要尊耶

和華為大，其大無法測度。我們要默念祢威嚴的尊榮和祢

奇妙的作為。耶和華啊，祢一切所造的都要稱謝祢；祢的

聖民也要稱頌你，傳說你國的榮耀，談論你的大能，好叫

世人知道祢大能的作為，並祢國度威嚴的榮耀。這代要對

那代頌讚祢的作為，也要傳揚祢的大能，因祢拯救我們。

祢的國是永遠的國！祢執掌的權柄存到萬代！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