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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賜更多的恩
典，所以經上說：
神阻擋驕傲的人，
賜恩給謙卑的人。

雅各書 4:6



我這困苦人呼求，
耶和華便垂聽，救
我脫離一切患難。

詩篇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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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代志下 7:14



要尋求耶和華與
他的能力，時常
尋求他的面。

詩篇 105:4



我們若照他的旨意求甚麼，
他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他
所存坦然無懼的心。

既然知道他聽我們一切所求
的，就知道我們所求於他
的，無不得著。

約翰一書 5:14-15



我所揀選的禁食不是要鬆

開凶惡的繩，解下軛上的

索，使被欺壓的得自由，

折斷一切的軛嗎？

以賽亞書 58:6



至於這一類的鬼，
若不禱告、禁食，
他就不出來。

馬太福音 17:21



神怎樣以聖靈和能力膏拿
撒勒人耶穌，這都是你們
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
善事，醫好凡被魔鬼壓制
的人，因為神與他同在。

使徒行傳 10:38



不是要把你的餅分給飢
餓的人，將飄流的窮人
接到你家中，見赤身的
給他衣服遮體，顧恤自
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嗎？

以賽亞書 58:7



這樣，你的光就必發現如
早晨的光；你所得的醫治
要速速發明。你的公義必
在你前面行；耶和華的榮
光必作你的後盾。

以賽亞書 58:8



那時你求告，耶和華必應
允；你呼求，他必說：我
在這裏。你若從你中間除
掉重軛和指摘人的指頭，
並發惡言的事

以賽亞書 58:9



他們說：我們禁食，你為何
不看見呢？我們刻苦己心，
你為何不理會呢？看哪，你
們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
逼人為你們做苦工。

以賽亞書 58:3



你們禁食，卻互相爭競，

以凶惡的拳頭打人。你們

今日禁食，不得使你們的

聲音聽聞於上。

以賽亞書 58:4



這樣禁食豈是我所揀選、使
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嗎？豈是
叫人垂頭像葦子，用麻布和
爐灰鋪在他以下嗎？你這可
稱為禁食、為耶和華所悅納
的日子嗎？

以賽亞書 58:5



你禁食的時候，要梳頭
洗臉，不叫人看出你禁
食來，只叫你暗中的父
看見；你父在暗中察
看，必然報答你。

馬太福音 6:17-18



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不
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
大，我不揀選他。因為，耶
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
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撒母耳記上 16:7



『我喜愛憐恤，不喜愛
祭祀。』你們若明白這
話的意思，就不將無罪
的當作有罪的了。

馬太福音 12:7



我告訴你們，這人回家去

比那人倒算為義了；因

為，凡自高的，必降為

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路加福音 18:14



他們說：我們禁食，你為何
不看見呢？我們刻苦己心，
你為何不理會呢？看哪，你
們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
逼人為你們做苦工。

以賽亞書 58:3



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
師，就是巴拿巴和稱呼尼結的西面、
古利奈人路求，與分封之王希律同養
的馬念，並掃羅。他們事奉主、禁食
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
巴和掃羅，去做我召他們所做的
工。」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
上，就打發他們去了。

使徒行傳 13:1-3



二人在各教會中選
立了長老，又禁食
禱告，就把他們交
託所信的主。

使徒行傳 14:23



你們尋求我，若
專心尋求我，就
必尋見。

耶利米書 29:13



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
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
從鏡子裏返照，就變成
主的形狀，榮上加榮，
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哥林多後書 3:18



這樣，你的光就必發現如
早晨的光；你所得的醫治
要速速發明。你的公義必
在你前面行；耶和華的榮
光必作你的後盾。

以賽亞書 58:8



那時你求告，耶和華必應
允；你呼求，他必說：我
在這裏。你若從你中間除
掉重軛和指摘人的指頭，
並發惡言的事

以賽亞書 58:9



你心若向飢餓的人發憐
憫，使困苦的人得滿
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
中發現；你的幽暗必變
如正午。

以賽亞書 58:10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
愛、喜樂、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實、溫
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
律法禁止。

加拉太書 5:22-23



耶和華也必時常引導
你，在乾旱之地使你心
滿意足，骨頭強壯。你
必像澆灌的園子，又像
水流不絕的泉源。

以賽亞書 58:11



到那日，我必建立大衛倒塌

的帳幕，堵住其中的破口，

把那破壞的建立起來，重新

修造，像古時一樣

阿摩司書 9:11



那些出於你的人必修造
久已荒廢之處；你要建
立拆毀累代的根基。你
必稱為補破口的，和重
修路徑與人居住的。

以賽亞書 58:12



我一個禮拜禁食兩

次，凡我所得的都

捐上十分之一。

路加福音 18:12



當下、約翰的門徒和法利賽人禁食．他們
來問耶穌說、約翰的門徒和法利賽人的門
徒禁食、你的門徒倒不禁食、這是為甚麼
呢。耶穌對他們說、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
的時候、陪伴之人豈能禁食呢．新郎還同
在、他們不能禁食。但日子將到、新郎要
離開他們、那日他們就要禁食。

馬可福音 2:18-20



你們禁食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

為善的人，臉上帶著愁容；因為

他們把臉弄得難看，故意叫人看

出他們是禁食。我實在告訴你

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馬太福音 6:16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四月、

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

食的日子，必變為猶大家歡喜快

樂的日子和歡樂的節期；所以你

們要喜愛誠實與和平。」

撒迦利亞書 8:19



1. 完全禁食


2. 小禁食


3. 禁食一餐


4. 固體食物禁食


5. 但以理式禁食


6. 以斯帖式禁食－72小時全禁

幾種禁食方法建議



求你試試僕人們十天、給我們素

菜喫、白水喝、然後看看我們的

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

•就照你所看的待僕人罷。


但以理書 1:12-13

但以理式禁食



你當去招聚書珊城所有的猶大人、

為我禁食三晝三夜、不喫不喝•我

和我的宮女、也要這樣禁食•然後

我違例進去見王•我若死就死罷。


以斯帖記 4:16

以斯帖式禁食－72小時全禁



1. 不住的禱告


2. 減低運動量


3. 避免分心

禁食要注意嘅事項



1. 逐漸從禁食中退出來


2. 先飲用液體食物


3. 然後再食用固體食物


4. 避免酸辣或刺激性的食物

Break Fast 注意事項



我多謝你，

求主幫助讓我地

藉著今日嘅教導

明白禁食嘅意義

讓我地禁食禱告嘅時候

心存謙卑、尊主為大！

親愛嘅天父：



天父啊！你嘅話語大有能力！

以賽亞書 58:8講： 

這樣，你的光就必發現如早晨
的光；你所得的醫治要速速發
明。你的公義必在你前面行；
耶和華的榮光必作你的後盾。



求主憐憫我地、讓我地喺禁食禱
告嘅時候，單單仰望你，願主旨
意成就！

讓我地所得嘅醫治要速速發明。

公義必在我地前面行；

耶和華的榮光必作我地嘅後盾。

奉主名祈求!



禱告
禱告，因為我渺小


禱告，因為我知道我需要


明暸，你心意對我重要


禱告，已假裝不了


禱告，因為你的愛我需要


你關懷，我走過的你都明白



禱告
有些事我只想要對你說


因你比任何人都愛我 
痛苦從眼中流下，我知道你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來對你說


主耶穌今天我為你活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賜給我


你恩典夠我用



今日講道嘅內容，
有無嘢特別攪動你
呢？試分享你嘅攪
動，點解?

三條問題



你有無試過飢餓的經
歷？成為基督徒後，是
否有禁食的經歷？為何
而禁食？有何領受？

三條問題



禁食禱告有何益
處？請分享：你會
為什麼樣的事而禁
食禱告？

三條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