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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祷告  

推动祷告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作，你的旨意是不
能拦阻的。” ~ 约伯记 42章2节 (新译本) 

仅供内部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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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
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 历代志下7章14节 (新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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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  
于此禧年准备国家的属灵重整 

•  “合一祷告”在此呼吁马来西亚的众教会为将至的全国大选
推动祷告。此代祷呼声已藉着马来西亚基督教联合会 (CFM)
于2012年7月18日发出的 “为了一个更美好的马来西亚，投
下明智的一票（VOTE WISELY, VOTE FOR A BETTER MALAYSIA）”
 的通函所述的信念体现出来。 

•  本指南用于提供指导及计划以鼓励所有基督徒、网络、代
祷小组及教会，在我国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全国大选
（GE13）之际，透过祷告积极参与维护我们的国家，马来
西亚，的行列。 

•  无论在全国大选之前、期间或之后，我们呼吁全体基督徒
保持忠诚，在顺服上帝的话语中操练领导和管家职责、操
练我们对国家建设的职责，以投票，为着国家的福祉迫切
祷告。 

•  大选将在禧年——国家的属灵重整期举行，这并非巧合。
故我们相信，此次选季将是我国史上最关键的选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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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全国大选预备阶段的祷告时节建议 

1 
•  从现在直到国会解散的宣布； 

2 
•  从国会解散直到提名和投票日期的宣布； 

3 
•  从提名日直到投票日前夕； 

4 
•  投票日当天； 

5 
•  从投票结束到计算票数直到总结最后结果 

6 
•  从宣布结果直到成立稳定的联邦、内阁及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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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 

推动祷告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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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推动祷告！ 

•  以下是一些建议，供您和您的教会参考以立刻推动祷告： 

•  成为模范。每一天在您的个人祷告时段，拨出至少5分钟，
为我国及第13届全国大选（GE13）祷告。 

•  细胞小组/家庭团契。 请您的细胞小组及/或家庭团契小组
每次聚会时，透过忠心祷告维护国家及第1 3届全国大选
（GE13） 。 

•  主日崇拜及主日守望祷告。考虑在主日崇拜中拨出时间，
为国家及第13届全国大选（GE13）祷告。为着和平、公义
及公正得胜祷告。 

•  每周祷告会。 推动会众参与定期的祷告会，一同祷告维护
国家。 

•  跨教会的联合祷告会。 在国会解散之前聚集同一选区或城
镇的牧区/会众/宗派一同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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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的祷告计划 

•  为国家禁食。拨出特别的一些时段或几天为国家代祷和禁食。 

•  预备一间2 4 - 7祷告室或发起2 4 - 7守望祷告。预留一间祷告
室（例：您教会的祷告室）用以持续不断、昼夜不停地为国家
祷告。用图画和地图布置那祷告室以帮助人们祷告。考虑透过
建立一个虚拟的祷告室，呼吁小组或个体每小时代祷，并传
接“祷告接力棒”，以推动24-7的连锁祷告。 

•  会见提名候选人——您未来的“州议会”及“国会”议员，无论是
在职者或竞争者。推动一群在您选区的基督徒为国会以及/或
州席位祷告：透过在不同政党的服务中心祷告。也为各个在职
者或被选出参加第13届全国大选（GE13）的候选人祷告。提议
为候选人祷告。 

•  组织步行祷告或行车祷告。在我们邻近地区、选区、地方政府
办公楼、学校、投票中心、城镇或城市周围组织步行祷告或行
车祷告。 

•  在选举那一周，组织跨教会的24-7联合祷告会。在我们的城镇
或选区组织或参与跨教会的联合祷告会，推动更多基督徒不断
祷告。 

•  每当您阅读或听到有关第13届全国大选（GE13）的新闻之后，
暂时停下，以做个简短的“结束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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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期的历史趋势 

选举年份 竞选日数 

1986 10 

1990 10 

1995 10 

1999 9 

2004 8 

2008 13 

根据选举委员会，第13届全国大选（GE13）预计将有至少10天
的竞选期。我们建议，祷告小组准备好至少10天或更多（可能达
至21天），每天24小时昼夜不停地以祷告润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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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期间的祷告计划 

•  一旦竞选期确定了，我们建议基督徒齐心协力用以下方式
一同祷告： 
•  因投票日很可能会是星期六，我们建议会众花时间在前
一个星期日为第13届全国大选（GE13）祷告。 

•  在竞选期间，假设从星期一至星期四，我们鼓励各个教
会每天举办晚间祷告会，无论是在小组或在教堂举办。
我们建议所有城市和郊区的教会在那一周，聚在一起，
进行跨教会聚会 —— 或许每晚在不同堂会进行但却是
所有基督徒一起同心合一祷告。 

•  在投票日前夕，（比如：星期五）我们建议以跨教会形
式每日24小时进行祷告覆盖，直到计票完成为止。 

•  我们也鼓励教会组织或管理在线注册或守夜祷告，好让
回乡投票或必须在投票站服务的基督徒也能参与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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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 

基本祷告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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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和平的选举及为上帝的心意得以成全祷告 

•  祈愿上帝对我国的计划和心意在这选季得以确立。 

•  祈愿我们能成为跟随上帝的国家，也成为世界各国的
祝福。 

•  为大选期间和之后都有和谐与和平祷告，也为所有候
选人、官员及选民在整个大选期间的安全祷告。 

•  让我们祈求上帝，无论是在大选之前、期间或之后，
掌管和制止任何煽动暴力和暴乱的企图，以致为着所
有社群以及全国人民的福祉，和平与和谐将得胜。 

•  为黑暗的势力能被捆绑而无法在选举期间自由地进行
各种形式的邪恶、不公及极端主义的事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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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和州层面祷告 

1.  为上帝所拣选的公义的人，无论男女，得以于每个国会席位
及州议会[ADUN –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的所有职位
上当选祷告。 

2.  为每一位委任为州、市、镇的议会议员、国会议员、上议员
、市长、部长和首相职位的人选祷告。无论男女，愿他们都
是上帝所拣选，维护真理、公正与公义的人。 

3.  为一个尊重人民权利，秉持公正廉洁、维护道德操守与信仰
或宗教自由的政府的形成祷告。 

4.  为一个坚持良好管家职责、看重素质教育及有智慧管理国债
的政府的形成祷告。 

“正义使国家兴盛，罪恶是人民的羞辱。"  
~ 箴言14章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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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和州层面祷告（续） 

5.  为能为所有人促进团结、和好及繁荣的人，就是使人和平
的人，无论男女，得以当选祷告。 

6.  为拥有道德及政治志意愿的公义的人，无论男女，得以当
选祷告，好让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土著人民的压制及移民
者和难民所受的不公平待遇能被破除。 

7.  祷告使任何激起仇恨，造成损害及各种形式的种族与宗教
分歧的极端分子不得当选。 

8.  为新闻媒体成员祷告，以致他们能如实及正直地报道新闻
、提供真实信息，并提供所有政党平等机会发表他们的
宣言。祈愿媒体能发表促使团结的舆论——祈愿他们会选
择在和平与和好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而非要激起仇恨或
屈服于散播谣言。 

“正义使国家兴盛，罪恶是人民的羞辱。"  
~ 箴言14章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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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会祷告 

1.  为教会祷告，使她在这关键时节能完全被唤醒、积极参与
和被赋予能力，能领会此次大选的迫切性及重要性，亦领
会此次大选对上帝的心意得以在我国及世界各地推展（或
落实）的意义。 

2.  为能有热忱拥戴上帝的名，以及祂的荣耀能在这国家被高
举祷告。 

3.  祈愿教会在这祷告时节能合一，并彼此相爱。 

4.  祈愿教会能成为良好的企业公民，能鼓励所有会友以投票
及参与国家建设的过程，尽他们的国民职责。 

 

“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全这事。” ~ 以赛亚书9章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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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选举官员与保安人员祷告 

1.  为所有参与选举过程的官员，包括选举官员、警方、人民
志愿警卫团（RELA）、军队及其他被任命的官员祷告。愿
他们以诚实与正直的心服务。祈愿他们在竞选过程中能使
用智慧及行事公正，并维护和平与秩序直到选举结束为止。 

2.  为所有的选举官员，包括监票员与计票员以及选举监察员
祷告，以致他们能勤快及有信用地服务，确保整个选举过
程准确与正直。 

3.  祈愿保安部队公正无私并为所有政党提供保护，能公平行
事及维护国家的和平。 

 

“诡诈的天平是耶和华所厌恶的，准确的法码是他所喜悦的。” 
~ 箴言11章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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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选民祷告 

1.  为所有公民祷告——能坚决投选上帝所拣选的公义男女。 

2.  祈愿所有基督徒选民能在国家建设方面尽自己的管家职责
及透过投票操练自己对国家的职责。 

3.  祈求上帝的灵在每个选民决定投选时庇护他们。 

4.  祈愿智慧的灵、分辨能力及勇气能临到所有选民，使他们
不会受到执意歪曲事实或导致恐惧的不负责任党派的不良
影响，也不会堕入谣言、谎言或金钱的陷阱中。祈愿公平
的心灵、勇气及对国家的爱能深深印在所有在投票日排队
投票的每一颗心。 

 

“耶和华的灵必停留在他身上，就是智慧的灵和聪明的灵，谋略的灵和能
力的灵，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他不凭眼
睛所见的施行审判，也不凭耳朵所听的断定...。”  ~ 以赛亚书11章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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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会选区祷告 

•  这次的第13届全国大选（GE13）有222个国会选区参与
竞选。以下的国会选区是按照本部分所显示的州被划分。 

•  我们鼓励您，透过以下的方式，为公义的人，无论男女
，能在这第13届全国大选（GE13）中兴起而祷告： 
1.  为您自己的州与其各个选区祷告； 

2.  认领一个不是您自己的州，然后为它祷告； 

3.  为沙巴及/或砂拉越的选区祷告； 

4.  为吉隆坡、布城及纳闽联邦直辖区的选区，即联邦政
府所在之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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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州选区祷告 

•  马来西亚有13个州政府。州政府选举一般都与国会选举同
时举行。然而，在第13届全国大选（GE13），只有12个州
参加竞选，即砂拉越州不包括在内。 

•  目前，13个州政府之中，有4个是由民联所掌控——雪兰莪
、槟城、吉打及吉兰丹，而雪兰莪及槟城则是马来西亚人
均最富有的州。 

•  我们鼓励您，为公义的人，无论男女，能透过这第13届全
国大选（GE13）在所有州政府中兴起而祷告，以致为着人
民的益处，国家资源能得到明智且正直的管理，而人们也
得到应得的照顾。 

•  请按以下方式推动祷告： 

1.  为您自己的州与其各个选区祷告； 

2.  认领一个不是您自己的州，然后为它祷告； 

3.  维护沙巴和/或砂拉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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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祷告  

仅供内部传阅 

若您需要任何其他支援，请联络： 
陈耀芳 Chrisanne Chin | +6012-2376102 | 
chrisanne.chin@gmail.com 

 如需任何协助或有意查询，请联络您最接近的祷告网络。若有其他事宜，请透过  
247prayer.my@gmail.com 联络“合一祷告”秘书处。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
上，如同在天上一样。 "  

~ 马太福⾳音6章10节 (新译本) 

“合一祷告”的网络： 
（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1.  马来⻄西亚24-7祷告      24-7 Prayer Malaysia 
2.  神召会祷告委员会      AG Prayer Commission 
3.  马来⻄西亚基督教协进会（⻘青年年团）      Council of 

Churches of Malaysia (Youth Network) 
4.  亚庇牧者团契      Kota Kinabalu Pastors’ Fellowship 
5.  古晋牧者团契      Kuching Ministers’ Fellowship 
6.  卫理理公会祷告⽹网      Methodist Church Prayer 

Network 
7.  ⼤大马全国祷告⽹网      Malaysia National Prayer 

Network 
8.  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祷告委员  NECF Prayer 

Commission 
9.  槟城牧者团契      Penang Ministers’ Fellowship 

联合秘书： 
陈耀芳	 Chrisanne Chin (马来西亚基督教协进
会CCM) 
徐清喜	 Andy Chi (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NECF) 

 “合⼀一祷告”  是我国主要祷告⽹网
络、宗派祷告⽹网络及牧者团契  
的运动。 

徐清喜牧师 Rev Andy Chi| +6016-2030561 | 
andy@necf.org.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