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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文以探討基督宗教的悔改禱告為主，藉由悔改禱告進入基督信仰，也

藉由悔改禱告，使得個人、教會、城市、甚至國家的靈性復興。現在台

灣基督教界在推動的悔改禱告，藉由此論文了解悔改禱告的聖經理論基

礎，以及在天主教與基督教如何運用。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 首先了解悔

改禱告在基督信仰的根基，是奠基於神的聖潔、公義與慈愛。再者，探



討悔改禱告在聖經的意涵，歷世歷代的領袖、先知與君王，如何做悔改

禱告。也從檢視悔改禱告在天主教與基督教的運用，各有不同的方向和

傳統，提供不同教會可以彼此學習、觀摩。最後綜合分析個人、教會、

社會、國家的靈性復興，以及悔改禱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期盼在基督

徒的職場發揮效用，使神國的仁愛與公義降臨。 歷史上發生許多次的復

興，少則數月多則三十幾年，悔改禱告在其中扮演著重要因素。儘管基

督教會極力推動，但仍不免遇到瓶頸，因此提出在實踐悔改禱告中，如

何跨越障礙，活在神的愛中。  

摘要

(英) 

This paper is primarily to explore the pray of repentance of Christianity. By the 

pray of repentance, prayers believe in Christian religion, which makes individuals, 

churches and cities, even the intelligence of countries revive. Now Christianity in 

Taiwan promotes the pray of repentance. By means of this paper helps us 

understand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Bible as well as the utilization of the pray 

of repentance in Catholic and Christian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first to 

underst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pray of repentance in Christianity laying in 

God’s holiness, justice and kindness. Furthermore, to discuss the pray of 

repentance in the meaning of Holy Bible and how leaders of generations, prophets, 

kings make the pray of repentance. In addition, by examining the utilization of the 

pray of repentance in Catholic and Christianity, which has different directions and 

traditions, provides different churches for learning and emulation. Finally, by 

comprehensively analyzing intelligence revives of individuals, churches, societies 

and country as well as the role of the pray of repentance hopes that it display 

effectiveness for Christian workplaces, causing the benevolence and justice of god 

country's arrives. The revival occurred many times in history. Some continued a 

few months and some did thirty years more or less. The pray of repentanc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cedure of revival. Although Christianity makes a great 

effort on the pray of repentance, it is unavoidable to meet the difficulties. Hence, 

proposing the practice of the pray of repentance helps us overcome the obstacles 

and live in the love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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