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 40 天禁食禱告（2018/8/1～9/9）
日期: 8/26 (第二十六天)

禱告總結 8/26(第二十六天)
禱告領域
編輯組特

禱告項目
•

為負責這次禁食禱告的牧者同工及禱告文編輯組禱告

•

請迫切為川普總統代禱

•

認識為共濟會及光明會會員得救禱告的重要性

•

每天的宣告禱告
▪ 求神拯救共濟會會友的靈
▪

求神拯救極端主義的穆斯林的靈

▪

求神拯救 LGBT 的靈

▪

求神保守列國，脫離戰爭的危機

•

摩拉維亞復興見證

悔改禱告

•
•

倚靠祢的人有福了
為城市認罪 08

為列國禱告

•

為中國禱告

為世界領袖禱告

•

為川普總統禱告

•

為習近平主席禱告

•

為納坦亞胡總理禱告

•

為普京總統禱告

為神國降臨七大山頭禱告

•

教育

全球緊急禱告

•

為台灣伊斯蘭化危機禱告

•

為波蘭拒絕收容非法穆斯林難民，正面臨歐盟制裁禱告

•
•

為北半球「燃燒」中！全球熱浪野火禱告
為加拿大 8/24-26 歡迎榮耀的王-原住民聚集代禱

•

為海外猶太人回歸/阿利亞代禱

•

以色列走在神的心意裡
為以色列的頭號敵人──伊朗禱告

與神親密對

為以色列禱告

•

請為負責推動這次全球四十天禁食禱告的牧者同工，幕後參與策劃的編輯小組以及他們的屬靈遮蓋以
及他們的家人禱告。
▪ 求神在這一段禁食禱告期間，看顧他們和他們的家人出入平安, 身心靈健壯，靈魂體興盛。
▪ 祝福編輯組的每一位，使他們能安心領受神的話語，迅速而準確地用文字將神的心意傳遞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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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迫切為川普總統代禱

神在透過川普總統震動回教國家，包括全世界被共濟會光明會統冶的政治及經濟，
還有抵擋福音逼迫基督徒的國家。
他不是完全人，他有人性軟弱，但他
▪

勇敢為主發聲，他公開宣告，以聖經治國，

▪

恢復校園禱告，拯救美國的下—代， 無論學校、國會、運動會都可以禱告作為開始。

▪

為了—個牧師可以得罪盟國土耳其，

▪

曾親自到機場迎接從北韓釋放出來的美國公民，

▪

廢掉強生法案(Johnson Amendment), 還給美國教會宗教自由言論，

▪

正式宣布耶路撒冷成為以色列的首都，

神在透過川普總統向世界發聲。不要動神的受膏者。神在透過他向逼迫基督徒國家說話，容我的百姓
去，將福音廣傳，保護基督教宗教自由。神在透過他奪回失地，再—次把美國帶回神的命定，站在神
這邊的，神必站在他那邊。現在黑暗勢力要聯合起來攻擊他，特別是透過謀體及他的政治對頭對他控
訴，抹黑，毀謗，想要把他拉下來，特別影響美國中期選舉。我們相信神在這危機時刻，召集全球的
代禱者要聯合起來為這總統代禱。因為我們的同心合意的禱告，
•
▪

神必保守川普總統和他的幕僚繼續治理美國，脫離控訴抹黑譭謗。

▪

神必幫助川普總統和他的幕僚繼續與神對齊，作合神心意的決定，帶來列國的祝
福。

▪

神必繼續透過他及他的幕僚向列國發聲，震動那可以震動掉的不法的經濟政治掌控
勢力，抵擋撒旦所有的詭計，奪回失地。

因此我們豉勵所有代禱者每天請按照寫好的代禱事項為川普和幕僚代禱。如果聖靈還有顯明其他為川
普代禱事情，請按照神的旨意求。願神賜福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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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為共濟會及光明會會友得救禱告的重要性
[編及小語: 我們常聽說共濟會及光明會等對全球各國政治經濟等有極大的掌控及操縱。我們在此為
政治，經濟山頭禱告之際，稍作解說，使大家能更清楚明白如何為政治商界正確的禱告:
▪

光明會與共濟會是互相獨立的組織，雖然成員有交叉，一些思想和價值取向一致，但兩者並非
屬於同一體系。共濟會更類似一種宗教組織，偏重於教義和秘儀。而光明會則是政治組織，有
獨立的政治理想和行動綱領。

▪

共濟會被認為是光明會幕後的主導，是 33 度共濟會大師（33°會員是共濟會宗教研究級別會員
資格、榮譽會員）的精英圈子。光明會則被認為操縱著當今歐美等國的金融、政治軍事與娛樂
界等領域，並且有一個人口削減計畫，消滅有色人種，然後建立一個世界統一政府，以達到完
全統治世界的目的（「新世界秩序」）。

光明會組織及操控:
▪

由一位名叫 Adam Weishaupt 於 1776 年創立的，終旨是要建立新世界秩序，也就是世界統一政
府，控制全球的政治和經濟。

▪

光明會為統一金融系統，它控制世界各地的中央銀行、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IMF）、和美國聯邦儲備系統（Federal Reserve
System）。你也許已經知道聯邦儲備並不屬於美國政府，它實際上是被國際銀行家統治著，卻
可以調整美國貸款利率，制定美國貨幣政策。

▪

光明會同時掌控著石油市場，生活用品市場，等等。他們可以決定價格，也可以操控供應量。

▪

光明會不僅控制經濟，也控制美國政府，包括司法系統、最高法院，連美國首都 Washington
DC 也不屬於美國，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城市國家，被光明會操控。

光明會的目標：
▪

造成全球經濟崩潰，人民恐慌，社會動亂，藉此從中得利。

▪

顛覆各國政府自主權，製造紛爭、内戰，介入進而接管國家政權。

▪

利用聯合國（United Nations），名義上是幫助貧窮國家，實際上是使國家混亂，進而管轄操
控。

▪

資助全球性恐怖組織，製造恐怖活動，減少全球人口總數。

▪

滲入各國教育系統，提倡統一教材，利於控制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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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的宣告禱告
親愛的代禱者，
今天編輯組有領受在未來的 24 天的禁食禱告中，每天要為以下四個代禱事項來宣告禱告。
求神拯救共濟會會友的靈魂
▪
▪
▪

奉主的名宣告，萬軍之耶和華的掌權要取代共濟會在政治，經濟以及其他領域的掌控及操縱。
奉主的名宣告，萬軍之耶和華要差派米迦勒天使長以及天使天軍，瓦解共濟會的黑暗勢力在政治，
經濟以及其他領域的掌控及操縱。
奉主的名宣告，共濟會會員都要歸在耶穌名下。

求神拯救極端主義的穆斯林的靈魂
我們知道極端主義的穆斯林在全球發動恐襲帶來的危機，以及他們的禱告常常會發出對以色列及全
世界的咒詛，尤其在齋戒月的時候，所發出來的咒詛帶有極大的破壞力 (如激進派的回教徒今年齋戒
月時期，在印尼泗水發動的自殺性的炸彈攻擊 以及去年在菲律賓發動攻擊佔領南部的一座城)。
讓我們每天做以下的宣告:
▪

奉主名宣告，屬神的祝福與平安取代所有極端主義穆斯林所發出的咒詛。

▪

奉主名宣告，所有的極端主義穆斯林對全球發動的恐襲行動失敗。在還未發生前，都要被發現攔
截
奉主名宣告，神的救恩與拯救必速速臨到這些回教徒的生命裡。

▪

求神拯救 LGBT 的靈魂
另外同性戀的浪潮也正積極地在列國的校園裡，推動同性戀性教育及同性婚姻合法化。所以我們每
天也需要為這事情來宣告禱告:
▪

奉主名宣告，同性戀浪潮在全球各國推廣的所有策略都必失敗，包括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及同性
戀性教育等。

奉主名宣告，神的救恩與拯救必速速臨到 LGBT。
▪ 奉主的名宣告，屬神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將在全球各地全面恢復。
▪ 奉主的名宣告，全球年輕人要甦醒過來，拒絕同性戀的婚姻價值觀，他們要擁抱一夫一妻婚姻
制度的真理教導。
求神保守列國和平，脫離戰爭危機
▪

▪

奉主的名宣告，全地要進入和平和好的季節，脫離仇敵分化分裂，引爆戰爭的詭計，特別求神
保守中美關係，美俄的關係，台灣跟中國的關係以及中東回教國家與以色列的關係。

摩拉維亞復興見證
十八世紀一位德國伯爵封地中名為「主的守望」（Herrnhut）的莊園，發生了奇妙的事，因著為九個
小女孩禱告造成的大復興，影響百年…
復興前因：幾世紀逼迫，新教徒流散離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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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發生在十八世紀一位德國伯爵封地（Herrnhut 主護村）的事，竟然影響了基督教百年的全球宣教。
古歐洲的摩爾維亞和波希米亞現位於捷克中西部地區。第七、八世紀時，當地的人先後從希臘教會和
羅馬教會得著福音。十五世紀初葉，當時羅馬教廷，教士奢侈貪婪、教會虛偽腐敗，波希米亞改教領
袖約翰胡司（John Huss）展開了一波改革行動，胡司因傳講福音而被當時的羅馬教會處火刑殉道（1415
年），此地從此變成逼迫聖徒，令人畏懼的地方。當時仍然忠於福音的人需經常躲避逼迫，他們一度
聚集在波希米亞東北部肯瓦（Kurlwald）山谷中的一個村莊裏，度過一段比較平安的生活。到了 1457
年，這群被稱為「基督之律法的弟兄們」建立了教會，人稱「聯合弟兄會」（United Brothren）。
1722 年，歐州史上版圖最大的顯赫王朝哈布斯堡（habsburg）攝政要求這群新教徒加入天主教，由
於不願放棄新教信仰而遭逼迫，此時的弟兄們已經過長達幾世紀的逼迫，許多人用他們的血，印證了
所作的見證。他們遭監禁、受苦待、被充軍，不得不拋家別鄉，離開故土，於是摩拉維亞弟兄會的領
袖大衛（Christian David）就為他們尋找避難的地方。
昔日摩拉維亞大復興的基地位於現今德國、波蘭、捷克三國邊境上。
復興基地：主的守望莊園
德國薩克森侯國的親岑多夫伯爵（Nicolaus Ludwig Zinzendorf）在大衛的請求下，不顧家族的反對，歡迎這
群逃亡者，於是大衛從摩拉維亞陸續帶領那些願意撇下一切的人，約二百餘人在此住下。親岑多夫安
排他們居住的村莊，名叫「主護村」（Herrnhut）。此處便成為各宗派基督徒的避難所，更是摩拉維亞
弟兄會向全球擴展的基地。主為他們預備了這個避難所，在那裏他們的教會又得以更新……。
復興起因：為九個小女孩禱告引發的復興
摩拉維亞流傳千古的大復興，起因於九個小女孩；曾經歷過這次聖靈洗禮的弟兄姊妹卻沒有一個人說
得清楚 1727 年 8 月 13 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只說「我們不知道那是在天堂裡，或是仍在人
間」……
以 1727 年的 8 月 13 日為高潮的摩拉維亞大復興，事情是發生在親岑多夫伯爵帶領了九名（年齡在十
至十三歲）小女孩，他對她們的靈性感到憂心，也費心教導她們，但無論向她們講論多少關於主耶穌
基督的事，這些教導似乎都無法深入她們的內心。在心灰意冷的時候，他就藉禱告以火樣般至極的熱
情，懇求恩主將祂的恩典和祝福賞賜給這些孩童。
靈火焚燒
這位當時才二十九歲的德國貴族，為了這幾個小女孩的悔改而屈膝在主面前，心力交瘁地不停禱告，
甚至泉湧般的淚水滿襟；這次的禱告發揮了巨大的功效，也是日後賜生命與能力之聖靈動工的開始。
不僅是親岑多夫伯爵，許多弟兄自動相約要時常在赫特堡（Hutberg ）聚集，同心禱告並歌頌讚美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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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5 日，伯爵和十二到十四位弟兄通宵禱告，全場與會者都大得感動。 8 月 10 日是主日，若特
（Rothe）牧師在主護村主持聚會時，覺得自己被一股出於主的奇妙而無法抗拒的能力所淹沒，他整
個人俯伏在神前，在場的全體會眾也渾然忘我地跟著他俯伏下來。他們就在這種心境下，祈禱唱
詩，哭泣懇求。 1727 年 8 月 13 日，施恩懇求的靈澆灌在主護村的會眾身上。當時剎那間臨到全會
眾的，是一種與基督緊靠在一起的感覺，而且大家感覺是一致的，甚至連身在二十里外的兩位會
友，雖然不知道聚會的情況，竟也同時深深體驗到同樣的祝福。他們無法說得清楚當時的境況，只
能說好像在天上，或仍在人間與主相連。
不懈禱告與寰宇宣教
那天過後，一個意念臨到一些弟兄姊妹心中，他們覺得有必要撥出固定的時間來禱告。大家對 8 月
13 日那天禱告的祝福記憶猶新，並且相信恆切禱告必得到上帝的應許，大家都深深感到渴望與主傾
心吐意。於是，24 位弟兄姊妹推動從午夜到午夜的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禱告，每天日夜二十四班，每
班一小時輪流禱告，由大家抽籤決定班次。很快地就有更多人加入這個代禱陣容，甚至有些靈性痛
悔的孩童中，也自動展開類似的計劃。不分男童或女童都同樣感受到一股強烈禱告的渴望，聽著孩
子們的禱告你能不深為感動簡直是不可能的。施恩叫人懇求的靈當時傾倒在這些孩子們身上，並且
滿有果效，難以形容。這情景真的可以說是天上的喜樂臨到主護村的會眾中間；大家都渾然忘我，
拋開世上短暫的事物，一心只渴慕在天上與基督他們的救主同在，享受永遠的福分。
這始於 1727 年的禱告會，其後延續了一百年。這禱告到後來帶出宣教行動，就是把基督的救恩傳揚
給全世界各地的異教徒，包括丹麥向維京人、西印度群島的原住民、格陵蘭的愛斯基摩人、聖多馬
島的黑奴等。其影響力到蘇里南、非洲黃金海岸、南非、到北美的印地安人、南美的牙買加，甚至
後來由約翰衛斯理、懷特腓所帶動影響英美的大覺醒，也深受摩拉維亞弟兄們的影響。
這一群被視為「無學問的小民」，從 1732 年到 1760 年的二十八年間，共派出了 226 位宣教士，他
們多是自費的，到達目的地還需自給自足，他們中間有陶匠、木匠、作墳墓的工人，足跡達全球各
大洲十多個國家，有人曾問要前往拉布拉多（Labrador）宣教的弟兄，是否準備妥當，他立刻回答
說：「明天有一雙鞋子，我就可以動身了。」他們攜妻帶子全家行動，可以死於斯、葬於斯。他們
在二十年間所作的，勝過英國國教及更正教在過去二百年所作的。到了二十世紀的 1930 年，摩拉維
亞差會，已差派了三千位宣教士，並且宣教士與信徒的比例是一比十二。
主啊！求您將燃燒摩拉維亞復興的靈，也同樣澆灌在全球的眾教會中，成為普世宣教的祝福! (取自
於台灣好消息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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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靠祢的人有福了
詩篇 84:12 萬軍之耶和華啊，倚靠你的人，便為有福!
耶利米 17：7 倚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 !
親愛的天父，
祢是萬軍之耶和華，耶和華是祢的名，祢是自有永有的神，是超越一切之上。祢是有憐憫恩典，有恩
惠慈愛的天父，是偉大、又良善、又慈悲的神。當我們思念祢的榮美，心中不由自主地向祢發出驚
嘆。父神，祢說：倚靠祢的人便為有福！是的，阿爸父， 我在母懷裡，祢就使我們有倚靠的心 。我
們要提祢的名，單單的依靠祢，無論在任何環境裡，在多不容易的處境中， 我們的心仍要堅定的仰望
祢，因你從沒有離棄過尋求祢的人。祢必帶領我們出離患難，進入寬闊不狹窄之地，擺在我們席上的
必滿有肥甘。因祢應許，以耶和華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 !
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為城市認罪 08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所定
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寫在你的冊子上了。(詩 139:13-16)
“耶和華所恨惡的有六樣， 連他心所憎惡的共有七樣： 就是高傲的眼， 撒謊的舌， 流無辜人血
的手，” (箴言 6:16-17)
阿爸父神，袮的話語已經告訴我們，胎兒是神所創造的，未出生的嬰兒，已被神所認識。近代胎兒的
研究也証實了聖經的教導，生命始於受孕。從懷孕二十五天起，胎兒開時具有知覺與意識。
主啊！胎兒是世界上最脆弱無助的，是弱勢中的弱勢，我們犯了流無辜人血的罪，求袮赦免我們每年
墮掉成千上萬的胎兒，特別這罪背後，連帶的淫亂的罪（婚外情、婚前性行爲、强暴…）也求袮赦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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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罪所帶來的咒詛，求袮因著我們的代求，願袮在十字架上，承擔這罪的刑罰和咒詛。並且懇求袮
向這世代的婦女吹氣，叫她們的靈向著袮甦醒過來，明白真理，勇敢說不，使她們的身心靈不再受
傷害。那些已墮胎的婦女，求袮醫治她們的身心靈，特別要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宣告破除所有
的咒詛，及仇敵利用這些破口帶來的控告和靈裏的捆綁和轄制。求主讓各國尊重生命、喜悅生命、
保護生命。求主攔阻墮胎合法，關閉墮胎診所，讓更多寶寶被生出，並有一個溫暖的家，好讓他們
有機會享受寶貴的生命。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編輯小記: 在這四十天當中，我們首先將輪流為參與此次禁食禱告的國家禱告。之後將按照全球各
大洲，每天輪流為幾個在該洲的國家禱告。]
中國- 禱告突破和轉化，預備 70 年滿足的時候，進入神命定的時刻
[編輯小記: 神在 1986 年，就對先知恰克。皮爾斯顯示神對中國的命定:中國必要興起成為最大影響力
的國家，取代過去美國所扮演的角色，成為未來最大宣教士差遣的國家，神會將其他國家的門在中國
大大地打開等等。我們相信耶利米書 70 年是時候滿足的年份，而從 1949 年至 2018 年正好是七十
年。這是中國進入神命定的時刻。 我們更相信神要興起中國教會在各個領域，來轉化中國。
從神眼光看中國教會面對的苦難
有—種愛…
有一種愛，像那夏蟲永長鳴，春蠶吐絲吐不盡，
有一個聲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聖靈在前引導我的心，
邁開步伐，向耶路撒冷，風霜雪雨，意志更堅定，
我要傳揚，傳揚主的名，誓要得勝，在神的國度裡，
我帶著使命向前走，要喚醒沉睡的中國，
縱然流血的時候，我也永遠不回頭，
我帶著異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國，
將福音傳遍世界每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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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要成為宣教的中國，接過福音的最後ㄧ棒，苦難是基督的精兵訓練的場所。回宣是中國承接的使
命之一，溫室裡的小花不能承接回宣使命，這時代的中國年輕人不了解上一代神的僕人及神的兒女經
歷的十字架的苦難，所以神再一次應許逼迫苦難來到這世代，是因為要在年輕—代當中訓練他們，能
成為剛強壯膽的約書亜的世代，能作戰的勇士，為主打那美好的仗。
神透過曠野的熬煉塑造出約書亜的世代，能作戰的精兵；神透過掃羅的逼迫塑造出大衛的生命；神允
許約瑟的兄弟把約瑟賣為奴到埃及，以及波堤乏的妻子陷害他到監牢裡，才能遇到酒政，被提抜到埃
及法老面前解他的夢，而成就神在他生命中的呼召，成為埃及的宰相，挽救埃及人及以色列百姓脫離
飢荒所滅的危機。
小敏的感人迦南詩選是在苦難中蒙神膏抺寫下來的。祂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很多人不明白為何
40 天的禁食，同時要面對逼迫的環境，但這 40 天的禁食，是神在潔浄並剛強中國教會，使他們面對
試煉能得勝有餘，同時預備進入新的季節的命定。
剛強壯膽，不要懼怕，神必興妳同在………
我們鼓勵全球代禱者再一次與中國教會同站立，祝福中國教會繼續為主發光，使神的榮耀遍滿神洲大
地，使中國成為神國的祝福! ]
為國家禱告
▪

為一切在位的禱告：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和壹切在位的，也
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日。這是好的，在 神我們救主面前可蒙悅納。
(提前 2:1-3)

▪

為中國成為基督化的國家禱告：以耶和華為

神的，那國是有福的！他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

民是有福的！(詩 33:12)
▪

為君王的治理禱告：神啊，求妳將判斷的權柄賜給王，將公義賜給王的兒子。他要按公義審判妳
的民，按公平審判妳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義使民得享平安。他必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
拯救窮乏之輩，壓碎那欺壓人的。(詩 72:1-4)

奉耶穌大能的名為中國禱告祝福，
▪

願中國從上到下，從老到少，都敬畏上帝，願神賜下赦罪的恩和悔改的心給中國。

▪

祝福每ㄧ個掌權者所計劃和所謀略的任何項目都與教會有益處，賜給他們憐憫的心，以耶穌基
督的心為心、擁抱中國的教會，保護基督教宗教自由。我們宣告黑暗在他們身上無任何權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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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耶穌大能的名為中國禱告祝福，
▪

願中國從上到下，從老到少，都敬畏上帝，願神賜下赦罪的恩和悔改的心給中國。

▪

祝福每ㄧ個掌權者所計劃和所謀略的任何項目都與教會有益處，賜給他們憐憫的心，以耶穌基督的
心為心、擁抱中國的教會，保護基督教宗教自由。我們宣告黑暗在他們身上無任何權勢。

▪

祝福所有的政策都與神對齊，，求主赦免中國所有的罪惡，耶穌的寶血遮蓋中國，聖靈的火煉凈中
國，使用中國教會，經過如此的熬煉還能靠主站立得住，去祝福列國列邦的教會，直到地極，都為
主耶穌作見證！

▪

我們也為中國的政府祝福禱告，政府的得救與復興就是中國的希望，也是神的心意。

▪

同時我們祈求神在政府裏面興起更多基督徒幕僚如約瑟以及但以理，把神的同在的影響力帶進掌權
者中，給中國帶來前所未有的祝福！

▪

我們同心合意祝福ㄧ帶ㄧ路事工的開展，成為各國経濟繁榮的祝福，使福音能遍傳地極。

▪

拿破崙説過:”中國一旦被驚醒，世界會為之震動。” 祝福中國經歷一波更大的屬靈復興，神榮耀的
同在，裂天而降，臨到中國的教會，同時向中國在上掌權者顯現，如同掃羅在大馬士革路上，被大
光照耀一樣，回轉歸向神，並且在神的慈愛及智慧中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

為教會禱告
▪

為建造自己的巴別塔悔改禱告：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壹樣。他們往東邊遷移的時候，在
示拿地遇見壹片平原，就住在那裏。他們彼此商量說：“來吧！我們要做磚，把磚燒透了。”他們就
拿磚當石頭，又拿石漆當灰泥。他們說：“來吧！我們要建造壹座城和壹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
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華說：“看
哪，他們成為壹樣的人民，都是壹樣的言語，如今既做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
就的了。我們下去，在那裏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裏分
散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為耶和華在那裏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
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別（就是“ 變亂”的意思）。(創 11:1-9)

▪

為教會嫉妒、紛爭、不合ㄧ悔改禱告：你們仍是屬肉體的，因為在你們中間有嫉妒、紛爭，這豈不
是屬乎肉體、照著世人的樣子行嗎？有說：“我是屬保羅的”；有說：“我是屬亞波羅的。”這豈不是
你們和世人一樣嗎？亞波羅算什麽？保羅算什麽？無非是執事，照主所賜給他們各人的，引導你們
相信。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
得什麽；只在那叫他生長的

神叫他生長。可見栽種的，算不得什麽，澆灌的，也算不

神。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

的賞賜。(林前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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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會領袖悔改禱告：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 神的群羊，按著 神旨意照管他們；不是出於勉強，
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也不是轄制所托付你們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樣。
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你們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彼前 5:2-4)

▪

為教會能至死忠心禱告：你將要受的苦妳不用怕。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裏，叫你們被試
煉，你們必受患難十日。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啟 2:10)

禱告宣告：
主啊，求祢赦免教會要建立自己的王國，而不是為擴展祢的國度，求祢賜下謙卑的心給教會，全心

▪

信靠祢，遵行祢的旨意作成祢的工，恢復起初的愛心，並且能在真道上，向下紮根，向上結果，成
為得勝者。
求主赦免在教會裡，充滿著驕傲，嫉妒，紛爭及分門結黨，求主賜下合一的靈進入中國教會，同心

▪

合意地禱告服事，並且相信通過各樣的磨練，教會的凝聚力大過先前，末後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
耀！
我們奉耶穌的名祝福中國教會的領袖都有為父的心，謙卑牧養群羊，建立天父愛的家，進入家人同

▪

行的季節。求主賜他們，有上頭來的智慧，能知道如何正確處理末後世代教會各樣的問題，靠主勝
過一切的名利色，地位，權勢的誘惑及試探，能在神及仇敵的面前站立得住，為著神所托付的羊，
忠心良善的牧養，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耶和華的氣息要吹進教會，中國教會要起來成為極大的軍隊，廣傳福音，

▪

訓練門徒，興起這時代的工人以及宣教士，擴張神的帳幕之地，將福音傳遍列國。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為美國，以色列，俄羅斯，中國等四位國際領袖禱告:
▪

川普總統

▪

納坦亞胡總理

▪

普京總統

▪

習近平國家主席

阿爸父神，我們謝謝祢在這世代設立這幾位世界領袖。求祢天天以聖靈來充滿他們，祝福他們及他
們的家人，保護他們出入都平安，身體健康，有智慧能按照神的心意治理國內外事務。恩待神的子
民，保護基督教宗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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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川普總統禱告：
主啊! 我們相信能夠拯救美國的，是三位一體的獨一真神不是川普總統。但我們相信是袮興起川普
總統來帶領美國重新回到袮的命定以及經濟的恢復。我們要繼續為川普總統及他 的幕僚禱告。求
主保守川普總統有謙卑的心，尋求從神來的智慧，策略，謀略以及引導。在幫助美國經濟恢復時，
也要幫助盟國，全球及對中國的經濟產業帶來正面的影響。我們也求神引導川普總統，賜給他智慧
及聰明，來處理美國與土耳其之間的外交及經濟關係。
求神賜給川普總統屬靈的洞察力，透視力和屬天的看見，來處理中美貿易的問題，看重兩國邦交的
關係。求神賜給他合神心意的政策，能帶來互惠，成為美國以及中國的祝福。
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為習近平主席禱告：
主 啊！保羅勸我們第一要為萬人禱告、代求，為君王和一 切在位的更是如此。現在，我就要奉祢
的名，祝福中國的習近平主席及所有官員、求祢賜給他們屬天的智慧，治理中國，特別求祢使他
們有一顆公義、好憐憫、謙卑與神同行的心，求祢在他的身邊興起基督徒的幕僚，成為他得力的
幫助，使他所做每個決定都是合神心意的，也帶給世界和平，特別是中臺兩岸的關系，讓中國及
台灣蒙福，也使列國蒙福。我求祢保守他在每天緊湊的行程和日理萬機中，精神、體力都夠用
的。也求主賜給習主席勇氣及智慧，來處理貪官汙吏的事件。
求神賜給他溫柔忍耐平靜安穩的心來面對中美貿易的問題，因他看重兩國和平的關係超越一切，
神必恩待中國，神必賜福中國，扭轉局勢。 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為納坦亞胡總理禱告
主啊，求袮膏抹他擔任以色列總理的職位。求袮成為他的盾牌並保守他的心思意念純正清晰，滿
有屬天的洞察力及看見，賜給他殷勤尋求袮的面，謙卑尋求袮的幫助 ，來面對以色列所有的挑
戰。求祢向他顯明耶穌的救恩。耶和華，袮是以色列軍隊的元帥，求袮給他以及軍事領袖屬天的
戰略來面對迦薩的攻擊，完全擊退仇敵的攻擊。 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為普京總統禱告
神啊，求袮讓普京總統有機會認識經歷袮，殷勤尋求祢的面。神啊，袮的同在成為他的遮蓋，賜
給他渴望讀經的心。幫助他從聖經中尋找治理國家的答案。求祢在普京總統的幕僚決策群中，興
起有忠心、有作為、有屬靈生命與智慧的基督徒，將他們立於高位如同約瑟、但以理來扶持他，
按著神的旨意治理國家。求祢感動普京總統的心，以祢的愛擁抱俄羅斯教會，賜給教會完全的自
由傳福音及支持宣教的工作。我們祝福普京總統和 川普總統 的關係，能成就神的旨意！
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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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七山策略」(7 Mountain Strategy)是基督徒按照神國的價值觀 帶來社會整體轉化的策略。
透過改變影響社會文化最重要的七大領域 去轉化城市國家。當中「七大山頭」就是那七大領域。倡
導者相信，當「七大山頭」基督徒能夠興起，發揮影響力，甚至成為領袖，就可以改變社會。七大
山頭分別是:

藝術娛樂 / 商界 / 宗教 / 媒體 / 教育/ 家庭 / 政府 。 詳情請參考國度復興報七山策

略。我們將在這 40 天裡，輪流為這七個山頭禱告。]
教育
[時事：當今全球的性教育鼓吹同性戀教導是正確的，美國及台灣等國家在課程中教導性教育，如這新
聞報導，

請點擊視屏,
還在課堂上公開操練手淫自慰嚴重玷污下一代的心靈。撒旦要全面擄掠下一代，然後促使全球進入所
多瑪蛾摩拉時代。連教會年輕人也受到影響。這是全球教育系統面臨最大的危機。
［編輯小語］
親愛的代禱者：
從上面背景資料裏，各位看到天主教教區指出，在聯合國憲章記載著聯合國積極努力要將世界轉變成
同性戀群體的目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已經有一個項目要將世界一半的人口變為同性戀。

同性戀

背後的權勢推廣同性戀的策略之一 就是專注在同性戀性教育上，大力在各國推動同性戀教育。因為他
們的目標是要擄略所有我們的孩子，從五歲學齡孩子開始教導同性戀的價值觀等性教育。
所以我們要全體連結起來，在禁食中，特別呼求神來為我們爭戰，求神拯救我們的下一代，脫離同性
戀價值觀的玷汙。求神全面敗壞聯合國要把一半人口變成同性戀群體的計劃，求神建立興起敬虔愛主
的領袖，推翻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的法律。奉主的名宣告，神必透過全球家長聯合起來，向聯合國以及
校園發聲，棄絕所有同性戀教育的教導，不許玷汚我們的下一代。我們呼求神差派米迦勒和天使長帶
領天使天軍，攔阻同性戀背後的黑暗的勢力繼續擄略我們的下一代。
求神潔淨已經被玷汚的心靈，徹底潔淨斷開同性戀的影響力。

8/26/第二十六天/13

全球 40 天禁食禱告（2018/8/1～9/9）
日期: 8/26 (第二十六天)
奉主的名宣告全球校園要對聖經真理教導開放，對同性戀性教育的教導關門。
▪ 奉主的名宣告我們的神是得勝的君王，是我們軍隊的元帥，他必垂聽我們同心合一的禱告，親自
率領米迦勒天使長及天使天軍為我們下一代打那必勝的仗，取消同性戀在全球校園性教育的展開
▪ 奉主的名宣告，聖靈的火必裂天而降，焚燒除盡全球校園同性戀的堅固營壘，宣告神掌權神，設
立寶座在各校園，復興校園成為聖潔的國度。
阿們
▪

▪

求神赦免美國，台灣及世界各國施行性教育玷汙下一代，求神憐憫，在全球各國尤其是美國和台
灣感動神兒女起來，抵擋同性戀背後的黑暗權勢﹑ 發動聖潔運動，扭轉全世界同性戀的浪潮，在
各國廢除所有不合神心意的性教育。

▪

求神在各地興起敬畏神的兒女進入教育系統，編纂出充滿神的知識和真理的教材，重整各國教育
系統，取代現有關於性教育、生命、宗教的錯謬教導，使認識耶和華的知識遍滿全地，建立合神
心意的教育制度。

▪

求神保守全球學校敬虔愛主的學區委員，繼續為主發聲。抵擋性教育的執行，求神保守他們出入
平安。

▪

特別為美國校園槍擊案及全球校園霸凌暴力販毒吸毒等問題禱告。求神杜絕這些非法校園事件在
學校發生。保護校園及所有學生出入平安。

▪

求神繼續激動神兒女發起校園禱告運動如:＂禱告環繞學校”，旗桿下見(See You At the Pole)，校園
團契，研讀聖經等活動釋放真理進入校園。

▪

校園復興:

求神的聖靈，大大澆灌各個校園，點燃禱告的火，建立禱告祭壇。讓禱告再次回到校

園。
▪

為各國精英學校如長春藤大學禱告，求聖靈做工在這些大學裡，得著這些學生。

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為台灣伊斯蘭化危機禱告
[時事: 台灣正步入伊斯蘭化的危機。蔡政府引進大量穆斯林人口，無視於歐美國家因引進大量的穆斯
林，目前已面臨層出不窮的恐攻、和防範的壓力及人口伊斯蘭化，造成社會全面性的恐慌和壓力。
近期蔡政府極力推動友善穆斯林政策，在 6/17 開齋節，表示要打造台灣為穆斯林友好環境，且在全
台各縣市約 10 處地點，開放給在台穆斯林慶祝開齋節。蔡政府還打算用優惠條件，吸引穆斯林移
民到台灣。台北市長柯文哲在市府內設立穆斯林祈禱室，接著在台北火車站建立穆斯林祈禱室，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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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穆斯林文化。有數萬穆斯林在主要車站出入口經常聚集和祭拜慶典。 2 月初柯文哲出訪土耳其，接
受當地政府的捐款，應允在台北市建立東南亞最大的清真寺，並有可容納 50,000 人的廣場。穆斯林
在此地建立祭壇， 將召致其黑暗權勢大舉入侵台灣。 ]
父神，
▪

饒恕赦免台灣 ：求主饒恕台灣總統、市長、政府官員因無知而向邪惡勢力敞開門戶，帶進咒詛、
暴力。我們拿著神所賜的權柄，關掉向著伊斯蘭的門，打開向著主耶穌的門，我們宣告台灣要進
入主耶穌救恩的門，得著平安和昌盛。

▪

回教徒重生得救 ：我們宣告在台灣境內的回教徒都在神的得救行列中。神帶領他們來到自由平等
的台灣，使他們自由地接觸教會，認識追求神，進而信靠跟隨神，讓他們成為神國的見證人，傳
福音給家人。

▪

防範恐襲和伊斯蘭化 ：父神，賜給國家領導人和政府官員有智慧和屬天的分辨力，防堵極端伊斯
蘭進入台灣，建立精確完善的防恐政策和系統。賜給移民局、警察局有高度警覺能力，防止任何
恐怖組織滲透進入台灣；斷絕任何製造恐怖攻擊的機會。為年底各縣市長選舉禱告，求主興起敬
畏神的公義之士進駐政界，堅決反對政府伊斯蘭化的政策，勇敢發聲，與真理一同站立。

▪

興起教會 ：興起台灣的教會和全球的華人教會同心合一，為這一波台灣的伊斯蘭化的危機爭戰禱
告。我們奉耶穌的名，釋放神得勝的恩膏，粉碎仇敵一切的作為，轉化台灣成為神國的復興之
子，與神對齊，帶來全地的復興，榮耀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
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波蘭 – 波蘭拒絕收容非法穆斯林難民，正面臨歐盟制裁
[時事: 自從中東難民潮席捲歐洲開始，波蘭一直拒絕收容穆斯林非法移民。波蘭不是硬心，不幫助
難民。她曾經收容兩百萬烏克蘭難民，幫助他們定居在波蘭。只是因為他們看到這個穆斯林非法移民
浪潮正在席捲歐洲，目的是摧毀基督教文明。波蘭首相 Beata Szydlo 明白聖戰者的威脅，認為這種移
民計劃是對歐洲，他們的文化和傳統的攻擊。
英國伊斯蘭激進分子，安赫姆.喬達里（Anjem Choudary)以要求英國推行沙里亞法（Sharia Law)而著
名. 他曾對波蘭說:”有朝一日波蘭也將施行沙里亞法。因為我們相信有必要剷除一切專制政權。如果人
們不受阿拉的統治，他就是一個專制的政體。靠著我們的政治策略，你們的政權將被推翻。” 波蘭的
政黨領袖在這捍衛歐洲-波蘭抵制伊斯蘭的視頻中說: 伊斯蘭的伊馬目們(Imams)，在我們的國土上你
們將無法推行任何伊斯蘭教的法律，這是波蘭，這是我們的國土，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法律和價值
觀。在這裡，耶穌基督是我們的王，我們對歐洲的任何指示或移民配額毫無興趣。我重申：這不是我
們的戰爭。伊斯蘭不是我們的文化，它不是我們的信仰”
今天，從 2004 年以來一直是歐盟成員的波蘭，因為沒有按照命令接收非法移民，正在面對歐盟的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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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審查極挑戰。我們相信作為基督徒，我們必須站起來捍衛我們的信仰，而不淪為仇敵的掳物。儘管
受到歐盟的極大壓力，我們在波蘭的信仰宣告中，看到勇氣和勇敢，拒絕非法移民入侵。當黑暗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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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從 2004 年以來一直是歐盟成員的波蘭，因為沒有按照命令接收非法移民，正在面對歐盟的嚴
格審查極挑戰。我們相信作為基督徒，我們必須站起來捍衛我們的信仰，而不淪為仇敵的掳物。儘管
受到歐盟的極大壓力，我們在波蘭的信仰宣告中，看到勇氣和勇敢，拒絕非法移民入侵。當黑暗試圖
侵犯波蘭的主權時，我們看到了波蘭所發出亮光。波蘭需要我們的禱告支援，使他們能繼續為主站
立，抵制威嚇，保護整個國家的穩定。敵人雖然猖獗，但波蘭將以對主的忠誠而聞名。]
我們禱告: 阿爸父，
“惡人雖無人追趕也逃跑、義人卻膽壯像獅子。”(箴言 28:1)
“堅心倚賴祢的、祢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為他倚靠祢“(以賽亞 26:3)。
▪

賜智慧平安勇氣給波蘭: 謝謝祢賜智慧給波蘭，能識透仇敵的詭計，在逆境中勇敢站立，堅心倚
靠祢。 祢必保守波蘭十分平安。波蘭必膽壯如獅子，不害怕，不膽怯，因祢必興起為波蘭爭戰。

▪

宣告神的保護: 祢必救波蘭脫離捕鳥人的網羅，祢的信實必成為波蘭四圍的盾牌，波蘭必不怕黑
夜的驚駭、或是白日飛的箭，這仇敵藉著非法移民所興起的浪潮必不臨近波蘭!(詩篇 91:3-7)

▪

宣告仇敵的詭計歸於無有: “只有耶和華神的籌算，永遠立定”(詩 33:8-9)。 父神，波蘭曾宣告”耶
穌基督是我們的王“，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他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

的。”(詩 33:12)：波蘭及波蘭的百姓必蒙祢大大賜福!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歐盟將退出並逃離
波蘭，每個攻擊波蘭的計劃都將歸於無有。每個興起來攻擊波蘭的舌頭都要蒙羞後退。
▪

為波蘭興起代禱火牆: 求祢興起波蘭及全球的代禱者起來，持續為波蘭禱告，與波蘭同站立，看
我們的神耶和華神為波蘭施行救恩!(出 14:13)

▪

祝福波蘭成為歐洲的燈塔，宣教的國家: 父神，我們相信現在就是祢你的神聖時刻，像波蘭這樣
的正義國家將無所畏懼，因為祢是他們的神！在這黑暗遮蓋歐洲大地、幽暗遮蓋歐洲百姓時，波
蘭必興起發光，因為祢的光已臨到，祢的榮耀發現照耀波蘭( 以賽亞 60:1-2)，求祢繼續賜給波蘭
政府智慧及策略，使他們知道如何來面對，抵擋歐盟背後的權勢，為祢勇幹站立，使波蘭成為歐
洲的燈塔，宣教的國家，神恢復歐洲全地的基地。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榮耀的浪潮要進入歐
洲列國，黑暗勢力必要瓦解遁逃!
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北半球「燃燒」中！全球熱浪野火
[時事: 2018-07-27 新聞, 全球大部分人口密集地區，近日都籠罩在攝氏 30 度高溫下，地球儼然成了
一顆火球。歐洲、美洲再到亞洲的日本、南韓、台灣等北半球地區，近日都是高溫炙熱天氣，希臘更
因高溫引發嚴重林火，截至昨日(7 月 26 日)為止，至少導致 82 人死亡，連目前為冬天的澳洲，北部
也出現 20℃ 以上氣溫，僅有北極和南極倖免，未受高溫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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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呼籲代禱者起來, 為全球氣溫反常炎熱代求. 由於神並沒有抛棄他們, 祂仍看他們為末世大收割中
的一份子, 以下一些國家, 急需悔改並呼求主的保護.
父神, 我們把希臘、瑞典、 芬蘭、 拉脫維亞、 德國、英國、北愛爾蘭、蘇格蘭、 荷蘭、 挪威、 日
本、美國西南部、加州的死亡谷和棕櫚泉、 澳大利亞洲北部、紐西蘭及加拿大, 都帶到祢的施恩寶座
前, 他們當中的許多人, 如今還面對著因攝氏 30 到 50 度的危險高溫, 所造成的傷亡, 或是暫時或永遠
地, 失去了他們的家園, 財產, 收成, 工作和事業.
悔改 — 滿有憐憫, 公義, 饒恕的神, 我們呼求祢, 求祢伸出大能的膀臂, 拯救這些國家. 他們拜偶像, 輕
看祢這位獨一真神, 求祢赦免他們的背逆。這些國家的領袖, 沒有忠心的維護祢賜給他們的土地, 允許
百姓輕忽、濫墾、 濫用、耗費土地資源. 求祢赦免這些過犯和罪孽。 我們支取主耶穌大能的寶血,
饒恕 醫治這些地區, 並求主挪去所有對這些地區的咒詛. 因著你對失喪靈魂人的恩典，我們懇求祢拯
救他們的靈魂！ 因祢是滿有恩典,不願一人沉淪的神，我們請求祢保守每個未得之民的性命。
父神,
▪

我們為荷蘭所遇到的, 持續多天的熱浪和缺水, 向祢呼求

▪

我們為日本有 80 位死於高溫, 以及數千位正在接受治療的人, 向祢呼求

▪

我們為希臘 15 處的森林野火, 在強風助長下, 延燒至城郊, 村落, 房屋, 以及許多企圖逃避火勢, 仍
被吞噬的生命, 向祢呼求

▪

我們為德國, 由於乾旱農產品欠收; 柏林附近, 則因高溫造成野火四竄, 焚燬大片樹林, 向祢呼求
約伯記 38：28“雨有父嗎？ 露水珠是誰生的呢？ ”
詩篇 147:8“祂用雲遮天, 為地降雨, 使草生長在山上”

我們宣告:
▪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和風以及涼爽的白日和黑夜, 要被分散到北半球各地, 進入低谷, 內陸, 高
地及河川.

▪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雲層要從天上的府庫中湧出來, 因著神的憐憫, 帶下霧氣和大雨.

▪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乾旱的森林和大地, 要被從天而降的甘露浸透.

▪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屬神的生命氣息要從這些土地中升起.

▪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在這種種的災難中, 萬國萬民都要尋求, 並得著神的救恩和拯救. 我們斥
責每一個異常高溫背後的人為操縱, 你們必須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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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40 天禁食禱告（2018/8/1～9/9）
日期: 8/26 (第二十六天)
▪

奉主耶穌基督大能的名, 我們拒絕所有邪惡的計劃. 我們捆綁每一個, 在自然界和靈界不合神心意的
因素.我們取消所有允許虐待、 操縱、或毀滅神的創造的、 不聖潔的合約及法規.

因著神的憐憫,

我們釋放醫治給北半球、 歐洲、 美國、 希臘、 瑞典、 英國、 荷蘭、挪威、 德國、日本、 東北
亞、澳洲, 加拿大以及這些地方的百姓.
▪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按著神對義人的憐憫, 和祂的偉大, 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就.
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為加拿大 8/24-26 歡迎榮耀的王-原住民聚集代禱
[時事: 原住民是土地得醫治和復興的關鍵，主對加拿大原住民有一個榮
耀末世的呼召，而這次 8/24-8/26 由加拿大原住民所招聚的聚集，是
一個非常關鍵的聚會。作為土地的長子和守門的人，他們要打開城門歡
迎榮耀的王進來！今年更是 1948 年從加拿大沙省開始的春雨復興運動
的 70 周年，這聚集就是在沙省舉辦。 70 年滿足的時候，神所應許的
再ㄧ波復興的浪潮必要來臨！這個省的地圖像一道門，Saskatchewan
的意思是急流的河。]
[編及小記: 親愛的代禱者，這是我們收到加拿大家人傳來的緊急代禱事項。加拿大是蒙神揀選，成
為神釋放醫治恩膏到列國的管道。加拿大興起，神的醫治必臨到萬國萬邦。而加拿大原住民的興起更
是加拿大復興的關鍵。 這次聚集原住民將打開天門，歡迎神的榮耀降臨加拿大，將是一個 極具關鍵
性的時刻，請全球各地的代禱者與加拿大家人同站立宣告，一起迎接榮耀的王及復興的浪潮。]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加拿大要進入神打開的門，領受神為加拿大和加拿大百姓預備的豐滿恩典和憐憫。加拿大歡迎神釋
放愛和醫治的江河從這裏直流到地極！耶和華神如獅子吼叫，北美的原住民就起來快跑跟隨神, 他們
要完全進入神給他們榮耀的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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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40 天禁食禱告（2018/8/1～9/9）
日期: 8/26 (第二十六天)
為海外猶太人回歸/阿利亞代禱
［背景：今天，當任何猶太後裔向內政部提出移民申請，也認為其已提供最基本必備的文件，包括證
明其猶太血統，他們的檔案將立刻被轉到猶太移民事務局(Jewish Agency)的阿利亞部門。猶太移民事務
局接著便持續進行深入的背景調查，包括調查申請人在 Google 的個人檔案，查詢高達至少 200 頁之
多。當其找到任何他們與猶太人彌賽亞信徒或基督教相關的資料，基本上他們的阿利亞申請就會遭到
否決。這做法已受到美國國務院年度宗教自由報告(Freedom of Religion Report)的注意與批評。問題在
於究竟這樣的程序是否必要。顯然，這措施並未針對包括歸信猶太教改革派、無神論、佛教、基督教
科學會或印度教的其他猶太裔移民。(備註新聞出處：Jerusalem Post)

]

阿爸父神，
▪

求主翻轉目前以色列對於彌賽亞猶太人回歸的限制和拒絕的政策。

▪

按照祢所定的日期呼召每一個仍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回到以色列的土地上。賜給他們恩典來聽
從祢神聖的呼喚。“當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餘的，就是在亞述、埃及、巴忒
羅、古實、以攔、示拿、哈馬兵海島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國豎立大旗，招回以色列中被趕散的人，
又從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猶大人。” (以賽亞書 11：11-12)

▪

求主解開數百萬的美國猶太人，以至於他們會回祖國。使用日漸加劇的反猶主義，尤其在歐洲，來
攪動祢百姓的心，以至於他們決定要回歸以色列。使用南非最近政治和經濟的變化，促使猶太人回
祖國。“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詩
篇 137：1, 4）

▪

對於剛回到以色列的移民，用祢的喜樂來剛強他們。幫助他們學習希伯來語、供養家庭並融入社會

▪

興起外邦人幫助猶太人回歸以色列。“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向列國舉手，向萬民豎立大旗，他
們必將你的眾子懷中抱來，將你的眾女肩上扛來。‘(以賽亞書 49：22)
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祝福以色列走在神的心意裡
▪

祝福以色列領受神的愛和救恩: “耶和華向以色列〔原文作我〕顯現、說、我以永遠的愛、愛
你、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耶 31:3 )” 求神赦免以色列背道的罪。‘我必醫治他們背道的
病、甘心愛他們、因為我的怒氣向他們轉消。(何西阿 11:6)” 我們同心祝福以色列走在神的心
意中，使以色列領受到神無比愛他們的心，回轉歸向神！阿爸父神，求祢打開猶太百姓面上的帕
子，釋放主耶和華的靈充滿在以色列這個國家當中，使救恩臨到祢的百姓。復興祢的作為在他們
當中， 使他們能尋求主，仰望耶穌，認出耶穌是祂們的彌賽亞，是猶太人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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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40 天禁食禱告（2018/8/1～9/9）
日期: 8/26 (第二十六天)
▪

祝福以色列與中東國家的關係: 我們祝福以色列與中東國家的關係，求主修造久已荒廢之处，廢
掉代代的冤仇，恢復以撒與以實瑪力、雅各與以掃的兄弟之情，使用教會做和好的職分，重建起
代代拆毀的根基。願主耶穌基督的寶血洗凈中東那地所有的罪惡，切斷一切的不饒恕、苦毒、嫉
妒、忿怒、驕傲、陰毒、殘忍……等情欲的罪，在耶穌的救贖恩典裏得到完全的遮蓋，釋放那地
的靈魂，不受任何宗教的靈捆綁，神的兒子若使他們得自由，他們就真的自由了！

▪

祝福眾教會與以色列在基督裡合一:阿爸父，求祢赦免我們外邦信徒，被取代神學蒙蔽，抵擋祢
的選民以色列 。求祢賜給我們祢對以色列的愛，使我們能用你的愛，來愛我們的猶太長兄, 體會
他們被撕裂的傷痛，除去我們中間隔斷的牆，彼此相愛，合而為一，使以色列與眾教會在基督裡
兩下合而為一，與神對齊，彼此對齊。 成就祢在彌賽亞裡對猶太人和外邦人的末日命定，使我們
共同事奉向世界作祢的見證（約 13：35；17：21）。

▪

聖靈復興的浪潮湧向以色列: 願聖靈復興的浪潮湧向每一個為以色列與神同發熱心的家人，願他
們在以色列所有的事工策略，都被神堅立，以色列的震動，就是全世界的震動，以色列的復興就
是全地的復興! 並要設立為耶路撒冷守望的代禱者，在世界各地興起 24/7 禱告的火牆，呼籲耶和
華的晝夜不靜默、不歇息、也不要使祂歇息，直等到祂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
讚美的。（賽 62:6-7）

為以色列的頭號敵人──伊朗 禱告
[ 時事: 伊朗仍是以色列的頭號敵人，同時還控制真主黨、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及哈馬斯（和其他的
人）。伊朗正計劃在霍爾木茲(Hormuz)海 峽進行一次重大的軍事演習，這條水道控制進入波斯灣的
通道，影響到伊朗以外的許多國家。這促使美國宣布她也將在附近舉行海軍軍事演習。任何關閉霍
爾木茲海 峽的企圖會等於是宣戰。以色列的反應是宣布她會對任何關閉紅海的企圖作出強力的反
應，紅海是以色列南部通往眾海洋戰略性的通道。與此同時，伊朗由於經濟問 題及人民對該政權的
暴亂，內部的動盪正在增強。
另外，當美國重啟對伊朗經濟制裁已發生效用，伊朗本國貨幣大幅貶值，物價飛漲。但經濟動蕩也
波及伊朗國內教會的弟兄姐妹，經濟物資十分缺乏，難以度日。請禱告托住他們。]
▪

保持警戒、賜下智慧: 求神使以色列保持警戒，並明智的回應伊朗正在做的每件事。賜給以色列及
美國的軍事領導人智慧，以便他們對伊朗正在做和說的，都能做出合理的判斷和反應。（箴言八：

14- 16）
▪

震搖伊朗的領導層，折斷以攔的弓: 按照神應許要折斷以攔的弓，並從那裡除滅其君王和首領。
（耶利米 49：35, 38）

▪

打破伊朗與真主黨和哈馬斯的聯結: 求主使用伊朗的內部動亂來打破伊朗與真主黨和哈馬斯的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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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40 天禁食禱告（2018/8/1～9/9）
日期: 8/26 (第二十六天)
▪

興起伊朗教會: 使用伊朗不斷增長的教會，來使其國家轉離他們目前所在的邪惡路徑。（歷代志上

7：14）
▪

求神堅固在伊朗境內的弟兄姊妹: 求神賜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及患難中的大喜樂，藉著聖靈使他們
的盼望滿溢，真知道神掌權，正在震動拆毀攔阻，神在伊朗設立祂的寶座的堅固盈壘。求神按照祂
的信實，超自然的供應伊朗弟兄姊妹靈裡及物質的需求， 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資料來源: 以色列代禱事工及為受逼迫肢體禱告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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