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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第二次来临
神圣慈悲玛丽亚

《祈祷运动》
天国指令的祷文
有关这本祈祷书
这本祈祷书所记载的祈祷经文不是出于人，那是由天主给与一位
平凡的女人，一位已婚的母亲。她在欧洲生活，被天主召叫去传
扬祂的讯息，并被给予一个名字 ──「神圣慈悲玛丽亚」(Maria
Divine Mercy) ，以表示她的使命是在末世时期传递天主的神圣慈
悲。由 2010 年 11 月 8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0 日，她已收到 1,300
份讯息，所有这些讯息已上载在以下网站：
www.thewarningsecondcoming.com 。
(相关讯息的中文网址是：http://god-bless-all.org/ )
这些讯息显示天主对一个罪恶满盈的世界所有的神圣拯救计划，
包括在末世时期，迈向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前将呈现的一系列事
件。这些讯息、祷文、救恩圣牌和「印」都是来自天上的。
犹如在耶稣诞生的日子，天主派遣祂的先知若翰洗者去「修直主
的道路」，并警告以色列国民，依撒意亚先知有关「默西亚」的预
言将会实现。若翰给人们的讯息是以悔罪及心灵的净化去预备自
己以迎接「默西亚」(基督)。今天，我们接收到同样的讯息：
「默
西亚」即将再来，我们必须在心灵上作妥善准备。否则我们到时
将会措手不及，发现自己站在天主面前充份地暴露了个人的罪恶。
这个时刻的冲击是不可能完全想象或理解的。

纵观历史，天主的先知们曾被拒绝，最明显的例子莫如天主唯一
的圣子被祂要拯救的人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可能会认为，今时今
日，天主的使者及甚至是天主，所受的待遇与若翰洗者的时代没
有差别。然而，侧耳倾听那些「在旷野里的呼声」是我们的本份，
这要求我们放弃一切有罪的事物，并以开放的心回归我们的造物
主，愿意接受天主的宽恕和祂的恩宠。
轻率地拒绝这些讯息，将如同当日拒绝了洗者若翰及耶稣基督的
人们，要面对同样的危险。接受及实践天主的真理，会导致我们
如同诺厄和罗特的家庭，能幸免即将降临这世上的惩罚。虽然时
间无多，但耶稣仍然继续伸出祂的手与我们修和，以使整个世界
没有灵魂会丧亡。无论我们已经偏离耶稣有多远，如果我们愿意
接受祂的慈悲，及让祂进入我们的内心，当我们进入主的永恒国
度时，仍可领略与造物主和好的喜悦。
主耶稣要求我们由现在到从天而来的「大警告」事件的发生，然
后直到祂的再度来临──即新地堂（地上新乐园）的出现，要每
天不断地诵念这些祷文，为拯救全人类中的每一个灵魂，包括个
人及家庭、亲友、统治者、不信者、无神论者及与邪恶勾结的弟
兄姊妹。
当您颂念这些祷文时，求主开启您的心并祈求圣神向您发言，照
亮您的心并给您敏锐明辨的恩宠，以辨别所载内容的来源，好能
协助您理解及接受这些祷文。
并请慷慨为此奉献您的宝贵时间，响应我主耶稣基督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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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基督呼吁成立《祈祷运动小组》

《祈祷运动小组》的指导方针
(内容节录自神圣慈悲玛丽亚讯息的网址)

主耶稣 2011 年 10 月 23 日的讯息节录
我亲爱的女儿，必须要知道我希望在全世界组建一个由各祈祷小
组构成的军队。我将以祈祷文来供应我的军队诵念它们，为拯救
灵魂。这些祈祷小组将不断扩展，在他们内将升起一支由虔诚的
门徒所组成的真正军队，他们要把我关于救恩的神圣许诺的真理
带给所有人。
这些小组组成的军队是由我挚爱的天父所指导的。 他们将阻止撒
旦和牠的信徒们所导致的邪恶的黑暗。
这些祈祷文来自天上，承诺了额外的恩宠。
它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拯救所有人的灵魂：每个孩子、每种宗
教、每种性别、每个教派，以及无神论者。这是我最强烈的渴望。
你们──我的门徒们，是在我的指导下。我倾注给你们的恩宠已
经结出了果实。很快，借着这些《祈祷运动祷文》的恩宠，我赋
予的能力将吸引成千上万的新灵魂。
你们或许认为，一个小小的祈祷小组怎么能获得如此的皈依呢？
答案很简单，这是因为你们被我的天父保护着，并由我直接引导，
因此你们必会成功。你们不可能失败。
主耶稣 2011 年 8 月 10 日的讯息节录
忍耐、每天沉默的祈祷、组织祈祷小组、禁食(守斋)、每天诵念
《神圣慈悲串经 》**，以及我慈爱母亲的至圣玫瑰经，所有这一
切，都是完美的拯救灵魂的方案。
**《怎样念神圣慈悲串经》，见于本《祈祷运动祷文》书末。

必须至少两个人一起祈祷。渐渐地，希望更多的人会加入这个拯
救灵魂的使命。这些祈祷运动祷文还可以在家中或容许聚会的公
共场合诵念。如果可能的话，这个聚会最好是在教堂里举行。聚
会祈祷的次数越多越好。即使在开始时，每周只能有一、两天的
聚会祈祷，而且每天都有不同的人来。但是，如果你能够每天聚
会祈祷，这就达到了目的，因为至少你已经开始了。
聚会以祈祷开始：至少念五端玫瑰经。最好的诵念玫瑰经、祈祷
运动祷文和神圣慈悲串经的方法是：慢慢地、从你的内心发出、
专心于你所念的、知道你所念的是什么、以及意识到你是在向谁
祈祷。 要记得， 圣母许诺给那些每天念十五端至圣玫瑰经的人，
她要赐给他们一个保护圈。圣母已经要求所有不同信仰的人诵念
她的玫瑰经（玫瑰经是捆绑魔鬼的强劲锁链，可平息战事，特别
是连续祈诵三串以上；若团体祈诵力量更大）。此外，应每天诵念
所有连祷文和祈祷运动祷文 (1)，(30)，(33)，(79)，(102) 及(164)。
〔译者提示：诵念祈祷运动祷文 (130) 救恩七日敬礼的祷文可使
更多灵魂获得救赎，有关内容请参阅 65 页。〕
由上次祈祷聚会以后，所有最近的讯息，都应该慢慢地、带着敬
意读出来。没有人可以解释这些资讯，因为耶稣已经说过，即使
连神圣慈悲玛丽亚也没有资格解释它们。 一个不正确的解释能导
致人们转身离开小组。这个使命的目标是延伸到所有人：包括那
些不同信仰的、或没有信仰的人们。没有人是被排斥在外的。复
印这些讯息，分发给那些没有电脑的人，将会是有帮助的。
在每次祈祷会应诵念所有的连祷文及祈祷运动祷文。当人们要求
添加他们自己的祈祷意向时，应该给予适当的时间。人们最好默
默地说出他们的意向。或许人们可以低下头（为他们自己的意向
祈祷），当他们念完时，再抬起头来。这样你们可以继续祈祷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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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打断任何人。在诵念《连祷文》(2) 时，最好把那些完全在
黑暗中的灵魂和今天将要去世的灵魂，都包括在你们的其它意向
里。
如果一个祈祷小组有很多组员，或许一个领导人可以站在团体的
前面，这样当人们念完了他们的意向时，他就能知道并继续祈祷。
之后，发自内心地诵念神圣慈悲串经，以及结束后诵念由基督给
予的下列特殊祷文。(见 2011 年 5 月 10 日的讯息)
「主啊！求祢现今以圣神的恩赐充满我，使我将祢的至圣讯息带
给众罪人、那些我必须因祢的名协助拯救的罪人。借着我的祈祷，
请祢帮我用祢的宝血覆盖他们，好使他们能被吸引到祢的圣心。
请赐给我圣神的恩赐，好使这些可怜的灵魂能够陶醉在祢的新地
堂。阿们。」
这串经也可以咏唱。如果时间允许，小组一起诵念别的玫瑰经奥
迹。如果不是全体都能留下直到最后一端， 建议那些能留下的人
继续念完它们。要记得以一个小组的形式聚在一起祈祷将有极大
的能力。

耶稣给《祈祷运动小组》的指示
你们祈祷时必须准备好圣水在身旁，还要在场地安放我的十字架，
并诵念这特殊《祈祷运动》祷文，使我降福和保佑你们的祈祷运
动小组。
主耶稣要求所有《祈祷运动小组》在每次聚会开始和结束时，须
诵念这篇祷文︰
祈祷运动祷文（96）降福和保护我们的《祈祷运动小组》
亲爱的耶稣啊！请降福和保佑我们，祢的《祈祷运动小组》，使
我们在拯救灵魂的神圣使命上，不至受阻于魔鬼的邪恶攻击和折
磨。赐予我们保持忠诚和坚强，使我们在世人面前坚持祢的圣名，
并永不放弃奋力传扬祢圣言的真理。阿们。

对资讯的讨论应该局限于直接和精确的引用原文。 全体应一致
地为辨别的恩赐祈祷，因为曲解这些资讯将有极大的危险。如果
你觉得某一个资讯难以理解，建议把它放在祈祷中。
如果小组成员众多，可以轮流诵念玫瑰经。不要仓促是非常重要
的。作为天主的神圣军旅的一部分，这些祈祷小组将要在这场拯
救灵魂的战役中做出杰出的贡献。祈祷就是武器。请谨记：祈祷
做的越好，武器就越锋利。
虽然主基督要求我们在下午三点钟诵念神圣慈悲串经， 祂也要
求我们在一天中多次诵念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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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运动祷 文 》
(**圣 职 人 员 诵 念 )

录

页数

耶稣给人类的《连祷文》

1.

防止假先知的欺骗

2012.08.19……18

2.

为免下地狱的豁免权的恩典

2012.08.24……18

3.

为护卫天主的圣言

2012.10.11……19

4.

为减轻天主父所施的惩罚

2013.01.12……20

5.

为拯救犯了大罪的灵魂

2013.02.11……20

6.

求赐恩宠

2014.01.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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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自己作为礼品奉献给耶稣去救灵魂

2011.11.17…….22

2.

为全球的统治者祈祷

2011.11.18…….22

3.

使世人摆脱所受的恐惧

2011.11.19…….22

4.

团结所有的家庭

2011.11.20…….23

5.

赞颂至尊至高的天主

2011.11.21…….23

6.

制止「反基督」的祷文

2011.11.22…….23

7.

为那些拒绝接受慈悲之人的祷文

2011.11.22…….23

8.

办告解(透过圣职人员向耶稣忏悔)

2011.11.22……24

9.

献上痛苦作为礼品

2011.11.28…….24

10.

传承祢的爱火

2011.11.29…….24

11.

为中止对神视者的憎恨

2011.11.30…….24

12.

祈祷以避免骄傲的罪恶

2011.12.03…….25

13.

呼求免于永罚的祷文

2011.12.11…….25

14.

祈求天父在核战的威胁中赐予护佑

2011.12.14…….25

15.

感谢神圣慈悲之礼

2011.12.19…….26

16.

在大警告期间接受赐予的恩宠

2011.12.31…….26

17.

为黑暗中的灵魂向救恩之母祈求的祷文

2012.01.01…….26

18.

阻止「反基督」及牠的组织

2012.01.12…….26

19.

为青年人祈祷

2012.01.13…….27

20.

阻止「反基督」破坏世界

2012.01.19…….27

21.

为人类的救赎对天父感恩

2012.01.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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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天主教神职人员应持守教会的训导 **

2012.01.28…….27

以对付假先知

2012.04.12…….36

23.

为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安全祈祷

2012.01.29…….28

45.

为克制消极的思想祈祷

2012.04.17…….36

24.

为获得全大赦

2012.01.31…….28

46.

从撒旦的枷锁中释放我

2012.04.20…….36

25.

为保护世界各地的神视者

2012.02.04…….29

47.

重新点燃对耶稣的爱

2012.04.22…….36

26.

诵念玫瑰经以拯救你们的国家

2012.02.05…….29

48.

祈求传扬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恩宠

2012.04.22…….37

27.

为世界和平祈祷

2012.02.06…….30

49.

基督信仰的神职人员承诺忠贞的祈祷**

2012.04.24…….37

28.

为所有基督教会的合一而祈祷

2012.02.08…….30

50.

耶稣！帮我认识祢是谁

2012.04.30…….37

29.

保护实践基督信仰

2012.02.12…….30

51.

为圣神的恩赐祈祷

2012.05.04…….38

30.

为避免战争、饥荒和宗教迫害

2012.02.14…….31

52.

向天父祷告

2012.05.08…….38

31.

保护链祷文

2012.02.16…….31

53.

为天主教教会祈祷

2012.05.10…….38

32.

阻止在爱尔兰的堕胎合法化

2012.02.17…….31

54.

祈求天父削弱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2012.05.16…….39

33.

接受永生天主的印记

2012.02.20…….32

55.

为「大警告」作准备

2012.05.21…….39

34.

我给予耶稣的斋戒之礼

2012.02.22…….32

56.

祈求保护圣体圣事**

2012.05.26…….39

35.

为灵魂进入天堂的祷文

2012.03.01…….32

57.

耶稣请让我听到祢的呼召**

2012.05.28…….40

36.

摆脱「新纪元信仰」的祷文

2012.03.07…….33

58.

为皈依而征讨

2012.05.31…….40

37.

为天主子女团结合一

2012.03.14…….33

59.

忠于天主圣意的承诺

2012.06.13…….40

38.

为拯救天主教会

2012.03.20…….33

60.

为「大警告」发生时家人的皈依

2012.06.14…….41

39.

帮助他们为新地堂做好准备

2012.03.21…….34

61.

避免「大一统世界」的控制

2012.06.17…….41

40.

为神职人员预备人灵迎接主耶稣再次降临的祷文**

62.

为迷失和无助的罪人

2012.06.21…….42

2012.03.24…….34

63.

在旅程中助佑我

2012.06.29…….42

41.

为非信徒的灵魂祈祷

2012.03.25…….35

64.

拯救我的兄弟姊妹

2012.07.04…….42

42.

禁食祷告以阻止世界统一货币面世

2012.03.27…….35

65.

为活在大罪中的人祷告

2012.07.09…….43

43.

在「大警告」事件发生之际拯救灵魂

2012.04.03…….35

66.

求祢助我忠于祢至圣的圣言**

2012.07.16…….43

44.

祈求得到力量来捍卫我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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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请照顾我的孩子，免受谎言之王所害

2012.07.17…….43

89.

不幸的罪人的祈祷

2012.12.15…….52

68.

保护我免受撒旦的影响

2012.07.23…….44

90.

感谢主耶稣光荣地第二次降临

2012.12.22…….52

69.

为接纳天父的圣意而向衪祈求

2012.07.26…….44

91.

助我忠于信仰

2013.01.04…….52

70.

为圣职人员对天主的圣言保持

92.

求赐坚定不移之恩

2013.01.06…….53

2012.07.30…….44

93.

求赐皈依的泪水

2013.01.11…….53

忠诚和坚定而祈求
71.

从迫害中拯救我们

2012.07.31…….45

94.

求身、心、灵的治愈

2013.01.15…….53

72.

门徒的祈祷

2012.08.07…….45

95.

为能腾出时间来祈祷

2013.01.23…….54

73.

为青年人和年幼者的灵魂

2012.08.16…….46

96.

降福和保护我们的《祈祷运动小组》

2013.01.25…….54

74.

祈求明辨之恩

2012.08.22…….46

97.

为联合祈祷运动小组

2013.02.05…….54

75.

亲爱的耶稣，我交托给祢我的痛苦

2012.09.04…….46

98.

祈求上主的恩典倾泻给各国领导人

2013.02.06…….54

76.

无神论者可如此祈祷

2012.09.10…….47

99.

为澳大利亚和纽西兰的救恩

2013.02.10…….55

77.

为大不列颠﹝英国﹞祈祷

2012.09.17…….47

100. 为基督信仰幸存于世

2013.02.13…….55

78.

救我免于凶恶

2012.09.25…….47

101. 感受耶稣临在的神奇祷文

2013.02.19…….55

79.

为二十亿个失落的灵魂祈祷

2012.09.27…….48

102. 为保持信德并相信这些天主给予

80.

为犯了杀人罪的灵魂祈祷

2012.10.14…….48

81.

求赐领受圣体的宏恩

2012.10.19…….48

103. 与基督共喝痛苦之杯

2013.03.21…….56

82.

为仅剩的遗民教会能获胜利

2012.10.25…….49

104. 从奴役中释放这个灵魂

2013.04.14…….57

83.

为减缓惩罚

2012.11.01…….49

105. 为他人皈依的恩赐

2013.04.19…….57

84.

求主启迪掌控世界的精英者的灵魂

2012.11.09…….50

106. 怜悯那些不承认天主的年轻人

2013.05.09…….57

85.

从欺骗者手中拯救美国

2012.11.17…….50

107. 拯救我脱离地狱之火

2013.05.17….….57

86.

拯救我于怀疑之苦

2012.11.27…….50

108. 攀登加尔瓦略山

2013.06.04…….58

87.

保护我们的国家摆脱邪恶

2012.11.30…….51

109. 祈求信赖之恩

2013.06.10…….58

88.

「大警告」之后为灵魂祈祷

2012.12.03…….51

110. 为圣职人员能坚持忠于圣言**

2013.06.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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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讯息

2013.03.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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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将子女奉献给耶稣基督

2013.06.26……59

112. 为救赎的恩宠

2013.07.05……59

113. 为击败我们国土内的邪恶

2013.07.10……59

114. 为圣职人员获得真理的恩赐**
115. 为皈依的恩赐
116. 救我脱离谎言中的邪恶
117. 为那些出卖了自己灵魂的人
118. 为迷惘的年轻一代的灵魂祈祷
119. 感受耶稣的爱
120. 停止战火蔓延
121. 效忠于耶稣基督的军队
122. 献于耶稣基督的宝血
123. 把自由意志献给天主作为礼品
124. 请倾听我对自由的恳求
125. 为捍卫天主的圣言
126. 为经得起宗教迫害
127. 为我的灵魂和那些我所爱的人
128. 聚集并联合所有灵魂
129. 为爱的恩赐
130. 救恩七日敬礼
131. 恳求主基督垂怜

2013.07.15……59
2013.07.18……60
2013.07.23……60
2013.08.29……60
2013.09.02……61
2013.09.03……61
2013.09.08……61
2013.09.15……62
2013.09.18……62
2013.10.02……62
2013.10.24……63
2013.10.29……63
2013.11.14……63
2013.11.18……64
2013.11.20……64
2013.11.23……65
2013.12.01……65

132. 弃绝撒旦，保护我们的使命
133. 呼求回归到天主
134. 为相信天主存在
135. 保卫真理**
136. 守护主的圣言
137. 恢复信心的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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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28……66
2014.01.31……66
2014.02.05……67
2014.02.05……67
2014.02.06……67
2014.02.22……68
2014.02.23……68

138. 守护我免陷于仇恨
139. 祈求战胜邪的力量
140. 求赐各个品级天使的护佑
141. 在迫害中寻求保护
142. 准备善终
143. 保卫救赎世人的使命
144. 为保护基督信仰
145. 请以祢恩赐的爱充满我
146. 从谎言中保护我
147. 求天父向拒绝祂圣子的人展示慈悲
148. 请来助佑我
149. 寻求天主的爱
150. 拯救非信徒的灵魂
151. 捍卫我们的信仰
152. 请在我无助时援助我
153. 为子女祈求保佑
154. 《救恩之母庆节》祷文
155. 为捍卫救赎世人这使命
156. 保护我们免陷于仇恨

2014.02.27……68
2014.03.08……69
2014.03.13……69
2014.03.18……69
2014.03.22……70
2014.03.25……70
2014.04.02……71
2014.04.03……71
2014.04.11……71
2014.04.20……72
2014.05.03……72
2014.05.11……72
2014.05.16……73
2014.05.31……73
2014.05.31……73
2014.05.31……74
2014.06.04……74
2014.06.08……74
2014.06.09……75

157. 为那些奴役于邪恶者的灵魂祈祷
158. 保护免陷于世界大一统宗教
159. 祈求拥有天主的爱
160. 帮助我更爱祢
161. 祈求信心与平安
162. 保护弱势者和无辜者
163. 拯救我脱离迫害
164. 祈求世间各国和平相处
165. 为永生这份恩赐

2014.06.14……76
2014.06.28……76
2014.07.08……77
2014.07.22……77
2014.07.23……77
2014.07.24……78
2014.08.09……78
2014.08.24…...79
2014.09.05......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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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减少无辜者被屠杀
167. 保护我的家庭
168. 祈求天主爱的恩赐
169. 为拒绝基督救恩的人
170. 维护天主的圣言**

2014.09.18…...80
2014.09.21…...80
2014.09.29…...80
2014.10.02…...81
2014.10.08…...81

耶稣给人类的《连祷文》
耶稣给人类的连祷文（1）防止假先知的欺骗
最亲爱的耶稣，请从假先知的欺骗中拯救我们。
耶稣，求祢垂怜我们。
耶稣，从迫害中拯救我们。
耶稣，从「反基督」手中保护我们。
上主，求祢垂怜。基督，求祢垂怜。
最亲爱的耶稣，请以祢的宝血覆庇我们。
最亲爱的耶稣，开启我们的眼睛去看清假先知的谎言。
最亲爱的耶稣，请团结祢的教会。耶稣，请保护我们的圣事。
耶稣，请不要让假先知分裂祢的教会。
最亲爱的耶稣，帮助我们拒绝伪装成真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谎言。
耶稣，请给我们力量。
耶稣，请给我们希望。
耶稣，请以圣神浸润我们的灵魂。
耶稣，从「巨兽」手中保护我们。
耶稣，请赐给我们明辨的恩宠，使我们能始终跟随祢真教会的道
路，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耶稣给人类的连祷文（2）为免下地狱的《豁免权》的恩典
至尊至高的天父啊！我爱祢。我尊崇祢。主，求祢垂怜。
主，请宽恕我们的罪过。我敬拜祢。我赞美祢！
为祢赐予的一切特恩，我感谢祢。
我恳求祢赏赐 「豁免权」的恩宠给我亲爱的（名字）。
我时刻向祢献上我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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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至尊高的天父、万物的创造者、宇宙的创造者、人类的创造
者，祢是一切的源头。
祢是爱的泉源。祢是真爱。我爱祢。我尊崇祢。
我将自己置于祢面前，为所有不认识祢、不荣耀祢和拒绝祢慈悲
之手的灵魂祈求慈悲。
我将身、心、灵奉献给祢，好使祢把它们拥入祢的怀抱，从而免
陷于邪恶。
我求祢打开新地堂之门，使祢所有的子女最终能够团聚，一起继
承祢为我们所创建好的产业中。阿们。

耶稣给人类的连祷文（3）为护卫天主的圣言
亲爱的耶稣啊！从冒犯天主的谎言中保护我们。在撒旦及其军队
中保护我们。帮助我们更爱慕祢。在这场战斗中支撑我们。保卫
我们的信仰。
把我们带到祢安全的避难所。帮助我们站起来维护祢的圣意。
增强我们做祢真正门徒的决心。给我们勇气。给我们信心。
在真理的道路上引导我们。保卫我们抵抗仇敌。把祢的保护恩宠
倾注给我们。帮助我们躲避诱惑。带我们更靠近祢的圣心。帮助
我们时刻向祢效忠。阿们。

耶稣给人类的连祷文（4）为减轻天父所施的惩罚
至尊高的天主啊！我们为祢子女们的罪恳求怜慈悯。
我们为大地这厚礼感谢祢。
我们为人类生命这礼物感谢祢。
我们珍惜生命这恩赐。
我们维护生命这恩赐。
我们为祢的圣子、耶稣基督这恩赐感谢祢。
我们为救赎的恩赐感谢祢。我们称颂祢的天主性。
我们完全降服在祢面前，好使祢的圣意奉行于地，如同在天上。
我们为真光照良心这恩赐感谢祢。
我们为永生的应许感谢祢。
我们欢迎「新地堂」的到来。
我们恳求祢拯救所有的灵魂，包括那些折磨祢和失落于祢的人。
我们感谢祢向祢所有的子女彰显的爱。
我们为预言的恩赐感谢祢。
我们为祈祷的恩赐感谢祢。
我们祈求祢赐给我们平安和救恩。阿们。
耶稣给人类的连祷文（5）为拯救犯了大罪的灵魂
耶稣，请从地狱永火中拯救所有的罪人。宽恕熏黑了的灵魂，帮
助他们看到祢。
从黑暗中举起他们，开启他们的眼睛，打开他们的心扉。
请向他们显示真理。拯救他们。帮助他们去聆听。
使他们摆脱骄傲、肉欲和嫉妒，保护他们免于邪恶。
请俯听他们呼救，握住他们的手，拉他们归向祢。
从撒旦的欺骗中把他们拯救出来。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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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运动》祷文

耶稣给人类的连祷文（6）求赐圣宠
最亲爱的耶稣啊，我心爱的救主啊！
请以祢的爱充满我。请以祢的力量充满我。
请以祢的智慧充满我。请以祢的坚忍充满我。
请以祢的谦卑充满我。请以祢的勇气充满我。
请以祢的苦难充满我。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将自己作为礼品奉献给耶稣去救灵魂

（应每天诵念）
我最亲爱的耶稣，祢如此爱我们，请让我以我卑微的方式，协助
祢拯救祢所珍爱的灵魂。求祢垂怜所有罪人，无论他们如何严重
地得罪了祢。容许我以祈祷和忍受痛苦，来帮助在「大警告」发
生时可能无法生还的灵魂，使他们能在祢的神国内，寻得祢身边
的一席之地。甘饴的耶稣啊！求祢俯听我的祈祷，来帮助祢赢得
那些祢所渴望拯救的灵魂。
耶稣圣心啊！我承诺在任何时候，都忠于祢至圣的旨意。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2）为全球的统治者祈祷
我永恒之父，因祢爱子耶稣基督之名，恳求祢保护祢的子女，免
受全球霸权势力对无辜民族策划的迫害。我为导致这苦难的灵魂
祈求罪的宽恕，以使他们都能以谦卑悔过的心转向祢。因我们的
主基督，请祢赐力量给遭受折磨的孩子，他们正为世界的罪恶做
补赎，而承受如此的痛苦。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3）使世人摆脱所受的恐惧
吾主耶稣基督啊！我恳求祢让世人摆脱所受的恐惧，以免灵魂与
祢的慈爱圣心分离。我为那些将在「大警告」期间经历真实恐惧
的灵魂祈求到时能抑制恐惧，并容许祢的慈悲浸透他们的灵魂，
使他们能自由地以应有的方式爱祢。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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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运动祷文（4）团结所有的家庭
祈祷运动祷文（8）办告解（透过圣职人员向耶稣忏悔）
主耶稣，请在「大警告」期间，团结所有的家庭，使他们可以获
得永恒的救恩。我祈求所有家庭能和耶稣祢联合在一起，使他们
得以继承祢降临于世的新地堂。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5）赞颂至尊至高的天主
永恒之父啊！为祢赐予全人类慈悲这份珍贵的大礼，我们怀着喜
悦的感恩之情，向祢献上我们的祈祷。因祢的慈爱和温柔的慈悲，
我们欢欣地向祢，我们至荣耀的君王，献上我们的赞颂和敬拜。
至尊高的天主，祢是我们的君王，为了祢现在带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谦卑地俯伏在祢脚下事奉袮。天主，请垂怜祢所有的子女。
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6）制止「反基督」的祷文
主耶稣啊！我祈求天主以祂的怜悯，制止「反基督」及其邪恶军
队制造恐怖事端，以及使祢的子民遭受痛苦。我们祈求祢制止牠，
并因着在「大警告」期间人们的诚心悔改，使惩罚之手得以避免。
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7）为拒绝接受慈悲之人的祷文
耶稣，我迫切地请求祢原谅罪人──那些拒绝祢慈悲之光的晦暗
无知灵魂。耶稣，我恳求祢宽恕他们，把他们从他们自己都感到
如此难以自拔的罪恶中拯救出来。请以祢的慈悲之光涌入他们的
心灵，并让他们有机会重新回到祢的羊栈。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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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耶稣，我恳求祢宽恕我所有的罪过，并宽恕我曾带给别
人的伤害和痛苦。我谦卑地祈求祢的恩宠，以免再次冒犯祢，并
且按祢至圣的旨意献上补赎。我为我将来可能参与的、导致祢痛
苦和受难的一切罪过恳求宽恕。请带我与祢一起跨入「和平的新
纪元」，好使我能成为祢永恒大家庭的一分子。耶稣，我爱祢，
我需要祢。我尊崇祢以及祢所主张的一切。耶稣，请祢帮助我，
好使我配得起进入祢的王国。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9） 献上痛苦作为礼品
耶稣至圣圣心啊！当我怀着谦恭感恩之心宣讲祢的圣言时，请教
导我因祢的圣名忍受羞辱。教我懂得屈辱、痛苦和患难，是如何
使我更靠近祢的圣心。允许我怀着爱和慷慨的精神接受这些试炼，
好能作为最珍贵的礼品呈献给祢，以挽救灵魂。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0）传承祢的爱火
亲爱的耶稣，请帮助我们因祢的名无所畏惧地奋起，在所有国家
传递祢爱的火焰。请赐予祢的子女力量，在那些尚未全心相信祢
慈悲的人群中，勇敢地面对我们所要承受的侮辱。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1）为中止对神视者的憎恨
耶稣圣心啊！请遏止祢的追随者心中，对祢在这时代兴起的真正
神视者的憎恨和嫉妒。我祈求祢俯允我们的祈祷，赐给祢的神视
24

者所需的力量，以向这个不信的世界传扬祢的至圣圣言。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5）感恩神圣慈悲的大礼

祈祷运动祷文（12）祈祷以避免骄傲的罪恶

我的天父啊！我们怀着深深的谢忱，向祢派遣救主进入世界所作
的牺牲表示敬意。我们怀着喜乐和感恩之心向祢献上祈祷，谦卑
地感谢祢恩赐祢的子女这神圣慈悲的大礼。至尊高的天主啊！请
使我们怀着感恩之心，相称地接受这伟大的慈悲。阿们。

我主耶稣啊！当我以祢的名说话的时候，帮助我避免骄傲的罪恶。
如果我曾经因祢的圣名轻视了任何人，请祢原谅我。耶稣，当祢
的声音传达时，请帮助我去倾听，并以祢的圣神充满我，使我能
够在祢召唤人类时，辨认出祢圣言的真理。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3）呼求免于永罚的祷文

耶稣说：「孩子，我郑重承诺，你因我爱子耶稣基督之名求我去
拯救的兄弟姐妹，将立刻得赦。凡你们为其祈祷整整一个月的灵
魂，会得到特别的恩宠。」
天父，借着祢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从罪恶中拯救我们的爱，
请拯救仍拒绝祂慈悲之手的人。亲爱的圣父，以祢爱的标记浇灌
他们的灵魂。天父，我恳切祈求祢俯听我的祈祷，从永罚中拯救
他们。借着祢的仁慈，允许他们首先进入降临于世的「和平于世
的新时代」。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4）祈求天父在核战的威胁中赐予护佑
全能的父，尊高的天主啊！请怜悯所有罪人。请打开他们的心接
受救恩，并获得丰富的恩宠。请俯听我为我的家庭作出的恳求，
并使人人都在祢的慈爱圣心中找到护佑。至神圣的天父啊！请护
佑祢所有在世的子女免于遭遇核战争，或其他毁灭祢子女的计画。
请使我们远离所有伤害，并保护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得以张
开眼睛，听到并接受使我们获救的真理，使我们的灵魂再没有任
何恐惧。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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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运动祷文（16）接受在「大警告」期间赐予的恩宠
我主耶稣啊！请让我在祢伟大慈悲的试验期间保持坚强。赐给我
所需的恩宠，以使我在祢面前变得微小。请张开我的眼睛正视祢
所应许的永远救赎真理。宽恕我的罪过，并显示给我祢的爱和友
情。将我拥入祢神圣之家的怀抱，使我们能再次合而为一。耶稣，
我爱祢，并承诺从今以后，我内心将无所畏惧地宣讲祢的圣言，
并保持灵魂的纯洁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7）为黑暗中的灵魂向救恩之母祈求的祷文
玛利亚无玷圣心，救恩之母和诸宠中保啊，您，从撒旦的邪恶中
拯救全人类的参予者，请为我们祈祷。救恩之母，请为所有灵魂
祈求，使能获得救赎，并接纳祢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向我们显
示的爱和慈悲，祂会再次降临拯救人类，并赐予我们永远得救的
机会。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8）阻止「反基督」及牠的组织
亲爱的耶稣啊！请祢从「反基督」的势力中拯救世界。从撒旦邪
恶的圈套中保护我们。从邪恶势力中拯救祢教会最后的遗民。赐
给祢所有教会所需要的力量与恩宠，以保护我们抵御撒旦及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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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势力所筹画的战争和迫害。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9）为青年人祈祷
救恩之母，我求祢为生活在可怕黑暗中的青年的灵魂祈求慈悲，
使他们在您心爱的圣子来到世上赎回全人类时认出祂。愿没有一
个灵魂倒在路边。愿没有一个灵魂拒绝祂的大慈大悲。我祈求圣
母使所有人都得救，并求您以您的神圣披肩覆庇这些灵魂，为他
们提供所需的保护，以免落在欺谎者手中。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20）阻止「反基督」破坏世界
天主圣父啊！因祢珍贵圣子之名，我呼求祢阻止「反基督」诱捕
祢子女的灵魂。全能的圣父，我祈求祢阻止牠对祢子女施以恐怖
打击。我祈求祢阻止牠玷污祢的受造物，并求祢怜悯那些无力反
抗牠的可怜的灵魂。亲爱的天父，请垂听我的祈祷，并从这可怕
的凶恶中拯救祢所有的孩子。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21）为人类的救赎对天父感恩
至圣的天主，人类全能的创造者！为了祢对人类的爱和怜悯，我
们赞美祢、感谢祢。为了祢把这救赎之恩赐给祢可怜的儿女，我
们感谢祢。上主啊！我们恳求祢拯救追随那邪恶者的人，使他们
对获享永生的真理敞开心扉。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22）天主教神职人员应持守教会的训导

（圣职人员诵念）
我心爱的耶稣啊！请坚固我，使我对祢的爱火每天的任何时刻都
持续燃烧。永不要让我对祢的爱火闪烁不定或熄灭。千万别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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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受诱惑时软弱下来。请给我所需的恩宠，使我重视我的圣召、
我的奉献生活、我的忠诚，并持守正统天主教教会的教导。任何
时候我都向祢献上我的忠诚。我誓守承诺，在祢的战营中作战，
好当祢再来时，天主教教会能够在荣耀中重新崛起迎接祢，亲爱
的耶稣。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23）为教宗本笃十六的安全祈祷
永恒之父啊！为祢爱子耶稣基督和祂从罪恶中救拔世界所受的痛
苦，我祈求祢保护祢的至圣代牧，教宗本笃十六，在世的教会首
领，使他能协助祢拯救祢的子女和神职人员，免陷于撒旦和遍地
巡行窃取灵魂的堕落天使的蹂躏。天父啊！请保护祢的教宗，引
导祢的子女走向新地堂的真理之路。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24）为获得全大赦

耶稣说：「如果条件不允许你们办告解，那么，连续七天诵念我
赐的《祈祷运动祷文》（24）以获得全大赦及圣神的德能。」
我的耶稣啊！祢是世界之光。祢是感动所有灵魂的火焰。祢的慈
悲和爱是无限的。我们当不起祢死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然而，我
们知道祢对我们的爱远超过我们对祢的爱。主啊！请赐我们谦卑
之恩，使我们相称于进入祢的新国度。请以圣神充满我们，使我
们能整装前行，率领祢的勇兵去宣扬祢的圣言真理，并为我们的
兄弟姊妹，准备好迎接祢第二次光荣临世。
我们尊崇祢，我们赞美祢。为了拯救灵魂，我们把自己及我们的
悲伤和痛苦作为礼品奉献给祢。耶稣，我们爱祢。求祢怜悯祢所
有的子女，无论他们身处何方。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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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运动祷文（25）为保护世界各地的神视者

祈祷运动祷文（27）为世界和平祈祷

尊高的天主啊！我恳求祢保护所有在世上祢的神圣使者。我祈求
祢在他人的仇视中保护他们。求祢使祢的至圣圣言能迅速在全世
界传播。请在诽谤、虐待、谎言及各种危险中保护祢的使者。保
护他们的家庭并时刻以圣神覆庇他们，好使世人以痛悔和谦卑的
心回应他们广传给世界的讯息。阿们。

我的耶稣啊！我恳求祢垂怜那些遭遇可怕战争的人。我求祢把和
平灌输给饱受折磨的国家，它们无视祢的存在这的真理。请以圣
神的德能覆庇它们，好能停止追求控制无辜灵魂的权力。求祢垂
怜所有无力对抗这笼罩普世的邪恶行动的国家。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28）为所有基督教会的合一而祈祷

祈祷运动祷文（26） 诵念玫瑰经以拯救你们的国家
2012 年 2 月 5 日，圣母在讯息中敦促世人诵念她的至圣玫瑰经，

以帮助拯救各人所在的国家：「永远不要忘记我至圣玫瑰经的重
要性，因为当你们每天诵念它时，能够帮助拯救你们的国家。当
你们诵念我的玫瑰经，撒旦的势力就会被削弱。牠会极度痛苦地
掉头离去，并变得毫无能力。最重要的是，无论你们属于任何基
督信仰派别，至少每天诵念这经文一次。」
﹝念玫瑰经前的祷文﹞
至圣玫瑰之后啊！您屈尊来到法蒂玛，向三个牧童揭示了藏在玫
瑰经中的恩宠珍宝。求您启发我心，赐我真诚地喜爱这敬礼，借
着内心默想玫瑰经中所纪念的二十端救赎奥迹，使我从它的果实
得到滋养，并为世界获得和平、罪人与俄罗斯皈依，以及我念这
玫瑰经所求于您的恩典（提出请求）。我这样祈求，是为天主更
大的光荣和您的荣耀，并为人灵的益处，尤其为我灵魂的益处。
阿们。

尊高的天主啊！我们俯伏祢面前，求赐祢所有的子女合而为一，
为祢的众基督教会存留于世而奋斗。在当今世界的大叛教时刻，
请不要让我们的分歧分裂我们。亲爱的天父，因着我们对祢的爱，
我们恳求祢赐我们恩宠，让我们因祢可爱圣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
督的圣名而彼此相爱。我们尊崇祢。我们爱慕您。在将要面对的
考验中，我们要为信仰祢的众基督教会存留于世而团结奋战。
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29）保护实践基督信仰

《怎样念玫瑰经》及其 20 端奥迹与经文，见于本《祈祷运动祷
文》书末。

我主耶稣基督啊！我恳求祢以圣神浇灌祢所有的儿女。
求祢宽恕那些内心仇恨祢的灵魂。我祈求祢使无神论者在祢的
「大慈悲」时辰，能打开他们硬化了的心，而那些热爱祢的子女，
能够克服一切迫害困扰，不失尊严地荣耀祢。
请以祢圣神的恩典充满祢的子女，使他们能勇敢地站起来，带领
祢的勇兵进入最终的决战，对抗撒旦和牠的恶魔，以及所有被牠
的虚假承诺所奴役的灵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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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运动祷文（30）为避免战争、饥荒和宗教迫害的祷文

祈祷运动祷文（33）报谢我的「印」，以爱、喜悦和感恩之心接

（应每天诵念）

受它 （应每天诵念）
我的天主，慈爱的天父啊！我以爱和感恩之心接受祢的神圣保护
之印。祢的天主性全然包容着我的身体和心灵直至永永远远。
我谦卑地俯首称谢，并献给祢，我挚爱的天父，我这份深深的爱
与忠诚。我恳求祢以这特殊的印，保护我和我所爱的人。

我的永生天父啊！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因祢宝贵圣子之名，我恳
求祢使我们更加爱祢。助佑我们在逆境中勇敢、无畏、坚定。请
接受我们的牺牲、痛苦和考验，作为在祢宝座前奉献的礼品，以
拯救祢在世的子女。请软化不洁灵魂的心，打开他们的眼睛，好
认识祢爱的真相，使他们能加入祢子女的行列，一同集结在祢为
我们，按照祢神圣的旨意，以慈爱创造的新地堂里。阿们。

我承诺我的一生都为祢服务，直到永远。
亲爱的天父，我爱祢。亲爱的天父，处在当今时日，我要安慰祢。
为赔补普世的罪过，并为祢所有子女都得救，我把祢至爱之子的
圣体、圣血、灵魂和天主性奉献给祢。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31）保护链祷文
祈祷运动祷文（34）献给耶稣斋戒之礼（四旬期）
我的耶稣啊！我呼求祢的圣神降临到那些被性欲、贪欲、贪婪和
傲慢所驱使的领导人心中，使他们停止迫害祢的无辜子女。我求
祢阻止贫穷、饥饿和战争吞噬祢的子女，并求祢使欧洲的众领导
者，能向祢爱的真理敞开心扉。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32）阻止在爱尔兰的堕胎合法化
救恩之母啊！请为您在爱尔兰的子女祈祷，以免我们被迫遭受堕
胎恶行的冲击。请保护这个圣洁的国家，以免日渐深陷于笼罩着
这个国家的黑暗绝境中。使我们摆脱想摧毁妳尚未出世的孩子的
恶者。求您让那些领导者勇于倾听爱您圣子的人的话语，使他们
得以随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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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耶稣啊，引导我以我卑微的方式，效法祢牺牲生命以拯救人
类。在整个四旬期间，请允许我每周一天向祢献上斋戒之礼，为
拯救全人类，使他们能进入祢降临于世新地堂的大门。亲爱的耶
稣，我将我的牺牲连同内心的爱和喜乐奉献给祢。我透过这种牺
牲，向祢显示我爱的深度，以恳求祢拯救每一个可能失落恩宠的
灵魂。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35）为灵魂进入天堂的祷文
我的耶稣啊！请帮助我协助祢营救祢地上幸存的子女。因着祢的
慈悲，我祈求祢从黑暗的邪灵手中挽救灵魂。请收纳我此生的考
验、痛苦及哀伤，为从地狱永火中拯救灵魂。请以恩宠充满我，
使我能以内心的爱和喜乐向祢献上这些苦难，好使我们全体都在
至圣圣三的爱内合而为一，宛若一个神圣的家庭，并与祢一起生
活在乐园里。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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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运动祷文（36）摆脱「新纪元信仰」的祷文
耶稣，请帮助我，我感到失落和迷惘。我不知道死后生命的真相。
如果我因敬拜了那虚谬的假神而得罪了祢，求祢宽恕我。拯救我
并助我看清真相，救我摆脱灵魂的黑暗，使我进入祢慈悲之光中。
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37）为天主子女团结合一
亲爱的耶稣啊！请以爱来团结祢所有心爱的追随者，好使我们能
向全世界传扬祢许诺的永恒救恩的真理。我们祈求祢使那些害怕
把身、心、灵奉献给祢的冷淡灵魂卸下自己骄傲的盔甲，并对祢
的爱打开心扉，成为祢世上神圣大家庭的成员。
亲爱的耶稣，请拥抱所有迷失的灵魂，作为他们的兄弟姐妹，请
允许我们用爱把他们从荒漠中救拔出来，并带领他们与我们一起
进入至圣圣三那爱与光明的怀抱中。我们把所有的希望、信赖和
爱置于祢圣洁的手中。我们恳求祢扩展我们的热忱，使我们能够
协助祢拯救更多灵魂。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38）为拯救天主教教会
救恩之母啊！请为处在险恶艰难时势的天主教教会祈祷，也为我
们敬爱的教宗本笃十六世祈祷，请减轻他的痛苦。我们恳求您，
救恩之母，以您的披肩覆庇天主的圣仆，使他们获得恩宠，在面
临考验时，变得坚强、忠诚和勇敢。也请为他们祈祷，使之按照
天主教的真实训导牧养羊群。
天主之母啊！请您赐予我们这世上仅剩的遗民教会领导的神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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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能协助带领所有人灵，迈向您圣子的神国。救恩之母，我
们恳求您，在您圣子的追随者探索保卫自己的灵魂时，使欺谎者
远离他们，使他们堪配迈进新地堂的大门内。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39）帮助他们为新地堂做好准备

耶稣说：「赐给你们《祈祷运动祷文》（39），使你们可以在所
有天主子女之中走动，并帮助他们为新地堂和我的第二次来临做
好准备。」
耶稣，亲爱的救主，请以祢的圣神覆庇我，好使我能以权威来宣
讲祢的至圣圣言，为预备所有的天主子女迎接祢第二次来临。主
耶稣，我恳求祢赐我所需的恩宠，使我能触动所到之地的信仰、
宗教和民族。助佑我以祢的唇舌宣讲，以祢的口吻来安慰可怜的
灵魂，并以祢圣心流出的神圣之爱，爱所有灵魂。请帮助我拯救
祢珍爱的灵魂。亲爱的耶稣，当迷失的灵魂继续拒绝祢的慈悲时，
让我来安慰祢。耶稣，没有祢我就一无是处；但有了祢的慷慨扶
持，我将因祢的名奋力拯救全人类。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40）为神职人员预备人灵迎接主耶稣第二次来临
的祷文（圣职人员诵念）
我主耶稣啊！我只是一个卑微的仆人，需要祢来指引我，好为众
灵魂迎接祢的第二次光荣到来作好准备。请助佑我归化灵魂，并
按照祢的圣意为他们做好准备，使他们能相称地进入因着祢在十
字架上的死亡，而许诺给全人类的新天新地。请赐我所需的恩宠，
使我能将祢的圣言传授给干渴的灵魂，并使我绝不放弃我对祢，
我亲爱的主耶稣应尽的职责，即我所许下要忠贞于祢的神圣誓愿。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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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运动祷文（41）为非信徒的灵魂祈祷

祈祷运动祷文（44）祈求力量捍卫我的信仰以对付「假先知」

主耶稣啊！请帮助那些对祢救恩的应许盲目无知的可怜孩子。我
恳求祢，借着我的祈祷和受苦，打开非信徒的眼睛，使他们能看
到祢温柔的爱，而投奔到祢神圣的臂弯里领受保护。
请帮助他们看到真理，并为他们的所有罪过寻求宽赦，好使他们
能得救，并率先进入新地堂大门内。
我为这些可怜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灵魂向祢恳求赦罪。阿们。

亲爱的主耶稣，请赐我力量好专注于祢的教导，并时刻宣扬祢的
圣言。永不要允许我被诱去崇拜那企图公然冒充祢的「假先知」。
请让我对祢的爱保持强韧。请赐给我明辨的恩宠，使我绝不致否
认收录在圣经里的真理──不管有多少怂恿我背弃祢真理的谎言
摆在我面前。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45）为克制消极的思想祈祷

祈祷运动祷文（42）禁食祷告，以阻止世界统一货币面世
至高的天主啊！我献给祢我的斋戒，好使祢阻止全球邪恶势力正
策划的涉及我国的饥荒，包括生命之粮。请接纳我的奉献，聆听
我为其他国家的请求，从「反基督」所设计的苦难中保护他们。 亲
爱的上主，把我们从这邪恶拯救出来，并保护我们的信仰，使我
们能拥有爱祢和朝拜祢所需的自由来光荣袮，直到永永远远。阿
们。
祈祷运动祷文（43）在「大警告」发生之际拯救灵魂
全能的天主圣父啊！为了祢爱子耶稣基督，并念及祂为了救拔我
们于罪恶而死在十字架上，我恳求祢拯救那些无法自救的灵魂，
以及可能在「大警告」发生之际死于大罪中的灵魂。为了赔补祢
爱子的苦难，我恳求祢宽恕那些无法寻获救恩的人，因为他们会
没有足够的时间，寻求祢圣子耶稣的怜悯，把他们从罪恶中释放
出来。阿们。

主耶稣啊！有关祢的一切，我知道的很少，请祢帮我打开心门，
让祢进入我的灵魂，以便医治我、安慰我，并以祢的平安充满我。
请帮助我感受到喜悦，克制所有负面的思想，并学习如何令祢欣
慰，好能进入祢的新地堂，与祢共度爱、喜乐和令人赞叹的生活
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46）从撒旦的枷锁中释放我
耶稣啊！我迷失了。我很困惑，感觉如同一个陷入罗网无以脱身
的囚犯。耶稣，我相信祢会来帮助我，并从撒旦及其恶魔的锁链
中释放我。请帮助我，因我迷失了。我需要祢的爱来给我力量以
相信祢并信靠祢，好使我能从这邪恶中得以自保，得见真光，最
终找到平安、爱与幸福。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47）重新点燃对耶稣的爱
荣福的母亲，整个世界的救恩之母啊！请为我能对耶稣重燃爱火
而祈祷。帮我感受到祂爱的火焰，并使之充满我的灵魂。帮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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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耶稣。我求您把我对祂的信心、爱和热诚变得更强烈。消除折
磨我的疑虑，帮我清楚地看到从您挚爱圣子，全人类救主身上散
发的真理之光。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48）祈求传扬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恩宠
我的耶稣啊！为了众灵魂的得救，请赐予我恩宠，以向全人类宣
扬祢的圣言。请将圣神倾注在我，祢卑微的仆人身上，使祢的圣
言可以被人听到并接纳，特别是最需要祢怜悯的灵魂。请帮我时
刻尊重祢的圣意，且绝不侮辱或谴责拒绝祢慈悲之手的人。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49）神职人员承诺忠贞的祈祷（圣职人员诵念 ）
主耶稣啊！我是祢卑微的仆人，我向祢誓许我的爱和忠诚。恳求
祢赐给我蒙召的标记。帮我打开眼睛，见证祢的承诺。请以圣神
的恩宠祝福我，让我不致受骗于那些声称因祢的名而来，却不讲
真理的人。请显示真理给我。让我感受到祢的爱，使我能奉行祢
的至圣旨意。我以谦卑的心，求祢指示给我协助祢拯救人灵的道
路。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50）耶稣！请帮助我认识祢是谁
亲爱的主耶稣啊！请帮助我认识祢是谁。原谅我之前没有跟祢交
流。助佑我在有生之年寻获平安，显示给我永生的真理。求祢抚
慰我的心灵。减轻我的忧虑。赐我平安。现在请打开我的心，使
祢能以爱充满我的灵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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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运动祷文（51）为圣神的恩赐祈祷
圣神啊！求祢降临。向我卑微的灵魂倾注祢的爱、智慧和明达之
恩。请以真理之光充满我，使我能从撒旦及其党羽散布的谎言中，
认清天主的真理。帮助我握紧火炬，并向所有我遇到的人，传递
聪敏的火焰，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52）向天父祷告
我最亲爱的父亲，因祢至珍贵圣子之名，并为纪念祂在十字架上
的苦难圣死，我向祢呼号。祢，至高者天主，普世万物的创造者，
请将我们的救恩把握在祢圣手中！请拥抱祢所有的孩子，包括那
些不认识祢或认识祢却不跟随祢的人。请宽恕我们的罪过，从撒
旦及其军旅的迫害中拯救我们，把我们拥入祢的怀抱，以我们所
需要的希望充满我们，好能看清真理之路。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53）为天主教教会祈祷
天父啊！因祢心爱的圣子之名，我恳求祢赐给圣职人员所需要的
力量和恩宠，以帮助他们抵御所要忍受的迫害。请帮助他们坚守
祢的圣子耶稣基督所教导的真理，对针对圣体圣事捏造的谎言永
不姑息纵容、示弱或顺从。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54）祈求天父削弱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天父啊！因祢心爱圣子耶稣基督之名，祂为了人类的罪恶承受了
极大的痛苦，请在我们面临的这困难时期帮助我们！请在贪婪的
统治者和企图毁灭祢教会和孩子的人所谋划的迫害中，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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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幸存。我们哀求祢，亲爱的天父，求祢帮助我们养活我们的
家庭，并拯救那些被迫参战者的生命。亲爱的天父，我们爱祢。
我们恳求祢在我们需要时助佑我们。从反基督的掌控中救出我们。
帮助我们拒绝接受那「巨兽」的印记而生存下去。请时刻帮助那
些爱祢、忠于祢的圣言真理的人，好使祢能赐予我们恩宠，以保
存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阿们。

在这个时刻认出祢来。对于祢要求我的一切，我向祢献上谦卑的
忠诚。请帮助我分辨真理，并奋起、响应、跟随祢的声音，使我
能够协助祢拯救全人类的灵魂。祢的旨意就是对我的命令。请赐
我勇气以跟随祢的引导，使我能够披戴上所需的盔甲，引领教会
迈向祢的新国度。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58）为皈依而征讨

祈祷运动祷文（55）为「大警告」作准备
我亲爱的耶稣啊！请使所有天主儿女打开心扉，接纳祢伟大慈悲
的宏恩。请帮助他们以爱和感恩之心接受祢的神圣慈悲。使他们
在祢面前变得谦卑，并为他们的罪乞求宽恕，好使他们成为祢光
荣国度的一分子。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56）祈求保护圣体圣事（圣职人员诵念 ）
亲爱的天父啊！因祢心爱圣子之名，祂为了全人类在十字架上牺
牲了自己，请帮助我对真理保持忠诚。请以祢圣子的宝血覆庇我，
赐我恩宠在余下的牧职期内，透过信心、信赖与崇敬，继续服事
祢。永不要让我偏离感恩圣祭或祢赐予众子女的圣体圣事的真正
意义。请赐我力量成为祢的代表，并按羊群所需的方式，以祢圣
子耶稣基督，人类救主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性来牧养祢的
羊群。阿们。

亲爱的耶稣啊！我呼求祢拥抱所有的天主子女，并以祢的宝血覆
庇他们。让祢的每一滴宝血覆庇每一个灵魂，使他们免受邪恶者
陷害。
请打开所有人的心，尤其是那些内心顽硬的，以及认识祢却沾染
了骄傲之罪的，使他们能跪下，呼求祢以圣爱之光浸透他们。
请打开他们的眼睛看到真理，好使祢神圣慈悲的曙光倾泻在他们
身上，使他们被祢的慈悲光芒所笼罩。亲爱的耶稣，借着我现在
向祢求得的恩宠（说出个人的意向），请归化所有的灵魂。
我祈求祢的慈悲并献给祢（在这 6 月份）每周一天的斋戒作为礼
品，以赔补所有的罪过。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59）忠于天主圣意的承诺

祈祷运动祷文（57）耶稣，请让我听到祢的呼召（圣职人员诵念 ）

耶稣说：「我心爱的女儿，就像我的永恒之父把祂的『印』这伟
大的礼物留给人类，同样，祂的孩子必须承诺忠于祂神圣的旨意。
我要所有天主的子女，要在天主的军旅内浩浩荡荡地勇往直前，
承诺保证协助拯救天主众子女的灵魂，包括那些铁石心肠的罪
人。」

我亲爱的耶稣啊！请开启我的耳朵，使我能够听到祢的发言。开
启我的心，以回应祢爱的召叫。以圣神充满我的灵魂，使我能够

至尊高的天主啊！天父啊，我向祢誓许我坚决的忠诚，好在一切
事上尊敬并服从祢，与祢在人间的圣意相结合。因着祢的唯一爱
子，真正默西亚的宝血，我为所有的灵魂，向祢献上我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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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这样，我们能在祢即将来临的天上王国里合一，以使祢的圣
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60）为「大警告」发生时家人的皈依

耶稣说：「天主的子女，每天为『大警告』作准备，因为它可能
会在任何时候发生。」
亲爱甘饴的耶稣，我恳求祢怜悯我家人的灵魂（说出他们的名字）。
我向祢献上我的痛苦、我的考验和我的祈祷，为拯救他们的灵魂
脱离黑暗的邪灵。
请不要让祢这些子女中的任何一个，公开声讨祢或拒绝祢慈悲之
手。打开他们的心，使之和祢的圣心交织在一起，以便他们能为
自己求得必要的宽恕，从地狱永火中获救。请赐给他们弥补的机
会，使他们能被祢神圣慈悲的光芒转化。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62）为迷失和无助的罪人
耶稣啊。请帮助我，因我是一个迷失的罪人，无助且活在黑暗中。
我很软弱并缺乏勇气去寻找祢。现在请赐我力量以向祢呼求，使
我能摆脱在我灵魂内的黑暗。亲爱的耶稣，请带我进入祢的光明。
宽恕我。帮助我再度成为整合的人，并带领我进入祢的爱、平安
和永恒的生命内。我完全地信赖祢，借着我将自己托付给祢的神
圣慈悲，请收纳我的身、心、灵。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63）在旅程中助佑我
我亲爱的救恩之母啊！我求您代祷，好使我获得生命之粮，以在
这旅程中助佑我，并协助拯救所有的天主儿女。请帮助所有那些
被偶像和假神欺骗的人，使他们睁开眼看清真相──您圣子死在
十字架上，是为了拯救每一位天主子女，并带给他们永恒的生命。
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61）避免「大一统世界」的控制
祈祷运动祷文（64）拯救我的兄弟姊妹
亲爱的天父啊！为了纪念祢心爱之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苦难，
我恳求祢从「反基督」及其追随者正策划的，摧毁祢子女的十字
架灾难中保护我们。
请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恩宠去拒绝「巨兽」的印记，并给予我们所
需要的助佑，抵御那些跟随撒旦的人在世上散播的邪恶。
亲爱的天父，我们恳求祢，在这可怕的时期，保护祢所有的子女，
并使我们能足够坚强，好能在任何时刻都奋起宣扬祢的圣言。
阿们。

我最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啊！请接纳我的祈祷与牺牲作为礼品，
为把我的弟兄姐妹从他们所处的黑暗监牢里解救出来。请允许我
协助搭救他们的灵魂。我恳求祢宽恕他们的罪过，并以祢的圣神
浸透他们的灵魂，使他们能投进祢的怀抱，使之成为他们永远丧
亡前迫切需要的避难所。为了这些灵魂，我以谦卑感恩之心，交
付我自己作为礼品。阿们。

41

42

祈祷运动祷文（65）为活在大罪中的人祷告
亲爱的耶稣啊，人类的救主啊！借着祢的神圣慈悲，我为所有活
在罪恶中的可怜灵魂恳求怜悯，他们可能在「大警告」期间被带
离这个世界。请宽恕他们的罪过。并且为了纪念祢的苦难，我求
祢赐我为他们的罪过代作补赎这特殊的恩宠。我向祢献上我的身、
心、灵作为补赎，为营救他们的灵魂，并带给他们永恒的生命。
阿们。

的心，并以祢的圣神浸透他们的灵魂，使他们所有的罪污都得以
净化。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68）保护我免受撒旦的影响
天主之母，救恩之母啊！请以您至圣的斗篷覆庇我，保护我的家
庭免受撒旦及其堕落天使的影响。请帮助我始终信赖您心爱之子，
耶稣基督的神圣慈悲。请维持我对祂的爱，无论有多少诱惑摆在
我面前，永不要让我偏离祂教导的真理。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66）求祢助我忠于祢至圣的圣言（圣职人员诵念 ）

耶稣说︰「我心爱的圣仆们，不要气馁，因为争端早已预言过了，
且必须发生在灵魂最终决战之时。我爱你们，并且这时期我会与
你们同在，如同你们偕我在通往加尔瓦略山的荆棘之路上同行一
样，好能再一次达成救赎所有的灵魂。」
亲爱的耶稣啊！请帮助我始终忠于祢至圣的圣言。赐给我力量在
逆境中坚守祢教会的真理。请以恩宠充满我，使我能以祢教给我
们的方式施行圣事。请帮助我以生命之粮喂养祢的子民，并对祢
保持忠诚，即使当我被禁止这样做时。为了宣扬天主的真实圣言，
请从我可能面临的欺诈锁链下解救我。在这个时期，请以祢的宝
血覆庇祢所有的圣仆，使我们一直勇敢、忠诚并坚定地拥护祢，
我们挚爱的救主耶稣基督。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69）为接纳天父的圣意而向衪祈求
天主，全能的圣父。我接受祢的神圣旨意，请帮助祢的孩子都接
受它。请阻止撒旦阻挠祢子女继承天父产业的权利。永不要让我
们放弃争取新地堂产业的继承权。请俯听我们的祈求，把撒旦及
其堕落天使赶走。亲爱的天父，我恳求祢，以祢的慈悲净化世界，
并以祢的圣神覆庇我们。请带领我们组成祢至圣的军旅，使我们
满载驱逐那「巨兽」的力量，直到永远。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70）为圣职人员对天主的圣言保持忠诚和坚定

亲爱的耶稣，我恳求祢从谎言之王手中保护我的孩子们。我奉献
这些孩子（说出他们的名字）给祢的圣心，并求祢透过祢的宝血
的外衣，启迪他们的灵魂，把他们安全地带入祢爱的怀抱，保护
他们免于一切伤害。我恳求祢在「真光照良心」发生时开启他们

亲爱的耶稣啊，当祢的教会内部的分裂展现时，请帮助祢的圣仆
能确认出来。请帮助祢的圣仆对祢的圣言保持忠诚和坚定。永不
要让世俗野心蒙蔽他们对祢纯洁的爱。赐给他们恩宠以在祢面前
保持纯洁和谦卑，并恭敬祢在圣体内的最神圣的临在。请帮助和
引导那些或会对祢的爱不冷不热的圣仆，并使他们灵魂内重燃圣
神之火。请帮助他们认清摆在他们面前扰乱他们的诱惑。开启他
们的眼睛，使他们任何时候都能看到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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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运动祷文（67）请照顾我的孩子，免受谎言之王所害

亲爱的耶稣，在这时候，请祝福他们，并以祢的宝血覆庇他们，
以保护他们免受伤害。若他们受诱否认罪恶的存在，请赐给他们
力量抗拒撒旦诱惑的力量。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71）从迫害中拯救我们
耶稣啊！请从「反基督」手中拯救天主的子女。从操纵世界的计
画中保护我们。主，请从迫害中拯救我们。请从「反基督」手中
保护熏黑了的灵魂，好使他们在你眼中成为蒙受救赎的。
我们软弱时请扶助我们。当我们置身祢军旅中向祢新地堂的大门
前进时，请在灵性上强化我们，使我们得到提升并互相引导。
亲爱的耶稣，我需要祢。亲爱的耶稣，我爱祢。我要荣耀祢在地
上的临在。我要远避黑暗。我钦崇祢，并将我的身心交托给祢，
好使祢能启示我祢临在的真理，这样，我就能时刻信靠祢的慈悲。
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72）门徒的祈祷
亲爱的耶稣，我已准备好传扬祢的圣言，请赐给我勇气、力量与
真知去传授真理，使尽可能多的灵魂能被带回到祢身边。请把我
放在祢的圣心里，并以祢的宝血覆庇我，好使我充满恩宠，到世
界各角落，为所有天主儿女，不管他们持何种信仰，传扬皈依的
救恩。作为祢挚爱的门徒，我永远信赖祢。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73）为青年人和年幼者的灵魂
耶稣啊！请帮助我拯救全世界年轻人的灵魂。以祢的恩宠帮助他
们看到祢存在的真理。带领他们进入祢的圣心，并打开他们的眼
睛去正视祢的爱和慈悲，从地狱永火中拯救他们。并借着我的祈
祷，请垂怜他们的灵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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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运动祷文（74）祈求明辨之恩
天主之母啊！请帮助我预备我的灵魂领受圣神的恩典。请拉着我
的手，如同拉着一个孩子，并借着圣神的德能，带我在明辨神恩
的道路上前进。请打开我的心，并教导我交付自己的身、心、灵。
请让我摆脱骄傲之罪，并为我过去的罪能被赦免而代祷，好使我
的灵魂得以洁净，使我成为整合的，因而能够领受圣神的恩赐。
救恩之母，我感谢您的代祷。并怀着爱意，期待这一直以欢悦之
情渴望着的恩赐。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75）亲爱的耶稣，我交托给祢我的痛苦
耶稣，我交托给祢我的疼痛与苦楚，结合于祢在加尔瓦略山上遭
受的极度痛苦。我献给祢每一次受到的侮辱和声讨，为光荣祢所
戴的茨冠。我献给祢每一次受到的不公正评判，为光荣祢在比拉
多面前所受的羞辱。我献给祢每一次被他人施加于身体上的痛苦，
为光荣祢被绑在石柱上遭受的鞭打。
我献给祢每一次忍受的凌辱，为光荣祢戴着茨冠时，被尖刺扎穿
眼睛时肉体上忍受的酷刑。透过每一次效法祢，传扬祢的教导，
为了祢的名受嘲笑，让我在攀登加尔瓦略山的路上扶持祢。亲爱
的耶稣，请帮我摆脱骄傲，永不要让我害怕承认我爱祢。
然后，当生活中的一切都看似无望时，亲爱的耶稣，请因着记起
祢怎样甘于以如此可耻的、残酷的方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帮我
保持面对的勇气。请帮我站起来，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祢军
队里一名真正的战士，以谦卑与忏悔的心纪念祢为我做的牺牲。
亲爱的耶稣，请握住我的手，并指引我如何使我个人所受的痛苦
能够鼓舞别人加入那些与祢同心的、爱祢的灵魂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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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抗恶魔专权的最后决斗中，请帮助我接受痛苦，并把它作为
拯救灵魂的礼品献给祢。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76）无神论者可如此祈祷
耶稣，请引导我接受天主显示给我的爱。请开启我的眼目、我的
思想、我的心和我的灵魂，好使我获得拯救。以祢的爱充满我的
心，帮助我相信祢。然后拥抱我，救我从此脱离怀疑之苦。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79）为二十亿个失落的灵魂祈祷（应每天诵念）

耶稣说：「我亲爱的女儿，挽救将拒绝我慈悲之手的二十亿灵魂，
必须是自命为天主勇兵者日常祈祷使命的一部分。」
亲爱的耶稣啊！我恳求祢把慈悲倾注给迷失的灵魂。请宽恕他们
拒绝了祢，并因着我的祈祷和受苦，借着祢的慈悲，给他们注入
所需的恩宠，以净化他们的灵魂。我为他们的灵魂向祢恳求仁慈
之恩。我恳求祢开启他们的心，好使他们能来到祢面前，祈求祢
把圣神倾注给他们，使他们能够接受祢爱的真理，永远与祢和所
有天上大家庭的成员生活在一起。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77）为大不列颠﹝英国﹞祈祷
祈祷运动祷文（80）为犯了杀人罪的灵魂祈祷
至高的天父啊！人类的创造者天主，请俯听我的祈祷！我恳求祢
从邪恶和专制的魔掌中拯救英国。求祢联合所有人，所有宗教、
信仰和肤色，使之在祢面前如同一个大家庭。请赐给我们力量，
联合起来抵抗为取缔祢的教诲而引入的任何法律。赐给我们力量
和勇气，永不离弃祢，并透过祈祷来协助拯救祢所有的孩子。

亲爱的耶稣啊！我为那些犯了杀人罪的人恳求怜悯。我为那些活
在大罪中的人求祢开恩。我把我的痛苦和困难奉献给祢，请开启
祢的圣心并宽恕他们的罪过。我求祢以祢的宝血覆庇那些有邪恶
意图的灵魂，使他们得以洗净他们的不义。阿们。

请使所有的弟兄姐妹联合起来，向祢恩赐我们永生和新地堂的许
诺表示敬意。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81）求赐领受圣体的宏恩

祈祷运动祷文（78）救我免于凶恶
耶稣啊！从撒旦的权势下保护我。借着我解除对牠及其邪恶道路
的效忠，请把我带入祢的圣心。
我将我的意志交付给祢，以谦卑和忏悔的心跪在祢面前。
我把我的生命交托在祢的圣洁怀抱。请拯救我免于凶恶，释放我
并带我到祢安全的避难所，从现在直到永远。阿们。

尊高的圣体啊！请满足我身心所需的滋养。请以耶稣基督天主性
的临在充满我的灵魂。请赐给我恩宠去承行天主的圣意。请以祢
神圣临在带来的和平与宁静充满我。永不要让我怀疑祢的临在。
帮助我接纳祢的身体和灵魂，借着圣体赐给我的恩宠，帮助我宣
扬主耶稣基督的光荣。请净化我的心。当我领受圣体这宏恩时，
请开启我的灵魂并圣化我。请赐给我这圣事赋予所有天主子女的
圣宠和恩惠，并赐我免于炼狱之火。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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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运动祷文（82）为仅剩的遗民教会能获胜利

祈祷运动祷文（84）求主启迪掌控世界的精英者的灵魂

耶稣，世界的君王和救主。我们向祢承诺我们的崇敬、我们的忠
诚和行动，为向所有人宣扬祢的荣耀。帮助我们获得力量和信心，
站起来并时刻宣扬真理。当我们朝着胜利迈进，以及推行拯救灵
魂的计画时，永不要让我们踌躇或耽延。我们承诺向祢降服，奉
献我们的心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好使我们沿着那荆棘之路继续
迈向新地堂的大门时，能毫无拦阻。
我们爱祢，最亲爱的耶稣，我们敬爱的救主和赎罪主。我们将自
己的身、心、灵联合在祢的圣心内。请将祢保护的恩宠倾注给我
们，并以祢的宝血覆庇我们，使我们充满勇气和爱，挺身而出宣
扬祢新国度的真理。阿们。

亲爱的耶稣啊！我求祢光照那些掌控世界的精英者的灵魂。请向
他们证实祢的慈悲。请帮助他们打开心扉，并展示真正的谦卑，
以荣耀祢为了他们的罪恶而死在十字架上的伟大牺牲。
请帮助他们明辨谁是他们的真正制造者，谁是他们的创造者，并
以恩宠充满他们，使他们能看清真理。请阻止他们企图通过促成
接种疫苗、食物短缺、强制收养无辜儿童，以及正在发生的家庭
分裂这些伤害数百万人的计画。
请医治他们。以祢的真光笼罩他们，带他们进入祢的圣心，救他
们摆脱邪魔的罗网。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85）从欺骗者手中拯救美国

祈祷运动祷文（83）为减缓惩罚
亲爱的父，至高的天主啊！我们，祢可怜的孩子们，俯伏在祢天
上的光荣宝座前。我们求祢使世界摆脱邪恶。我们哀求祢垂怜那
些给祢世上的子女带来可怕困苦的灵魂。请宽恕他们。
当「反基督」在世上显扬自己时，请除掉牠。我们恳求祢，亲爱
的主，减轻祢的惩罚之手。反之，我们求祢接受我们的祈祷和痛
苦，好减轻祢孩子们在这时期的苦难。
我们信赖祢。我们敬仰祢。我们感谢祢派遣祢唯一圣子，耶稣基
督，拯救我们于罪恶而付出的伟大牺牲。我们再度欢迎您圣子的
来临，作为人类的救主。请保护我们，使我们免受伤害。请帮助
我们的家庭，请垂怜我们。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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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耶稣啊！请以祢最珍贵的护佑覆庇美国。宽恕美国人民违
犯天主诫命的罪过。帮助美国民众重归于天主。开启他们的明悟
去了解天主的真正道路。打开他们硬化了的心，使他们迎接祢慈
悲之手。帮助这个国家起来反抗施加于我们身上的亵渎行动，那
会强迫我们否定祢的临在。耶稣，恳求祢拯救我们，从一切伤害
中保护我们，并把我们拥进祢的圣心里。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86）拯救我于怀疑之苦
亲爱的耶稣，我带着困惑、不确定和沮丧来到祢面前，因祢讯息
内宣布的真相令我担忧。
如果我曾经曲解了祢，请宽恕我。如果我未能聆听祢，请原谅我。
请打开我的眼睛，使我看清祢要我明白的是什么。我恳求祢赐给
我圣神的德能，以看清真理。亲爱的耶稣，我爱祢，求祢从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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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中解救我。帮助我响应祢的呼唤。如果我冒犯了祢，请原谅
我，并带我更靠近祢的圣心。请引领我走向祢的新王国，并给予
我恩德，好能透过我的祈祷和受苦，来协助挽救祢圣心所珍爱的
灵魂。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87）保护我们的国家摆脱邪恶
天父啊！因祢圣子之名，请从共产主义中拯救我们。请从独裁霸
权中拯救我们。请助佑我们国家抗拒异教信仰。救我们的孩子免
于伤害。帮助我们看到天主的真光。打开我们的心以领受祢圣子
的教导。帮助所有教会忠实于天主的圣言。求祢使我们国家免受
迫害，得保安全。
最亲爱的主，不管我们怎样冒犯了祢，都请以慈目垂顾我们。
人子耶稣，请以祢的宝血覆庇我们。从恶者的陷阱中拯救我们。
亲爱的天主，我们恳求祢，在这时期干预并阻止邪恶吞噬世界。
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89）不幸的罪人的祈祷
亲爱的耶稣，帮助我这可怜的罪人，带着内心的懊悔来到祢面前。
请洗净那些破坏我生命的罪过。赐我新生这大礼，从罪恶的枷锁
中得到解脱，并赏给我因罪恶而丧失的自主性。使我在祢慈悲之
光中得到更新。把我拥入祢的圣心内。让我感受到祢的爱，好能
更靠近祢，并燃起对祢的爱火。耶稣，怜悯我，并保护我脱离罪
恶，使我配得起进入祢的新地堂。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90）感谢主耶稣光荣地第二次降临
我的耶稣啊！为了祢荣耀无比的第二次降临，我向祢献上颂扬和
感谢。祢，我的救主，为了赐我永恒生命，救我摆脱罪恶而诞生。
当我预备自己的灵魂迎接祢的伟大来临时，我向祢献上我的爱、
我的感恩和我的崇敬。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91）助我忠于信仰

祈祷运动祷文（88）「大警告」之后为灵魂祈祷
耶稣圣心啊，请怜悯我们所有可怜的罪人。启发那些心硬如石的
人，他们是那么急需得到指引。请宽恕他们的邪恶。透过祢的爱
和怜悯，帮助他们在内心里寻获祢救赎的宏恩，并握紧它。我恳
求祢宽恕所有拒绝天主真理的灵魂。
亲爱的耶稣，请以祢的真光笼罩他们，好使撒旦力图永远切断这
些灵魂与祢的联系这毒计与圈套，得以从他们眼前移开。我恳求
祢赐予祢所有子女力量，以感谢祢的伟大慈悲。我求祢向所有无
助、绝望的流浪者的灵魂打开祢王国的大门。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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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福的救恩之母啊！当我面对邪恶时，请及时给我所需的保护。
请以力量和勇气帮助我，使我的灵魂毫无畏惧地保卫天主的圣言。
请为我代祷，使我对基督的教导保持忠诚，并完全交付我的恐惧、
忧虑和悲伤。请帮助我宣扬天主圣言的真理，即使天主的敌人使
这任务几近无望时，让我依然能无畏地在这孤独的道路上前进。
荣福的母亲啊！托赖您的代祷，我祈求所有基督徒的信德在一切
受迫害期间，能始终保持坚强不屈。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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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运动祷文（92）求赐坚定不移之恩

祈祷运动祷文（95）为能腾出时间来祈祷

亲爱的耶稣啊！我向祢祈求坚定不移之恩。我恳求祢赐我所需的
恩宠以支持祢的至圣圣言。我求祢使我摆脱任何萦绕脑际的疑惑。
我求祢使我的灵魂满载良善、忍耐和坚毅。当我因祢的名受辱时，
助我保持尊严。请赐我坚强不屈，并以恩宠覆盖我，使我继续前
进，即使感到非常疲倦、缺乏力量时，以及在面对陆续而来的磨
难时，仍能坚持不懈地为协助祢拯救人类而奋斗。阿们。

救恩之母啊！当我需努力挤出时间来祈祷时，请来援助我！帮我
向您心爱之子耶稣基督献上衪应得的时间，为表明我爱祂的程度。
我恳求您，荣福救恩之母，为我求得所需的恩宠，并求您的爱子
赐我种种圣宠和恩典，以便祂能把我拥入祂的圣心里。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96）降福和保佑我们的《祈祷运动小组》
（祈祷运动小组开始和结束时的祈祷文，见第 8 及 82 页）

祈祷运动祷文（93）求赐皈依的泪水
祈祷运动祷文（97）为联合祈祷运动小组
我亲爱的耶稣啊！祢在我心坎里，我和祢是一致的。我爱祢。我
珍视祢。请让我感受到祢的爱。让我感受到祢的痛苦。让我感受
到祢的临在。赐给我谦卑的恩宠，使我配得起进入祢在地上的王
国，如同在天的一样。请赐我皈依的泪水，使我能作为一个真正
的门徒那样，诚心地把自己奉献给祢，在祢再次来临并审判生者
和死者之前，协助祢拯救世上每一个灵魂这使命。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94）身、心、灵的治愈
亲爱的耶稣啊！我把自己放置在祢面前，感到疲倦、病弱、疼痛，
且渴望听到祢的声音。请使我被祢的神圣临在所触动，好使祢神
圣之光浸没并穿透我的身、心、灵。我信赖祢的慈悲。我把我的
疼痛和苦楚完全交付给祢，求祢赐我恩宠以信赖祢，好使祢能治
愈我的痛苦与黑暗，使我再度成为身心整合的，为能跟随真理之
路，并被祢带入新地堂的生活里。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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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救恩之母啊！我哀求您代祷，使世界各地的天主遗民军旅
联合起来。请透过您圣子耶稣基督的慈悲，以救赎的恩宠覆庇所
有祈祷运动小组，并把它倾倒给我们。请派遣您的天使保护我们
每一个，特别是那些带领祈祷运动小组的圣职人员。帮助我们避
免内部分裂的纷扰，并以您恩赐我们的盔甲保护我们，使我们免
受攻击所伤，但因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在这拯救灵魂的神圣
使命中，这些攻击却是我们所必须承受的。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 ( 98 ) 祈求上主的恩典倾泻给各国领导人
我的荣福救恩之母啊！请祈求您的圣子倾注祂的恩宠和爱给那些
掌控世界的领导者。请祈求以天主的光来治愈他们的盲目，并打
开他们的铁石心肠。制止他们迫害无辜的人民。请祈求耶稣引导
他们，并制止他们阻挠祂教导的真理传向世界各国。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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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运动祷文（99）为澳大利亚和纽西兰的救恩
天主，全能的父啊！因祢至爱圣子耶稣基督之名，请垂怜所有在
澳洲及纽西兰的子女。请宽恕我们拒绝祢的圣言，宽恕我们冷漠
的罪。使我们摆脱异教文化，并以所需的恩宠覆庇我们，为在我
们的弟兄姐妹中激发望德、信德和爱德。
我们求祢赐予明辨之恩，并求祢赐予众人所需要的祝福，为确保
只有祢圣言的真理能够被听到，且所有灵魂都获赐通往永生的钥
匙。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00）为基督信仰幸存于世
亲爱的耶稣啊！当最后一位真教宗完成了对祢的使命时，恳求祢
使我们在当下面临的考验中，有能力幸存下来。因着我们所认识
的教会解体，请帮助我们承受必须面对的可怕遭遇。永不要让我
们偏离祢圣言的真理。当冲击临于我们，怂恿我们背叛祢和祢给
予世界的圣事时，请帮助我们保持缄默。请以我们所需要的、强
有力的爱覆庇祢的军队作为盾牌，在对抗假先知和反基督时，保
卫我们。帮助祢地上的教会繁衍壮大，好能坚守真理，并协助祢
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迈向真理之路，为迎接祢的第二次来临作好
充分的准备。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01）感受耶稣临在的神奇祷文
亲爱的全能天父啊！现在及将来的世界万物的创造者，请帮助我
们所有现今能认出祢爱子临于教会内的人变得坚强有力。帮助我
克服我的恐惧、孤独感，以及因我跟随祢的圣子，我们的救主耶
稣基督，而遭遇到我所爱的人对我的拒绝。请保护我所爱的人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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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于谎言的陷阱，那是撒旦为毁坏、分裂，并将祢所有子女引向
浩劫而设的。请帮助教堂里所有可憎事物的追随者，免陷于地狱
永火。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02）保持信德并相信这些天主给予世界的讯息

（应每天诵念）
最亲爱的耶稣，当我消沉沮丧时，请提升我。当我怀疑时，请启
明我。当我悲痛时，请向我显示祢的爱。当我要批评时，帮助我
保持缄默。当我公然判断他人时，请封住我的嘴巴。
当我因祢的名说出亵渎的话时，请拯救我并把我带回到祢的保护
中。当我缺乏勇气时，赐给我所需要的刀剑去作战，并挽救祢所
渴望拯救的灵魂。当我抗拒祢的爱时，帮助我在祢慈爱的照顾下，
完全交付并舍弃自己。当我迷失方向时，帮助我找到真理之路。
当我质疑祢的圣言时，请赐给我所寻找的答案。
请帮助我保持忍耐、仁爱和良善，甚至对那些诅咒祢的人。
帮助我原谅那些冒犯我的人，并赐我所需的恩宠以跟随祢直到地
极。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03）与基督共喝痛苦之杯

耶稣说：
「如果你希望共喝我的苦杯，就在可能的情况下诵念这篇
祷文三次。若做得到的话，更好是在斋戒期间的任何时候诵念。」
亲爱的耶稣，我俯伏在祢脚前，为了所有人的益处，承行祢对我
的意愿。请让我分喝祢的苦杯。请接受我这份礼品，好使祢能拯
救那些迷失、无望的可怜灵魂。请接纳我的身体，使我能分担祢
的痛苦。请以祢的圣手握住我的心，使我的灵魂与祢结合。
透过我受苦这份礼品，让祢神圣的临在拥抱我的灵魂，好使祢能
拯救所有罪人，并与所有天主子女合而为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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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运动祷文（104）从奴役中释放这个灵魂
最亲爱的耶稣，我将我的兄弟姐妹的灵魂呈献给祢，他们把自己
的灵魂交付给了撒旦。请接纳这些灵魂，并在祢圣目中赎回他们。
请从那巨兽的奴役中释放这些灵魂，同时赐予永恒的救恩。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05 ）为他人皈依的恩赐
我最亲爱的耶稣啊！因着我对祢的爱，请接纳我的灵魂与祢结合
为一。请接收我的灵魂，以祢的圣神笼罩它。并借着这祈祷，帮
助我挽救所有接触到的人。以祢的神圣慈悲浸润我遇到的每个灵
魂，并给予他们所需要的救恩，好能进入祢的国度。请俯听我的
祈祷。请倾听我的恳求，并借着祢的慈悲挽救全人类的灵魂。阿
们。
祈祷运动祷文（106）怜悯不承认天主的年轻人
亲爱的耶稣，请把那些不认识祢、不承认祢的爱和不接受祢的许
诺的天主子女的灵魂置于祢保护之下。请倾注给他们皈依的恩宠，
并赐给他们永恒的生命。请怜悯那些不相信祢的临在，以及对自
己的罪过懊悔的人。阿们。

爱的耶稣，我交付给祢我的自由意志，随祢的意愿来处置，好使
我能获救，脱离地狱永火。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08 ）攀登加尔瓦略山
耶稣，请帮助我找到勇气、勇敢和胆量，使我能站起来被列入祢
的遗民军队，并攀登同一座加尔瓦略山，那是祢为了我的罪不得
不忍受的。请赐我背负祢的十字架和祢的重担的能力，从而能协
助祢拯救灵魂。请使我挣脱我的软弱。消除我的恐惧。粉碎我所
有的疑虑。使我睁开眼睛正视真理。请帮助我和所有回应祢召叫
的人背起祢的十字架，以一颗深切谦卑的心跟随祢。并因着我的
榜样，使其他人也能鼓起勇气这样做。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09）祈求信赖之恩
我最亲爱的耶稣啊！请帮助我信赖祢，信赖祢再次降临的应许。
接受祢第二次降临的真理。并当天父说要把祢的国度交给祢时，
信赖天父的应许。请帮助我信赖祢的教导，以及和祢拯救世界的
计画。请以恩宠助我接受祢的鸿恩。请帮助我信赖祢，好使我不
再恐惧，好使我的心和灵魂能被祢的爱浸透。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10 ）为能坚持忠于圣言（圣职人员颂 念 ）

祈祷运动祷文（107）救我脱离地狱之火
耶稣，我是个糟透了的罪人。我的行为已经给别人带来了绝望的
痛苦。因此我被人弃绝。世上任何地方都不能容忍我。请从这荒
野中拯救我，于邪恶的股掌中保护我。请容许我悔改。请接受我
的痛悔。请以祢的力量充满我，助我站起来脱离绝望的深渊。亲

我最亲爱的耶稣啊！我恳求祢使我保持坚强和勇敢，好使我能以
祢的至圣圣名捍卫真理。我恳求祢赐我所需的恩宠，好能时刻为
祢的圣言作证。当我内心知道那些谎言冒犯了祢时，请使我能扛
住散播它们的压力。 请帮助我对祢的圣言保持忠诚，直到我生命
的终结。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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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运动祷文（115 ）为皈依的恩赐
祈祷运动祷文（111 ）将子女奉献给耶稣基督
亲爱的救恩之母啊，我把我的孩子 (名字) 奉献在您的圣子面前，
好使祂能带给他们灵性的平安和心灵的爱。请为我的孩子代祷，
使他们能被接入您圣子慈悲怀抱，并保护他们远离伤害。请帮助
他们忠于天主的圣言，尤其当他们被诱导背离祂时。阿们。

救恩之母啊，请以您补赎之泪浸没我的灵魂，使我摆脱所有的疑
虑。提升我的心，使我可以感受到您圣子的临在。请赐给我平安
和慰藉，并为我代祷，使我能真正皈依。请帮助我接纳真理，并
打开心门，接受您的圣子耶稣基督的慈悲。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16）救我脱离谎言中的邪恶

祈祷运动祷文（112 ）为救赎的恩宠
最亲爱的耶稣，我呼求祢以特殊的救赎恩宠覆庇那些已被撒旦侵
害的灵魂。从他们无法逃脱的邪恶囚禁中，释放他们可怜的灵魂。
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13 ）为击败我们国土内的邪恶

亲爱的耶稣，帮助我。我淹没在悲伤的泪水中。我内心困惑迷茫。
我不知道能信赖谁。请以祢的圣神充满我，使我能选择通向祢王
国的正确道路。亲爱的耶稣，帮助我常能忠于祢借着伯多禄传予
世界的圣言，永不偏离祢的教导，或否认祢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耶稣。祢是道路。请为我指路。请紧抱着我，带我踏上祢伟大
的慈悲旅程。阿们。

救恩之母啊！请来到我们中间，以您的保护覆盖我们的国土。
请踏碎「巨兽」的头颅，粉碎牠在我们中的邪恶影响。
当我们被谎言包围时，请帮助您可怜迷失的孩子们挺起身来，并
宣讲真理。
天主之母啊！请保护我们的领土，并使我们保持坚强，好让我们
在受迫害时，仍效忠妳的圣子。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14 ）为圣职人员获得真理的恩赐

（圣职人员诵念 ）
我的主，请开启我的眼睛。让我看清敌人，并对欺谎的话封锁心
门。亲爱的耶稣，我完全降服于祢。我信赖祢的慈悲。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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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运动祷文（117）为那些出卖了灵魂的人
最亲爱的耶稣，我把 (名字) 的灵魂和所有以灵魂换取名望的人
奉献给祢。请使他们摆脱撒旦的侵害。使他们远离吞噬他们的「启
明会」
（Illuminati）的威胁。请赐给他们勇气，使他们无所畏惧地
挣脱这邪恶组织的束缚。请把他们拥入祢慈悲的怀抱，培育他们
重回上主的恩宠之中，使他们称得上站在祢面前。
因着祢的神能，请助我借着这祈祷，把撒旦所收养的灵魂带离共
济会。请把他们从锁定于地狱里的恐怖刑罚锁链中释放出来。请
借着被选的灵魂所受的痛苦，透过我的祈祷和祢的慈悲，帮助他
们首先跨入和平新纪元──新地堂的大门，我祈求祢从囚禁中释
放他们。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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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并带领灵魂进入祢圣心的神圣避难所。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18）为迷惘的年轻一代的灵魂
祈祷运动祷文（121）忠于耶稣基督的军队
亲爱的耶稣，我为迷惘的年轻一代的灵魂呼求祢的慈悲。对那些
不认识祢的人，请恩赐给他们能「看见」。对那些知道祢却忽视祢
的人，请把他们带回祢的慈悲中。
请尽快赐给他们祢存在的证据，并引导他们走向那些能帮助并带
领他们走向真理的人。请使他们的心神和灵魂充满对祢的渴望。
帮助他们弄清内心的空虚，是因他们没体验到祢的临在。亲爱的
主，我恳求祢不要舍弃他们，并因着祢的慈悲赐给他们永恒的生
命。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19）感受耶稣的爱
耶稣，请帮助我，我是那么的困惑。我的心无法向祢敞开。我的
眼睛看不到祢。我的思想堵塞祢。我的口说不出安慰祢的话语。
我的灵魂被黑暗所笼罩。请怜悯我这个可怜的罪人。因为没有祢
的临在，我孤立无助。请以祢的恩宠充满我，好使我有勇气向祢
伸出双手，乞求慈悲。我是祢迷失的门徒，爱祢，却不再被祢的
爱所感动，请帮我看到并接受真理。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20）停止战火蔓延
我甘饴的耶稣啊！请制止毁灭人类的战争。从苦难中保护无辜者。
保护那些设法缔造真正和平的人。打开饱尝战争之苦的人们的心
门。护卫青年人和容易受伤的人。拯救所有毁于战火者的灵魂。
亲爱的耶稣，请坚强所有为普世天主子女代祷的人，并赐给我们
恩宠去承受可能在纷争期间遭受的痛苦。我们哀求祢阻止战火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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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耶稣，我们坚定地联合在祢的圣心内。我们以权威性语气
宣讲天主的真正话语。我们要传扬真理直到地极。除了祢传授给
我们的教义，我们绝不接受任何假以祢的名义所宣布的新教义。
我们要持守真切、忠诚和坚定的信德。我们将以爱和怜悯对待那
些背叛祢的人，希望他们能重回祢身旁。
对那些以祢的名迫害我们的人，我们将坚定不屈，但会忍耐到底。
我们要昂首阔步地在通往新地堂的道路上前行。我们承诺，借着
我们的疼痛与苦楚，把缺爱而迷失的灵魂带回给祢。请接受我们
为所有世上罪人所作的祈求，好使我们能在和平的新纪元，借着
对祢的爱成为合一的大家庭。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22）献于耶稣基督的宝血
亲爱的耶稣，我将自己、我的家庭、朋友和国家奉献给祢的宝血，
好能而得到庇护。祢为我而死；当我为了迎接祢第二次降临而必
须从容忍受痛苦时，祢的创伤就是我的创伤。亲爱的耶稣，当祢
设法把所有天主子女聚在祢圣心里时，我要和祢一同受苦，好使
我们得享永生。请以祢的宝血覆庇我，以及所有需要祢保护的人。
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23）把自由意志献给天主作为礼品
我最亲爱的耶稣，请俯听我，一个最卑微灵魂的祈祷，请帮助我
更爱慕祢。亲爱的耶稣，借着我获赐的自由意志，我把这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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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献给祢，使我能成为祢谦卑的仆人，对天主的圣意保持顺服。
祢的圣意就是我的意愿。祢的命令意味着我服从祢的每个愿望。
我的自由意志是属于祢的，请按照所需，用它来拯救世上所有与
祢分离的人。我将这出生时的恩赐献于祢的最神圣服务。阿们。

并设法排挤祢的人。帮助我宽恕背叛祢的人，并赐我恩宠去坚守
对祢的爱。帮助我活出祢教导的真理，并留在祢的庇护之下直到
永远。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27）为我的灵魂和那些我所爱的人

祈祷运动祷文 (124) 请倾听我对自由的恳求
天主，我仁慈的天父，世上万有的造物主啊！请倾听我对自由的
恳求。请从奴役我的枷锁中释放我，保护我免受邪恶的迫害。请
帮助我辨别真理，并来援助我，即使我很困惑且可能会怀疑祢的
话语。如果我得罪了祢，请原谅我，并把我带入祢世上新地堂的
庇护所。阿们。

耶稣啊！请装备我，好使我能坦然无愧地来到祢面前。帮助我和
我所爱的人（说出名字）准备好交待自己的所有过错。承认我们
的短处。并为一切罪过向祢恳求宽恕。向我们错待过的人表示仁
爱。为救恩而祈求慈悲。
请使我们在祢面前谦卑自下，这样，在「真光照良心的伟大日子」
，
我和那些人（说出名字）的良心能变得清白，使祢能以祢的神圣
慈悲浸透我的灵魂。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25）为捍卫天主的圣言
祈祷运动祷文（128）聚集并联合所有灵魂
救恩之母啊！请帮助我这个天主的卑微仆人，能在苦难时期捍卫
祂至圣的圣言。亲爱的母亲，请将我奉献给您的圣子，好使祂能
以祂的宝血覆庇我。借着您向您圣子耶稣基督的转求，请赐我恩
宠、力量和意志，使我在祂的世间的至圣教会即将被吞噬的大灾
难时期，仍能忠于基督的教诲。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26）为经得起宗教迫害
亲爱的耶稣，请帮我忍受假以祢圣名进行的任何形式的迫害。帮
助那些堕入错误中，却相信自己在见证祢的事工的人。对于那些
可能被诱导以邪恶的行为、行动或动作摧毁他人的人，请祢开启
他们的眼目。
请保护我免受天主仇敌侵害，即那些会起来审查和封锁祢的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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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耶稣，求祢帮助我们，祢钟爱的门徒，把世人拥入祢的
怀内，并把最需要祢深厚慈悲的灵魂呈献给祢。
请以圣神的恩赐强化我们，确保真理的火焰熔化所有与祢分离了
的人。
请祢把所有罪人聚在一起，好使人人都有机会与祢修和。
当我们被迫拒绝透过至圣福音经文向普世公布的真理时，求祢恩
赐我们对祢的圣言，仍然保持坚定不移的力量。
在这条通往救恩的旅程，我们都存留祢内，偕同祢，并且为了祢
而迈出每一步。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29）为爱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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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能打开自己的心扉。阿们。
天主啊！请用祢的爱充满我。助我与所有需要祢慈悲的人分享「爱
的恩赐」。助我更爱慕祢。助我爱所有需要爱的人。助我以爱对待
祢的仇敌。请容许我以祢恩赐我的这份爱，来浸润我所接触到的
每个人的心灵。
请用祢注入于我灵魂内的这份爱，助佑我战胜邪恶，感化灵魂，
并击败力图摧毁祢圣言真理的魔鬼，以及牠的邪恶「特工」。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30）救恩七日敬礼

救恩之母说：「我要求你们现在就要开始『救恩七日敬礼』。现在
我赐予你们所有人一份蒙我圣子祝福的特殊大礼，好使所有灵魂
都能获得免下地狱的『豁免权』，并获赐救恩。我的圣子切望每
一个灵魂都能得救，无论他们的罪恶多么深重。我召叫你们现在
就要开始力行『救恩七日敬礼』。你们必须按照我的教导，立即
开始，并持续做这个敬礼，直到时代的终结。你们必须在每一个
日历月份内，从星期一开始，整整连续七天，在上午时间诵念这
篇祷文。你们必须在七天内的每一天诵念以下这篇祷文三次，并
且在这七天中其中一天必须禁食。禁食那天你们每天只吃一顿主
餐，其他两餐只吃面包和清水。
（译者提示： 膳食以米或面为主的亚洲人和国人可进食没有餸菜
的白米饭或面条。至于面包或馒头，则是清一色内外无馅儿。）
我心爱的救恩之母，请借着您圣子耶稣基督的慈悲，为所有灵魂
获得永远得救的恩赐。
借着您的代祷，我请求您为所有灵魂从撒旦的束缚中获释而祈祷。
请您求您的圣子，向拒绝祂、以自己的冷漠伤害祂，以及崇拜虚
假教义和假神的灵魂，赐予慈悲和宽恕。
亲爱的母亲，我们哀求您，为最需要您助佑的灵魂祈求恩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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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运动祷文（131）恳求主基督垂怜
亲爱的救恩之母啊！请恳求您的圣子，耶稣基督，在「大警告」
期间，并在最后的日子，在他们 (说出名字) 来到您圣子面前之
先，垂怜他们。恳请代祷，使他们每一位都能获得救赎，并得享
永生的果实。请每天都守护他们，并把他们带向您的圣子，使他
们感受到祂的临在，因而蒙受心神的平安，并获得丰厚的恩宠。
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32）弃绝撒旦，保护我们的使命（每周念两次）

救恩之母说︰「为了对抗撒旦的邪恶，以保护你们的使命，我求
你们开始诵念这篇强有力的弃绝撒旦的祷文。你们每星期至少诵
念这篇《祈祷运动祷文》两次，这有助于保卫救赎的使命，并能
带领更多的灵魂进入天国的领域。」
救恩之母，请来援助这项使命，帮助我们，天主的遗民军队弃绝
撒旦。我们恳求您用脚跟踏碎巨兽的头颅，并移除所有妨碍我们
拯救灵魂的绊脚石。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33, 134）
耶稣说：「这两篇祷文会带来极大的恩宠，凡诵念它们的，将被
启示真理，并且内心会感受到强烈的爱，那是此前他们从未在世
上经验过的。此后他们的灵魂将得到净化。」

祈祷运动祷文（133）呼求回归于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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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你们必须诵念这篇《祈祷运动祷文》，为能继续忠于我
亲爱的耶稣，请宽恕我这个因盲目无知而疏远了祢、弃绝了祢的
灵魂。请宽恕我以毫无价值的虚无事物取代了祢的爱。请帮助我
鼓起勇气偕祢前行，以感恩之心接受祢的爱和慈悲。请帮助我跟
祢的圣心常保亲密，并永不再离开祢。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34）为相信天主存在
至高无上的天主啊！请帮助我相信祢的存在。请抛丢我的一切疑
惑。请睁开我的眼睛正视此生之后的生命的真理，并引导我走向
永生之路。请使我感受到祢的临在，并在我临终前，赏我真正信
德的恩赐。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35）保卫真理（圣职人员诵念 ）

的圣言。」
最亲爱的耶稣，帮助我聆听祢的圣言。生活于祢的圣言。讲论祢
的圣言。传扬祢的圣言。请赐我持守真理的力量，即使这样做会
受到迫害。当仇敌淹没祢的圣言时，请帮助我使它保持生机。
当我气馁时，请让我感受到祢的勇气。当我软弱时，请以你的力
量充满我。当地狱之门要战胜我时，请赐我圣宠，使我能保持尊
严，效忠于祢最神圣的旨意。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37）恢复信心的祷文

天父说：
「当你们发觉自己开始质疑天主，或对祂的爱或许诺丧失
了信心时，你们必须诵念这篇《祈祷运动祷文》，它也称为《恢复
信心的祷文》。」

救恩之母说：「当那些日子面对着可怖的痛苦以及不公义的审讯
时，你们必须向我呼救，以保卫真理。我切愿所有将面临可悲变
革的圣职人员，诵念这篇祷文。」

全能的天主啊！至高的天主啊！请以祢心中的爱和怜悯垂顾我，

亲爱的救恩之母啊！请在我需要的时刻助佑我。请为我祈求，因

承行祢的至圣旨意。请除掉我的骄傲，以及所有侮辱祢的罪过，

着圣神的德能，使我这个不堪当的灵魂，得蒙注入始终保卫真理

并帮我在有生之年怀着深切、持久的心意来爱祢，好能事奉祢直

的恩赐。每次当我被要求否认真理、天主圣言、神圣的圣事和至

到永永远远。阿们。

这卑微的仆人。在祢的光照中使我恢复信心。请提升我重新成为
祢的宠儿。请以恩宠充满我，使我能向祢献上我卑微的服务，并

圣圣体时，请支援我。请帮我运用所领受的恩宠屹立不移，对抗
撒旦及受牠利用来污辱您圣子耶稣基督的可怜灵魂的邪恶行为。

祈祷运动祷文（138）守护我免陷于仇恨

请在我需要的时刻助佑我。当仇敌禁止我施行圣事时，为了灵魂
的神益，请赐给我勇气去为每一位天主子女施行。阿们。

救恩之母啊！请守护我免陷于种种仇恨。当我面对仇恨时，请帮
助我保持缄默。当我最软弱时，请使我仍能坚定地忠于耶稣。请
使我三缄其口。帮助我拒绝与那些否认您圣子的教导、或因我的
信仰而嘲弄我的人交往。亲爱的母亲，请为这些灵魂祈祷，使他

祈祷运动祷文 (136) 守护主的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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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能弃绝撒旦，并在他们的灵魂内感受到来自于祢的爱和圣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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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的平安。阿们。

我的人。请以我的痛苦来赔补他们的罪过，使他们在最后的日子，
心灵能寻获平安，并带着痛悔之心来欢迎祢。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 (139) 祈求战胜邪恶的力量
祈祷运动祷文（142）准备善终
亲爱的耶稣，请保护我摆脱魔鬼的邪恶。在牠出现时，请以祢的
宝血掩护我，以及所有软弱者和无助者。请赐我勇气拒绝牠，并
帮助我避开牠每天施行的各种诱惑诡计。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40）求赐各个品级天使的护佑

天父说：
「亲爱的孩子，我应许你们，通过赐予你们强有力的恩宠
和祝福，减轻你们的痛苦、悲伤和恐惧。你们会受到我各个品级
的天使所护佑。借着诵念这祷文，来求我驱散你们的恐惧和悲伤，
并使你们摆脱迫害。」
最亲爱的父亲，一切受造物的天主，至高无上的天主，请透过祢
各个品级天使赐我恩宠和护佑。使我能专注于以祢的爱去爱祢每
一个孩子，不管他们如何得罪了祢。请帮助我心无所惧地向世界
传扬最终盟约的福音，以准备好迎接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请
赐予我祢的特恩和祝福，以克胜撒旦、牠的魔鬼及其在世的「特
工」强加给我的迫害。永远不要让我害怕祢的敌人。请赐我力量
以爱对待我的敌人，以及那些藉天主之名迫害我的人。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41）在迫害中寻求保护
亲爱的耶稣，请在战争中护佑我，使我能不惜代价继续忠于祢的
圣言。请保卫我抵制祢的仇敌。请保护我远离那些因祢的缘故迫
害我的人。
请分担我的疼痛。请减轻我的苦楚。在祢圣容的光照下提升我，
直到祢再度来临给世界带来永远救赎的那一天。请宽恕那些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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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如果你们面临死亡，或所爱的人面临死亡，总要面向
我，你们的耶稣，来寻求帮助。当你们这样做，并诵念这篇祷文
时，我将在灵性上提升你们，擦干你们的眼泪，并从你们心中除
去所有恐惧。」
我最亲爱的耶稣，请宽恕我的罪过。请洁净我的灵魂，并为我作
好准备以进入祢的王国。
请赐我恩宠，以准备好与祢结合为一。请帮助我克服任何恐惧。
请赐我勇气以准备好我的心智和灵魂，使我配得起站在祢面前。
我爱祢。我信赖祢。我向祢献上自己的身、心、灵魂以得永生。
让祢的旨意成为我的意愿，并把我从痛苦、疑惑和混乱中释放出
来。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43）保卫救赎世人的使命
救恩之母啊！请保护这个使命，它足一份来自天主的礼物，为给
祂各地所有子女，带来永恒的生命。请为了我们的益处介入，透
过您心爱之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勇气，使我们能时刻履行事奉天
主的职责，特别是当我们因这样做而受苦时。请扶持这个使数十
亿灵魂皈依的使命，使之按天主的旨意进行，并把铁石心肠的人
转变成您圣子的爱仆。 请使所有在这使命中事奉耶稣的人，克胜
仇恨和十字架的迫害，迎纳随之而来的痛苦，并以慷慨之心全然
接受前面可能出现的一切。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44）为保护基督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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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之母啊！请为世界各地所有基督徒的灵魂祈祷。
请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信仰，并忠于耶稣基督的教导。恳请您使
他们的思想和心神时刻保有坚持信仰的力量。
亲爱的母亲，请为他们代祷，开启他们的眼睛去正视真理，并赐
给他们恩宠，以明辨任何假借您圣子之名，展现在他们面前的虚
假教义。请帮助他们坚持做天主的真实忠仆，并拒绝邪恶和谎言，
即使他们不得不因此忍受痛苦和嘲笑。
救恩之母啊！请保护您所有的子女，并为每一个基督徒祈祷，使
他们能跟随主的道路，直到呼出最后一口气。阿们。

天主，我的永生之父啊！我请求祢向那些拒绝袮圣子的人显示慈
悲。我为那些企图毁灭祢的先知的众灵魂祈求。我为那些失落的
灵魂恳求皈依之恩，并请求祢帮助祢所有子女预备好自己的灵魂，
改进自己的生活，以符合祢的圣意，以期待祢爱子耶稣基督的第
二次降临，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45）请以祢恩赐的爱充满我

我的耶稣啊！在我极惨痛的时刻，请来帮助我。请把我拥入祢的
怀抱，并带我进入祢圣心的避难所。请擦干我的眼泪。请使我平
静下来，提升我的心神，并以祢的平安充满我。请恩准我这个特
殊的请求（说明意愿）。亲爱的主，请来援助我，使我的请求得
到回应，我的生活变得安宁，且结合于祢。如果我的请求不获恩
准，请以恩宠充盈我，以相信祢的圣意是为了我灵魂的益处，并
使我能怀着亲切和善的心意，永远忠于祢的圣言。阿们。

亲爱的耶稣，请以祢爱的恩赐充满我这个空荡的器皿。请以祢的
临在浸透我的灵魂，帮助我像祢爱我那样去爱别人。请帮助我成
为盛纳祢的平安、祢的镇静与祢的慈悲的器皿。请常打开我的心
去关怀别人的困境，并赐我恩宠原谅那些拒绝祢和得罪我的人。
请帮助我作为表率来宣扬祢的爱，一如祢处于我的身份时会做的
那样。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 (148) 请来助佑我

耶稣说：「你们今天就走近我身旁，并向我呼求帮助，不用担心
会遇上什么挂虑。当你们遇上不幸时，诵念这篇特别的祷文，我
一定会回应你们。」

祈祷运动祷文 (149) 寻求天主的爱
祈祷运动祷文（146）祈求免受谎言所骗
亲爱的救恩之母，请赐我护佑的恩宠，保护我抗拒魔鬼为摧毁基
督信仰而捏造的谎言。保护我们对抗天主的仇敌。从那些用以削
弱我们对您圣子之爱的谎言和异端中，使我们得保安全。
请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清那些谬论、欺骗，以及不期而遇
的种种鼓动我们拒绝真理的企图。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47）求天父向拒绝他圣子的人显示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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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啊！请以天主的爱充满我。请以祢神圣的光充满我，并以我
所需要的爱浸润我，使我能向万民撒播天主慈悲的种子。
请使祢的圣爱经由我传递给所有与我相关的人。请扩散祢的爱，
使之临于所有灵魂、所有信仰、所有宗教、所有民族，有如给大
雾笼罩，把所有天主子民聚拢一起。
请帮助我们来传扬天主的爱，使其得以征服世上所有邪恶。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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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运动祷文（150）拯救非信徒的灵魂

救恩之母说：「你们须在我这极爱你们的母亲的圣像前，每周诵
念这篇祷文一次，并在诵念前以圣水祝福自己。」

亲爱的耶稣，我请求祢拯救那些并非因自身过失而拒绝承认祢的
人。我把我的痛苦奉献给祢，为使那些拒绝祢的灵魂得以带回来
给祢，亦为祢即将向整个世界倾注的慈悲。请垂怜他们的灵魂，
带他们进入祢天国的避难所，并宽赦他们的罪过。阿们。

天主圣母，救恩之母啊！我求您圣化这些孩子（说出他们的名字）
的灵魂，恳求您把他们献给您的爱子。请祈求耶稣以衪宝血的德
能覆庇他们，想方设法保护这些幼小的灵魂免陷于邪恶。
亲爱的母亲，我恳求您在所有重大危机中保护我的家庭，并使您
的圣子乐于垂顾我的请求，好使我的家庭与基督结合为一，并蒙
赐永远的救恩。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 (151) 捍卫我们的信仰
天主圣母，玛利亚无玷圣心，救恩之母，请为我们祈祷，使我们
时刻忠于天主的真理。请使我们准备好捍卫信仰，支撑真理和拒
绝异端。请在艰难时期保护您的孩子，当我们面临抗拒真理和背
弃您圣子的挑战时，请恩赐我们每人所需的刚毅之恩。
天主圣母，请为我们祈求天主的干预，好使我们成为与天主圣言
相符的基督徒。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52）请在我无助时援助我
亲爱的耶稣，请在我无助时援助我。使我摆脱罪恶，并请开启我
的眼睛、我的心和我的灵魂，以面对恶魔的谎言及其邪恶途径。
当我心中感到仇恨时，请以祢的爱充盈我。当我感到悲伤时，请
以祢的平安注满我。
当我软弱时，请以祢的力量充实我。
请从我自陷的牢狱中释放我，使我获得自由，并在祢神圣的怀抱
里得保平安。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53）为子女祈求保佑﹙每周诵念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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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运动祷文（154）《救恩之母庆节》祷文
救恩之母说︰「我宣布这天，2014 年 6 月 4 日是『救恩之母的庆

节』。这一天，当你们诵念这篇经文时，我会为所有灵魂，特别
是那些处于极度黑暗中的灵魂，获得救恩这份厚礼而介入代祷。」
救恩之母啊！今天，六月四日，救恩之母的庆节，我把这些灵魂
（说出他们的名字）置于您面前。
亲爱的圣母，请赐我和那些尊敬您，以及那些分发救恩圣牌的人
一切护佑，以抵御那邪恶者和所有拒绝您爱子耶稣基督的慈悲、
以及拒绝祂赠予人类的一切恩赐的人。亲爱的母亲，请您为所有
灵魂都能获赐永远的救恩代祷。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55）为捍卫救赎世人这使命祈祷

救恩之母说︰「我亲爱的孩子，我请求你们为所有把自己的一生
献给天主的召叫和这个使命的人祈祷。这是为所有天主的先知、
神视者和圣仆祈求的祷文，好使他们在天主履行祂的『最后盟约』
时能持续事奉祂。」
亲爱的救恩之母啊！请垂听我们的祷告，以为捍卫救赎世人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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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和保护天主子女。为了那些在这伟大的历史性时刻违抗天主圣
意的人，我们献上祈祷。
我们求您保护那些为了从天主仇敌手中拯救所有人，而回应您的
召叫和天主圣言的人。请协助释放那些因邪恶者的谎言而沦为牺
牲品的灵魂，使他们睁开眼睛正视真理。
救恩之母啊！在我们这个因您爱子耶稣基督之名而受苦的时期，
请帮助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使我们配得起接受坚忍的恩赐。请
从各种危害中保护这使命。请从迫害中保护您的子女。我们今后
的一生岁月，由现在直到永远，每次在宣讲真理，传扬天主的圣
言而受到挑战时，请以您的至圣斗篷覆庇我们所有人，并惠赐我
们坚持信仰的恩典。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56）保护我们免陷于仇恨
亲爱的耶稣，请把祢的爱赐给我，并开启我的心，使其怀着感恩
接受祢的爱。因着圣神的德能，请以祢的爱光照我，使我成为祢
慈悲的灯塔。
请以祢的爱环绕我，让我在传播祢圣言的讯息时，借着我对祢的
爱，消解所遇到的各种仇恨。请向我们倾注祢的慈悲，并宽恕那
些拒绝祢，侮辱祢，以及漠不关心祢的天主性的人，并赐给他们
爱的恩赐。
在这缺乏信德、信仰薄弱的时期，在这受考验和受苦的时期，让
祢的爱照亮我们，并以圣神的德能帮助我把真理带给那些最需要
祢的助佑的人。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57）为那些奴役于邪恶者的灵魂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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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耶稣啊！请释放那些被假神和撒旦奴役的灵魂。请帮助我
们借着我们的祷告，从附魔的痛苦中援救他们。
请在他们被撒旦拘押为质并带进地狱深渊前，打开他们的囚牢，
并将通往天主王国的路径指示给他们。
我们哀求祢，耶稣，请以圣神的德能覆庇他们，使他们能寻获真
理，并帮助他们鼓起勇气弃绝恶魔的诱惑和邪恶。阿们。
祈禱運動禱文（158）保護免陷於世界大一統宗教（每天唸三次）

救恩之母说︰「为保证自己在拿起我圣子的十字圣架背在自己的
肩膀时，能够时刻坚定、刚毅、冷静和心平气和，你们必须常常
诵念这篇《祈祷运动祷文》。你们当中很多人，会发觉要接受这
些快要来临的事情非常困难，因此每天都要诵念这篇《祈祷运动
祷文》（158）三次的日子快将来到了，因为那些事情会使你们感
受到，那强迫你们要否认我圣子的压力，非常严峻。」
亲爱的耶稣，请保护我免陷于那并非来自祢的「世界大一统新宗
教」的邪恶势力。维护我在我的自由的旅程中，都沿着走向祢神
圣王国的途径。
在任何时刻我受到折磨时，被迫吞下祢仇敌为摧毁灵魂所散播的
谎言时，都使我一直跟祢同声同气。
请帮助我忍受迫害，一直坚持天主的真实话语，去抗拒胁迫我接
受的虚假教义和其他亵渎行为。
因着我的自由意志这厚礼，请带我进入祢王国的领域，使我在真
理被宣布为谎话时，能挺身而出去宣扬真理。
在面对迫害时，永不要让我踌躇不前，犹疑不决或因害怕而逃跑。
请帮助我在我有生之年，对真理一直保持坚定和不动摇。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59）祈求拥有天主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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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之母啊！当我恳求得到天主的爱时，请为我代祷。请以天主
的爱充满我的灵魂，一个空洞的器皿，这样，当它满溢时，将能
浇灌那些我力图怜悯的灵魂。
借着天主的德能，我祈求我心中可能潜藏着对您圣子的叛徒的恨
意获得释放。请赐我心神谦卑，并注满宽仁友善，好使我能随从
基督的教导，让祂的爱融入我生命的每一层面。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60）帮助我更爱祢

救恩之母说︰「为了坚持忠于耶稣基督，你们必须无条件地爱祂。
真诚地爱祂乃是一大祝福，且是来自天主的一份恩赐。对于那些
对我圣子的爱已经减弱的人，我要求你们诵念这篇祷文。」
我的耶稣啊！世界的救主，请帮助我更爱祢。帮助我加深对祢的
爱。请以祢的爱和怜悯充满我的心，使我获得恩宠，能以祢爱我
的方式来爱祢。
请使我这负恩的灵魂，对祢和祢所代表的充满深切而持久的爱。
借着祢恩宠的德能，帮助我爱我的近人，像祢爱每个天主子女一
样，并向那些需要祢的爱的人，以及无信德的人流露怜悯。
请使我与祢结合，使我能照祢在世的言传身教，活出基督徒的生
命。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61）祈求信心与平安
耶稣，我信赖祢。请使我更爱祢。赐我信心，为能最终与祢圆满
结合而完全交付自己。在艰难时期，请助我强化对祢的信赖。请
以祢的平安充满我。亲爱的耶稣，我来到祢面前，像一个摆脱了
所有世俗羁绊的孩子，无条件地将我的自由意志交付于祢，请为
了我和其他人灵的益处而运用它。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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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运动祷文（162）保护弱势者和无辜者
全能的天主圣父啊！请保护那些在心存憎恨者手中受苦的弱势者
与无辜者。请减轻祢可怜无助的子女所受的痛苦。
请赐给他们所需要的各种恩宠，以保护自己免受祢仇敌所害。请
以勇敢、希望与仁爱充满他们，使他们能在内心翻出这些美德去
宽恕折磨他们的人。
亲爱的上主，我永生之父，我恳求祢宽恕那些藐视「生命律法」
的人，帮他们看清自己的作是如何触犯了祢，好使他们能纠正
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在祢的圣怀里寻得安慰。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 (163) 拯救我脱离迫害

耶稣说︰「当混乱折磨着世界，并愈来愈加剧时，为了保护自己，
你们必须放下所有武装，把一切自我保护行为交付给我，然后以
下面的祷文呼求我。」
耶稣啊！请在他人藉祢圣名迫害我的痛苦中保护我。请使我蒙祢
圣心所喜爱。解除我灵魂内的骄傲、贪婪、恶毒、私己和仇恨。
助我真诚地把自己交付于祢的慈悲。请带走我的恐惧。请帮我卸
下痛苦重担，并使所有迫害远离我，使我能像小孩一样跟着祢，
深信所有事物都在祢掌控之中。
请从那些自称属于祢实则否认祢的人所展露的仇恨中释放我。请
不要让他们的锋利舌头鞭打我，也不要让他们的恶行使我偏离真
理之路。请帮助我只专注于祢正在来临的王国，并坚持下去，持
守尊严面对任何因祢的缘故应忍受的侮辱。请赐我心智平安，心
境平安，灵魂平安。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64）祈求世间各国和平相处 （应每天诵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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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请你们每天都为你们的国家诵念这篇祈求和平的《祈
祷运动祷文》。」
耶稣啊！请带给我和平。 请给我的国家和所有那些由于战争而四
分五裂的国家带来和平。请在那些假正义之名，使世人饱受苦难
的心灵顽硬者心中撒下和平的种子。
请赐恩宠给天主的所有子女，以接受祢的和平，使能在爱与和谐
中茁壮成长；使天主的爱能战胜邪恶，而灵魂可以从腐败的谎言、
残酷的行为和邪恶的野心中被拯救出来。
请让所有向祢圣言的真理奉献自己生命的人，以及那些完全不认

最亲爱的救恩之母，请向您的爱子耶稣基督呈上这个祷告，我们
祈求能减少无辜者被屠杀。
我们祈求种族灭绝的威胁，以及施于天主子女的种种形式迫害和
恐怖行为，因着祂的慈悲，得以一一消除。我们恳求您，亲爱的
救恩之母，请垂听我们身处这涕泣世界中，对爱、合一及和平的
哀求。我们祈求人子耶稣基督，在地球这个大痛苦和大蒙难时期，
保护我们每一个人。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67）保护我的家庭

识祢的人，得享和平的管治。 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65）为永生这份恩赐
耶稣，请帮助我相信祢的存在。请赐给我一个标记，好使我的心
灵能回应祢。请以我所需的恩宠充满我空洞的灵魂，使能向祢的
爱打开我的心智和心灵。请怜悯我，并洗净我的灵魂一生中所犯
下的每一个错误言行。请原谅我拒绝祢，但请以我所需的爱充盈
我，使我堪配获得永恒的生命。
请帮助我认识祢，在其他人身上看到祢的临在；并请以恩宠充满
我，使我能在祢所恩赐给人类的每一件美好礼物中，认出天主的
标记。请帮助我理解祢的处事方式，并当我的灵魂感到与祢分开
并昏黑一片的痛苦时，请拯救我。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 （166） 减少无辜者被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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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啊！我永恒的天父，因着祢爱子耶稣基督的恩宠，请保护我
的家庭时刻都免陷于邪恶。请赐我们不受邪恶影响的力量，并使
我们时刻都在爱祢和彼此相爱中合一共融。请支援我们能经得起
每一考验和痛苦，并使我们彼此间的互爱充满活力，好使我们能
与耶稣合而为一。
请降福我们的家庭，并且──即使在争吵的时刻──赐给我们爱
这份大礼。请加强我们的爱心，好使我们能与他人分享我家的天
伦之乐，因而使普世都可以得沾祢的慈爱。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 (168) 祈求天主爱的恩赐
最亲爱的天父啊！永恒的天父啊！至高无上的天主！请让我堪配
接受祢的爱。请原谅我伤害了他人，以及一切给祢的孩子造成痛
苦的过错。请打开我的心，迎接你进入我的灵魂，并净化我对他
人的恨意。请帮助我宽恕我的仇敌，在我每天所到的任何地方，
以及我所遇到的任何人当中，播下祢爱的种子。亲爱的天父，请
赐我毅力和信任的恩赐，以便能维护祢的圣言，因而在这黑暗的
世界，使祢的大爱和慈悲的火焰，得以持续发光闪耀。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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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运动祷文（169） 为拒绝基督救恩的人
最亲爱的耶稣，因着祢的恻隐和慈悲，我哀求祢拯救那些拒绝祢
的灵魂，否认祢的存在的灵魂，故意反对祢的圣言的灵魂，以及
其痛苦心灵早已被毒害，因而反对祢天主性的真光和真理的灵魂。
请垂怜所有罪人。请原谅那些亵渎天主圣三的人，并帮助我，以
自己的方式，并通过我个人的牺牲，在祢爱心的怀抱内，拥抱那
些最需要祢怜悯的罪人。我向祢承诺，通过我的思言行为，竭诚
为祢的救恩使命服务。阿们。

主耶稣要求所有《祈祷运动小组》在每次聚会开始和结束时，须
诵念这篇祷文︰
祈祷运动祷文（96）降福和保护我们的《祈祷运动小组》
亲爱的耶稣啊！请降福和保佑我们，祢的《祈祷运动小组》，使
我们在拯救灵魂的神圣使命上，不至受阻于魔鬼的邪恶攻击和折
磨。赐予我们保持忠诚和坚强，使我们在世人面前坚持祢的圣名，
并永不放弃奋力传扬祢圣言的真理。阿们。

祈祷运动祷文（170 ）维护天主的圣言 （圣职人员每天诵念）

耶稣说︰「我亲爱的女儿，此刻，我的心是如此破碎。叛逆者刺
透了我的肋旁，而地球现在正被我倾出的哀伤泛滥，它是如此强
烈，使我无法得到慰藉。 现在，我要问我圣仆当中，谁还坚强得
足以维护真理？现在赐给你们最后一篇《祈祷运动祷文》。它是为
司祭的。我要求我的圣仆每天都诵念它。」
亲爱的主，我敬爱的耶稣基督啊！请紧抱着我。请保护我。
若我唯一的罪过是维护天主圣言的真理时，请以祢圣容的光辉持
守我，因为我所受到的迫害非常剧烈。请助我寻获任何时刻都竭
诚事奉祢的勇气。当我争取捍卫祢的教诲而受到强烈反对时，请
赐给我祢的刚毅和祢的力量。
耶稣，请祢永远不要抛弃我，在我有需要时，为我提供一切，使
能藉着施行圣事，特别是在弥撒圣祭中所祝圣的祢珍贵的圣体圣
血，继续事奉祢。耶稣，请祝福我！请与我同行！请在我内憩息！
请留在我身边！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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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赐的其他祷文
除《祈祷运动祷文》和《连祷文》之外，神圣慈悲玛丽亚也收到
额外的祷文。
天主圣父：为获得进入新地堂的钥匙的祷文
（2013 年 4 月 10 日， 周三下午 4 点 45 分）
亲爱的父亲，是我，祢迷失的孩子，如此困惑和盲目，没有祢的
帮助、祢的爱，我一无是处。请借着祢圣子耶稣基督的爱拯救我，
并赐我进入祢世上新地堂的钥匙。阿们。
为获得救赎的祷文（2010 年 11 月 16 日，周二上午 9 时 55 分 ）
我主啊！带我进入祢的王国，从吞噬我灵魂的黑暗中保护我。耶
稣圣心啊！恳求祢此时俯听我，因祢的良善，让祢的爱和庇护之
光透射我所在的黑暗。阿们。
无神论者的祷文（2010 年 11 月 18 日，周四 9 时正）
天主，如果祢是真理，请将祢慈爱的标记揭示给我。开启我的心
接受引导。如果祢存在，让我感觉到祢的爱，使我能看到真理。
请祢现在为我祈祷。阿们。

祈求耶稣揭示给你祂的临在的祷文
（2010 年 11 月 22 日，周一上午 2 时正）
耶稣，我感到迷茫失落。求祢打开我的心来接受祢的爱，并把真
理启示给我，好使我得救。阿们。
为归化他人的祷文（2011 年 4 月 16 日，周六上午 10 时正）
耶稣，因祢神圣的慈悲，我求祢速用宝血覆庇那些不冷不热的灵
魂，好使他们得以归化。阿们。
祈求获得鼓励的祷文（2011 年 5 月 10 日，周二下午 4 时正）
主啊，求祢现今以圣神的恩赐充满我，使我将祢的至圣圣言带给
那些我因祢的名必须协助拯救的罪人。借着我的祈祷，请祢帮我
用宝血覆庇他们，好使他们被吸引到祢的圣心。请赐给我圣神的
恩赐，好使这些可怜的灵魂沉醉于祢的新地堂。阿们。
每天祈祷的祷文（2011 年 7 月 24 日，周日下午 11 时正）
我宝贵的耶稣啊！将我拥入祢的怀抱，让我的头憩息在祢肩上，
好使祢能适时把我提升到祢的光荣国度。让祢的宝血流过我的心，
使我们可以共融合一。阿们。

为对祈祷者嘲笑、取笑或表面上流露出轻视的非信徒诵念的祷文
（2010 年 11 月 21 日，主日凌晨 1 时 30 分）
我亲爱的主，我伸出双臂向祢恳求，把我挚爱的兄弟姐妹环入祢
温柔的怀抱里。请透过祢的圣血祝福他们，并赐给他们所需的恩
宠，使他们接受祢慈爱之神，并被带入永恒的救恩。阿们。

祈求使自己能看到这些讯息是源自天主的祷文
（2011 年 8 月 15 日，周一凌晨零时正）
耶稣，如果这确实是祢的话，请以祢爱的标记覆盖我的灵魂，好
使我能认出祢是谁。不要让我被谎言蒙骗。相反，开启我的眼睛，
看到真理和前往祢世上新地堂的途径，而向我显示祢的慈悲。阿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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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念玫瑰经
念玫瑰经前的祷文
至圣玫瑰之后，您屈尊来到法蒂玛，向三个牧童揭示了藏在玫瑰
经中的恩宠珍宝。求您赐我真诚地喜爱这敬礼，借着内心默想玫
瑰经中复述的二十端救赎奥迹，使我从它的果实得到滋养，并为
世界获得和平、罪人与俄罗斯皈依，以及我念这玫瑰经所求于您
的恩典（提出请求）。我这样祈求，是为天主更大的光荣和妳的
荣耀，并为人灵的益处，尤其为我灵魂的益处。阿们。
天主经
我们的天父，愿祢的名受显扬，愿祢的国来临，愿祢的旨意奉行
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祢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祢宽恕
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
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圣母经
万福玛利亚，您充满圣宠，主与您同在。您在妇女中受赞颂，您
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您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

圣母在法蒂玛启示我们在每一端玫瑰经完结时诵念以下的祷词，
亦称「法蒂玛圣母祷词」
吾主耶稣，求袮宽恕我们的罪过，救我们免地狱永火，请袮把众
人的灵魂，特别是那些迫切需要袮怜悯的灵魂，领到天国里去。
使徒信经
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我信父的唯一子，我们
的主耶稣基督。祂因圣神降孕，由童贞玛利亚诞生。祂在比拉多
执政时蒙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安葬。祂下降阴府，第三日
自死者中复活。祂升了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祂要从天降
下，审判生者死者。我信圣神。我信圣而公教会，诸圣的相通。
罪过的赦免。肉身的复活。永恒的生命。阿们。
又圣母经
万福母后！仁慈的母亲，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甘饴，我们的希望。
厄娃子孙，在此尘世，向您哀呼。在这涕泣之谷，向您叹息哭求。
我们的主保，求您回顾，怜视我们，一旦流亡期满，使我们得见
您的圣子，万民称颂的耶稣。童贞玛利亚，您是宽仁的、慈悲的、
甘饴的。
天主圣母，请为我们祈求，使我们堪当承受基督的恩许。阿们。

圣三光荣经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
阿们。

念完玫瑰经后的祷文
天主，祢的唯一圣子的降生、死亡与复活，为我们获取了永生的
赏报，恳求祢帮助我们，因着默想圣母玫瑰经的奥迹，能效法奥
迹的启示，并得到其中许诺的恩典，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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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念玫瑰经的方法：
1. 划十字圣号，念信经
2. 念天主经
3. 圣母经 (三遍)
4. 圣三光荣经
5. 欢喜/光明/痛苦/荣福一端奥迹及默想；天主经；圣母经(十遍)；

光明一端：耶稣在约旦河受洗
光明二端：耶稣参加加纳婚筵
光明三端：耶稣宣讲天国的福音
光明四端：耶稣显圣容
光明五端：耶稣建立圣体圣事

圣三光荣经；法蒂玛圣母祷词
6. 欢喜/光明/痛苦/荣福二端奥迹及默想；天主经；圣母经(十遍)；
圣三光荣经；法蒂玛圣母祷词

痛苦一端：耶稣山园祈祷
痛苦一端：耶稣受鞭打酷刑
痛苦一端：耶稣受刺冠之苦辱
痛苦一端：耶稣背负十字架
痛苦一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7.

如此依次念第三、四、五端奥迹
又圣母经

最好每日诵念包括欢喜、痛苦、荣福在内的三串(十五端)以上，
若只能诵念一串(五端)的话，教会提议星期一、六专注欢喜奥迹；
星期二、五专注痛苦奥迹；星期三、日专注荣福奥迹；星期四专
注光明奥迹。但星期日可按教会节日而选念适合的玫瑰经奥迹。

荣福一端：耶稣复活
荣福二端：耶稣升天
荣福三端：圣神降临
荣福四端：圣母升天
荣福五端：天主光荣圣母

欢喜一端：圣母领报
欢喜二端：圣母往见圣妇依撒伯尔
欢喜三端：耶稣基利斯督降诞
欢喜四端：圣母献耶稣于主堂
欢喜五端：耶稣十二龄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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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诵念《神圣慈悲串经》
(可使用普通的玫瑰经念珠)
1. 一遍天主经
2. 一遍圣母经
3. 一遍信经
4. 在念珠每端前的每一粒大珠诵念：
『永生之父，我把祢至爱之子，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圣
体、圣血、灵魂及天主性奉献给祢，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
过。』
5. 在念珠每端内的每一粒小珠诵念：
『因祂的至悲惨苦难，求祢垂怜我们及普世。』
6. 五端后的结束祷文：
『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祢垂怜我们及
普世。』﹝诵念三遍﹞
在结束祷文之后诵念由基督给予以下的特殊祷文：
『主啊！求祢现今以圣神的恩赐充满我，使我将祢的至圣讯息带
给众罪人、那些我必须因祢的名协助拯救的罪人。借着我的祈祷，
请祢帮我用祢的宝血覆盖他们，好使他们能被吸引到祢的圣心。
请赐给我圣神的恩赐，好使这些可怜的灵魂能够陶醉在祢的新地
堂。阿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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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夲 小 册 子 所 载 的 祷 文 – 170 首 祈 祷 运
动祷文及 6 首连祷文 – 乃先知神圣慈
悲 玛 丽 亚 （ Maria Divine Mercy） 所 说 ，
至圣三位一体天主及万福天主之母于
2011 年 至 2014 年 期 间 向 她 默 启 的 。
这些祷文乃借着连续的预言性讯息默
启 给 她 的 。这 些 讯 息 始 于 2010 年 11 月 ，
至今仍未间断，其内容已收集在 「真
理 书 」 (The Book of Truth) 第 一 至 第 三
册 ， 并 已 上 载 在 这 网 址 ：
www.thewarningsecondcoming.com.
她 说 ：主 耶 稣 要 求 整 个 世 界 预 备 祂 的 第
二 次 来 临 ，因 此 ，我 们 必 需 在 全 球 以「 祈
祷 运 动 小 组 」方 式 连 结 起 来 ，祈 求 每 一
个人有机会归向衪及得到救赎。
虽 然 时 间 无 多 ，但 耶 稣 仍 伸 出 祂 的 手 与
我 们 修 和 ，祂 不 愿 任 何 灵 魂 丧 亡 ，无 论
我 们 偏 离 祂 多 远 。我 们 必 需 利 用 这 夲 祈
祷册子祈祷，祈愿这世界能作出回应，
以便所有人能作为祂的朋友进入天主
的永恒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