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耶路撒冷求平安祈禱主日
（簡稱：
）
簡稱：DPPJ）
每年十月第一個主日
關於為耶路撒冷求平安主日的重要事實

這是甚麼？
這是甚麼？
為耶路撒冷求平安國際禱告日
為耶路撒冷求平安國際禱告日（
國際禱告日（由超過 1,300 位、來自不同宗派與文化背景的基督徒領袖
來自不同宗派與文化背景的基督徒領袖嚮應支持而建
基督徒領袖嚮應支持而建
立）將會於每年十月的第一個主日舉行。
將會於每年十月的第一個主日舉行。
相關中文的資料，
相關中文的資料，請登入 http://www.daytopray.com/Resources/international/Chinese
我們的呼召是為要持續的、
我們的呼召是為要持續的、熱切的，
熱切的，通知全球代禱者有關
通知全球代禱者有關神為耶路撒冷及她的所有百姓之計劃與
有關神為耶路撒冷及她的所有百姓之計劃與旨意
神為耶路撒冷及她的所有百姓之計劃與旨意。
旨意。
Kippur)的季節的運動
的季節的運動，
這個全球基層信徒祈禱於贖罪日
贖罪日(Yom
的季節的運動，在教會的歷史上是第一次的，
在教會的歷史上是第一次的，使得基督徒
這個全球基層信徒祈禱於
贖罪日
在宗教活動日子及聖經節期及猶太曆法中起了聯繫的作用。
在宗教活動日子及聖經節期及猶太曆法中起了聯繫的作用。
這個全球祈禱的發起
這個全球祈禱的發起，
發起，是由傑克
是由傑克‧
傑克‧海福德博士
海福德博士（
博士（四方教會負責人、
四方教會負責人、英皇書院及修道院的校長）
英皇書院及修道院的校長）以及 羅
伯‧史登思牧師（
史登思牧師（鷹翅事工的創辦人兼主席）
鷹翅事工的創辦人兼主席）共同倡導的
共同倡導的。
倡導的。

何時舉行？
何時舉行？
為耶路撒冷求平安主日於每年十月第一個主日舉行
Kippur)。
。今年（
為耶路撒冷求平安主日於每年十月第一個主日舉行，
於每年十月第一個主日舉行，接近猶太曆的贖罪日
接近猶太曆的贖罪日(Yom
贖罪日
今年（2012
年）於十月七
於十月七日舉行 。

參與對象
參與對象？
對象？
•
•

由一千萬名來自不同文化背景
一千萬名來自不同文化背景、
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宗派和世代，
宗派和世代，來自大城市中的大教堂、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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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斯林國家的地下教會的基督徒參加。
斯林國家的地下教會的基督徒參加。
於 2011 年，我們有差不多
我們有差不多 175 個國家參與（
個國家參與（包括來自
包括來自中國與
來自中國與七個回教國家的地下教會
中國與七個回教國家的地下教會），
七個回教國家的地下教會），然後
），然後
今年 2012 年，因著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我們相信將會有更多的不同國家信徒會參加為耶路撒冷禱告求
平安。
平安。

如何慶祝這個特別的日子？
如何慶祝這個特別的日子？
•

首先，
首先，於十月七日在本地教會
十月七日在本地教會團契聚會
在敬拜服事的部份為耶路撒冷禱告求平安；
在本地教會團契聚會時
團契聚會時，在敬拜服事的部份為耶路撒冷禱告求平安
為耶路撒冷禱告求平安；在本地的
團契聚會中參與
，可以簡單地於十月七日
團契聚會中參與 DPPJ，
可以簡單地於十月七日，
十月七日，將 DPPJ 的教會報
教會報告加進他們的程序表
告加進他們的程序表當中、
當中、
並納入一篇講道和一些祈禱項目當中，
並納入一篇講道和一些祈禱項目當中，參與程度時
程度時間按個別教會而異。
間按個別教會而異。最重要的一點是，
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希
望全國所有形
望全國所有形式的教會（
的教會（包括各種
包括各種形
各種形式的敬
式的敬拜），聯同世界各地的基督徒，
聯同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按各自對戰略性需要
的了解程度，
的了解程度，來為耶路撒冷禱告求平安。
為耶路撒冷禱告求平安。

•

有些城市、
有些城市、省份或國家也有一些區域性聚會
省份或國家也有一些區域性聚會（
在本區教會崇拜聚會以外），以表達他們願意合一
家也有一些區域性聚會（在本區教會崇拜聚會以外），
），以表達他們願意合一
地為耶路撒冷和她的百姓求平安。
地為耶路撒冷和她的百姓求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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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正推廣 DPPJ 校園運動，
校園運動，興起全球基督徒大學生作神的餘民
興起全球基督徒大學生作神的餘民並代表他們的校園
作神的餘民並代表他們的校園，
並代表他們的校園，於十月七日
祈求神賜福給這
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和她的百姓
祈求神賜福給
多災多難的土地和她的百姓。
百姓。詳情請登入
詳情請登入 www.daytopray.com.

•

十月七日在耶路撒冷會
十月七日在耶路撒冷會有一場很特別的禱告聚會
與全世界的教會領袖、以色列政要等聚集，
以色列政要等聚集，當
在耶路撒冷會有一場很特別的禱告聚會，
有一場很特別的禱告聚會，與全世界的教會領袖、
天會由 God TV 作現場直播
現場直播，
直播，並傳送到 200 多個國家。
多個國家。

•

這裏也有一個 24 小時的祈禱電話會議（
），讓來
小時的祈禱電話會議（由 Greater Calling 主辦 www.greatercalling.org），
），讓來
自世界各地、
自世界各地、不同時區的人，
不同時區的人，可以致電進入「
可以致電進入「虛擬禱告室」，
虛擬禱告室」，藉由電話一同為這些戰略地區和它
」，藉由電話一同為這些戰略地區和它
的人民群體之
的人民群體之需要而祈禱。
需要而祈禱。

我如何能獲得更多資訊？
我如何能獲得更多資訊？
相關中文的資料，
相關中文的資料，請登入：
請登入：http://www.daytopray.com/Resources/international/Chinese
或登入 www.daytopray.com 以獲得以下資訊
以獲得以下資訊：
以下資訊：
•

•
•
•
•
•
•
•
•
•

禱告日的材料、
禱告日的材料、單張、
單張、講道等資料已翻譯成不同的語言，
講道等資料已翻譯成不同的語言，可於你的個人電腦下載及／
可於你的個人電腦下載及／或列印出
來。我們自去年起已開始將所有材料翻譯成 29 種不同的語言，
種不同的語言，並存放於我們的網站，
並存放於我們的網站，我們在
2012 年會繼續更新及增加翻譯文稿。
年會繼續更新及增加翻譯文稿。
我們也有為 3 - 5 歲、6 - 12 歲兒童及
歲兒童及 13 - 18 歲少年人而設的
少年人而設的＜
而設的＜兒童版 DPPJ 程序＞
程序＞可供下載，
可供下載，
當中包括：
當中包括：課程、
課程、手工勞作、
手工勞作、填色頁及祈禱咭。
填色頁及祈禱咭。
我們也在計劃＜
＞以供下載，
我們也在計劃＜青少年版 DPPJ＞
以供下載，當中包括：
當中包括：崇拜程序、
崇拜程序、幽默短劇、
幽默短劇、訊息、
訊息、視頻及音
樂等。
樂等。
音訊或視頻格式的 PSAs (公共服務宣導短片
公共服務宣導短片)
公共服務宣導短片
新聞發佈
從世界各地嚮應而來參與這個禱告呼召的領袖之名單
大家可以電郵方式向各省份
大家可以電郵方式向各省份、
省份、國家及國
國家及國際
及國際協辦者查詢，
協辦者查詢，他們的名單也可於以上網址找到
可供訂購的資料，
可供訂購的資料，用來裝備你們的教會或查經小組，
用來裝備你們的教會或查經小組，用來訓練或增強
用來訓練或增強你們
增強你們對
你們對十月七日慶祝的了解
十月七日慶祝的了解
過往幾年的慶典
過往幾年的慶典相片及
年的慶典相片及描述
相片及描述
為耶路撒冷求平安主日的歷史資料

我如何參與其中
我如何參與其中？
其中？
透過 DPPJ 協辦者網站，
協辦者網站，找出你所在的地區、
找出你所在的地區、省份或國家的協辦者，
省份或國家的協辦者，然後點選他們的名字，
然後點選他們的名字，再以電郵直
接跟他們聯絡
接跟他們聯絡。
聯絡。
若然你的國家
若然你的國家、
國家、省份、
省份、縣市沒有
縣市沒有 DPPJ 協辦者，
協辦者，你可以登入我們的網站 www.daytopray.com 或電郵給我
郵給我
們 office@eagleswings.to；
；也可以與我們於中國及香港區
也可以與我們於中國及香港區的
我們於中國及香港區的協辦者聯絡
協辦者聯絡：
聯絡：Colin Chow 周弟兄 (852)37464507。
。

如果我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如果我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是否等於我反對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
耶路撒冷求平安，是否等於我反對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
神一視同仁，
神一視同仁，祂同樣地愛每個人。
祂同樣地愛每個人。祂有一個為以撒及以實瑪利的後裔而設的救贖計劃，
祂有一個為以撒及以實瑪利的後裔而設的救贖計劃，當我們為耶路撒
冷求平安，
，我們是為所有
冷求平安
我們是為所有住在這裏的人祈求
所有住在這裏的人祈求。
住在這裏的人祈求。我們的心期望
我們的心期望見
期望見到 神的話語成就，
神的話語成就，我們期望
我們期望見到阻隔猶
期望見到阻隔猶
太人與阿拉伯人中間的牆被拆毀
），並
太人與阿拉伯人中間的牆被拆毀（
與阿拉伯人中間的牆被拆毀（以弗所書 2:14），
），並恢復合一、
恢復合一、愛和彼此讚賞，
愛和彼此讚賞，以及 神全然的平安
和安息的祝福臨到此地和它的百姓。
和安息的祝福臨到此地和它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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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甚麼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

創世紀 12:3 – 主在祂對亞伯拉罕立約時說：
主在祂對亞伯拉罕立約時說：
『給你祝福的，
給你祝福的，我必賜福給他；
我必賜福給他；咒詛你的，
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
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
地上的萬族，都必因你得福。』
都必因你得福。』歷史清
。』歷史清
楚地顯明，
楚地顯明，神會賜福給予那些祝福以色列和猶太人的國家和領袖們,
神會賜福給予那些祝福以色列和猶太人的國家和領袖們 而那些咒詛猶太人和祂的聖
地的人,
地的人 會成為 神憤怒的對象。
神憤怒的對象。

•

神感動聖經的作者，
神感動聖經的作者，寫下一個永恆的命令，
寫下一個永恆的命令，叫跟隨祂的人：
叫跟隨祂的人：『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說：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
耶路撒冷啊！願愛你的人都亨通
願愛你的人都亨通。
你的人都亨通。』（詩篇 122:6）

•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及以色列國－
及以色列國－在海上的 22 個阿拉伯非民主國家當中唯一的民主國家（
個阿拉伯非民主國家當中唯一的民主國家（不分種旅性別
皆享有宗教的自由和權利），
激
皆享有宗教的自由和權利），以色列和美國同樣在捍衛共同價值觀和自由
），以色列和美國同樣在捍衛共同價值觀和自由，
以色列和美國同樣在捍衛共同價值觀和自由，反對共同的敵人 ...激
進的伊斯蘭教。
進的伊斯蘭教。

•

我們對猶太人龐大的虧欠：
我們對猶太人龐大的虧欠：為我們的基督教信仰根基而感激他們；
為我們的基督教信仰根基而感激他們；為他們藉著醫療、
為他們藉著醫療、農業和科技
發展，
發展，推動社會進步而作出巨大的貢獻而感激他們
推動社會進步而作出巨大的貢獻而感激他們。
而感激他們。

•

為了恢復以色列和神在此地的計劃，
為了恢復以色列和神在此地的計劃，而與聖約的百姓站在同一陣線上，
而與聖約的百姓站在同一陣線上，這是教會的責任；
這是教會的責任；成就
神對這一代
這是基督徒的責任。
神對這一代猶太人的先知話語
這一代猶太人的先知話語 這是基督徒的責任。

•

教會歷史顯示過去曾多番迫害猶太人
教會歷史顯示過去曾多番迫害猶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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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們的基督徒先
祖曾做錯的，
祖曾做錯的，今天我們有責任糾
今天我們有責任糾正過來，
過來，就是 積極祈求神祝福這片土地和她的百姓。
積極祈求神祝福這片土地和她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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