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祈祷主日
（简称：
）
简称：DPPJ）
每年十月第一个主日
关于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主日的重要事实

这是甚么？
这是甚么？
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国际祷告日（
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国际祷告日（由超过 1,300 位、来自不同宗派与文化背景的基督徒领袖向应支持而建
立）将会于每年十月的第一个主日举行。
将会于每年十月的第一个主日举行。
相关中文的数据，
相关中文的数据，请登入 http://www.daytopray.com/Resources/international/Chinese
我们的呼召是为要持续的、
我们的呼召是为要持续的、热切的，
热切的，通知全球代祷者有关神为耶路撒冷及她的所有百姓之计划与旨意。
通知全球代祷者有关神为耶路撒冷及她的所有百姓之计划与旨意。
这个全球基层信徒祈祷于赎罪日
赎罪日(Yom
Kippur)的季节的运动
的季节的运动，
这个全球基层信徒祈祷于
赎罪日
的季节的运动，在教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的，
在教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的，使得基督徒
在宗教活动日子及圣经节期及犹太历法中起了联系的作用。
在宗教活动日子及圣经节期及犹太历法中起了联系的作用。
这个全球祈祷的发起，
这个全球祈祷的发起，是由杰克‧
是由杰克‧海福德博士（
海福德博士（四方教会负责人、
四方教会负责人、英皇书院及修道院的校长）
英皇书院及修道院的校长）以及 罗伯
‧史登思牧师（
史登思牧师（鹰翅事工的创办人兼主席）
鹰翅事工的创办人兼主席）共同倡导的。
共同倡导的。

何时举行？
何时举行？
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主日于每年十月第一个主日举行，
Kippur)。
。今年（
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主日于每年十月第一个主日举行，接近犹太历的赎罪日
接近犹太历的赎罪日(Yom
赎罪日
今年（2012
年）于十月七日举行 。

参与对象？
参与对象？
•
•

由一千万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
由一千万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宗派和世代，
宗派和世代，来自大城市中的大教堂、
来自大城市中的大教堂、非洲部落茅屋教堂，
非洲部落茅屋教堂，甚至
穆斯林国家的地下教会的基督徒参加。
斯林国家的地下教会的基督徒参加。
于 2011 年，我们有差不多 175 个国家参与（
个国家参与（包括来自中国与七个回教国家的地下教会），
包括来自中国与七个回教国家的地下教会），然后
），然后
今年 2012 年，因着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不同国家信徒会参加为耶路撒冷祷告求
平安。
平安。

如何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
如何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
•

首先，
首先，于十月七日在本地教会团契聚会时，
于十月七日在本地教会团契聚会时，在敬拜服事的部份为耶路撒冷祷告求平安；
在敬拜服事的部份为耶路撒冷祷告求平安；在本地的
，可以简单地于十月七日，
团契聚会中参与 DPPJ，
可以简单地于十月七日，将 DPPJ 的教会报告加进他们的程序表当中、
的教会报告加进他们的程序表当中、
并纳入一篇讲道和一些祈祷项目当中，
并纳入一篇讲道和一些祈祷项目当中，参与程度时间按个别教会而异。
参与程度时间按个别教会而异。最重要的一点是，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希
望全国所有形式的教会
望全国所有形式的教会（
式的教会（包括各种形式的敬拜），
包括各种形式的敬拜），联同世界各地的基督徒
），联同世界各地的基督徒，
联同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按各自对战略性需要
的了解程度，
的了解程度，来为耶路撒冷祷告求平安。
来为耶路撒冷祷告求平安。

•

有些城市、
有些城市、省份或国家也有一些区域性聚会
省份或国家也有一些区域性聚会（
家也有一些区域性聚会（在本区教会崇拜聚会以外），
在本区教会崇拜聚会以外），以表达他们愿意合一
），以表达他们愿意合一
地为耶路撒冷和她的百姓求平安。
。
地为耶路撒冷和她的百姓求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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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推广 DPPJ 校园运动，
校园运动，兴起全球基督徒大学生作神的余民并代表他们的校园，
兴起全球基督徒大学生作神的余民并代表他们的校园，于十月七日
祈求神赐福给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和她的百姓。
。详情请登入 www.daytopray.com.
祈求神赐福给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和她的百姓

•

十月七日在耶路撒冷会有一场很特别的祷告聚会，
十月七日在耶路撒冷会有一场很特别的祷告聚会，与全世界的教会领袖、
与全世界的教会领袖、以色列政要等聚集，
以色列政要等聚集，当
天会由 God TV 作现场直播
作现场直播，
直播，并传送到 200 多个国家。
多个国家。

•

这里也有一个 24 小时的祈祷电话会议（
），让来
小时的祈祷电话会议（由 Greater Calling 主办 www.greatercalling.org），
），让来
自世界各地、
自世界各地、不同时区的人，
不同时区的人，可以致电进入「
可以致电进入「虚拟祷告室」，
虚拟祷告室」，藉由电话一同为这些战略地区和它
」，藉由电话一同为这些战略地区和它
的人民群体之需要而祈祷。
的人民群体之需要而祈祷。

我如何能获得更多信息？
我如何能获得更多信息？
相关中文的数据，
相关中文的数据，请登入：
请登入：http://www.daytopray.com/Resources/international/Chinese
或登入 www.daytopray.com 以获得以下信息：
以获得以下信息：
•

•
•
•
•
•
•
•
•
•

祷告日的材料、
祷告日的材料、单张、
单张、讲道等数据已翻译成不同的语言，
讲道等数据已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可于你的个人计算机下载及／
可于你的个人计算机下载及／或打印出
来。我们自去年起已开始将所有材料翻译成 29 种不同的语言，
种不同的语言，并存放于我们的网站，
并存放于我们的网站，我们在
2012 年会继续更新及增加翻译文稿。
年会继续更新及增加翻译文稿。
我们也有为 3 - 5 岁、6 - 12 岁儿童及 13 - 18 岁少年人而设的＜
岁少年人而设的＜儿童版 DPPJ 程序＞
程序＞可供下载，
可供下载，
当中包括：
当中包括：课程、
课程、手工劳作、
手工劳作、填色页及祈祷咭。
填色页及祈祷咭。
我们也在计划＜
＞以供下载，
我们也在计划＜青少年版 DPPJ＞
供下载，当中包括：
当中包括：崇拜程序、
崇拜程序、幽默短剧、
幽默短剧、讯息、
讯息、视频及音
乐等。
乐等。
音讯或视频格式的 PSAs (公共服务宣导短片
公共服务宣导短片)
公共服务宣导短片
新闻发布
从世界各地向应而来参与这个祷告呼召的领袖之名单
大家可以电邮方式向各省份、
大家可以电邮方式向各省份、国家及国际协办者查询，
国家及国际协办者查询，他们的名单也可于以上网址找到
可供订购的资料，
可供订购的资料，用来装备你们的教会或查经小组，
用来装备你们的教会或查经小组，用来训练或增强你们对十月七日庆祝的了解
过往几年的庆典相片及描述
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主日的历史资料

我如何参与其中？
我如何参与其中？
透过 DPPJ 协办者网站，
协办者网站，找出你所在的地区、
找出你所在的地区、省份或国家的协办者，
省份或国家的协办者，然后点选他们的名字，
然后点选他们的名字，再以电邮直
接跟他们联络
接跟他们联络。
若然你的国家、
若然你的国家、省份、
省份、县市没有 DPPJ 协办者，
协办者，你可以登入我们的网站 www.daytopray.com 或电邮给我
；也可以与我们于中国及香港区的协办者联络：
们 office@eagleswings.to；
也可以与我们于中国及香港区的协办者联络：Colin Chow 周弟兄 (852)37464507。
。

如果我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如果我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是否等于我反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
是否等于我反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
神一视同仁，
神一视同仁，祂同样地爱每个人。
祂同样地爱每个人。祂有一个为艾萨克及以实玛利的后裔而设的救赎计划，
祂有一个为艾萨克及以实玛利的后裔而设的救赎计划，当我们为耶路
撒冷求平安，
，我们是为所有
撒冷求平安
我们是为所有住在这里的人祈求
所有住在这里的人祈求。
住在这里的人祈求。我们的心期望见到 神的话语成就，
神的话语成就，我们期望见到阻隔
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中间的墙被拆毁
），并恢复合一
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中间的墙被拆毁（
与阿拉伯人中间的墙被拆毁（以弗所书 2:14），
），并恢复合一、
并恢复合一、爱和彼此赞赏，
爱和彼此赞赏，以及 神全然的平
安和安息的祝福临到此地和它的百姓。
安和安息的祝福临到此地和它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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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甚么我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为甚么我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

创世纪 12:3 – 主在祂对亚伯拉罕立约时说：
主在祂对亚伯拉罕立约时说：
『给你祝福的，
给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
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
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
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
都必因你得福。』历史清
。』历史清
楚地显明，
楚地显明，神会赐福给予那些祝福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国家和领袖们,
神会赐福给予那些祝福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国家和领袖们 而那些咒诅犹太人和祂的圣
地的人,
地的人 会成为 神愤怒的对象。
神愤怒的对象。

•

神感动圣经的作者，
神感动圣经的作者，写下一个永恒的命令，
写下一个永恒的命令，叫跟随祂的人：『
叫跟随祂的人：『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说：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
耶路撒冷啊！愿爱你的人都亨通
愿爱你的人都亨通。』（
你的人都亨通。』（诗篇
。』（诗篇 122:6）

•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及以色列国－
及以色列国－在海上的 22 个阿拉伯非民主国家当中唯一的民主国家（
个阿拉伯非民主国家当中唯一的民主国家（不分种旅性别
皆享有宗教的自由和权利），
激
皆享有宗教的自由和权利），以色列和美国同样在捍卫共同价值观和自由
），以色列和美国同样在捍卫共同价值观和自由，
以色列和美国同样在捍卫共同价值观和自由，反对共同的敌人 ...激
进的伊斯兰教。
进的伊斯兰教。

•

我们对犹太人庞大的亏欠：
我们对犹太人庞大的亏欠：为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根基而感激他们；
为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根基而感激他们；为他们借着医疗、
为他们借着医疗、农业和科技
发展，
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而作出巨大的贡献而感激他们。
推动社会进步而作出巨大的贡献而感激他们。

•

为了恢复以色列和神在此地的计划，
为了恢复以色列和神在此地的计划，而与圣约的百姓站在同一阵在线，
而与圣约的百姓站在同一阵在线，这是教会的责任；
这是教会的责任；成就
神对这一代犹太人的先知话语 这是基督徒的责任。
这是基督徒的责任。

•

教会历史显示过去曾多番迫害犹太人
教会历史显示过去曾多番迫害犹太人 ── 奉基督的名而非基督的品格行事。
奉基督的名而非基督的品格行事。过去我们的基督徒先
祖曾做错的，
祖曾做错的，今天我们有责任纠正过来，
今天我们有责任纠正过来，就是 积极祈求神祝福这片土地和她的百姓。
积极祈求神祝福这片土地和她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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