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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為甚麼要為以色列禱告？ 

I. 神給教會的命令:“ 為了錫安的緣故不要休息”  
 

賽 62：6-7 
6 耶路撒冷阿、我在你城上設立守望的．他們晝夜必不靜默．呼籲耶和華的、你們
不要歇息、7 也不要使他歇息、直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讚
美的。 

A. 

B. 

C. 

D. 

E. 

A. 

為以色列禱告是神給整個教會的命令（“你們呼籲耶和華的＂） 

神命令祂的子民“不要使祂歇息＂，直到耶路撒冷完全進入其產業的完滿

裡，也就是要我們不間斷地為以色列的得救禱告。 

這些經文主要是應用在以色列國的耶路撒冷這個實際的城市。 

因著對聖經的錯誤理解，就是將神對以色列的應許靈意化，並把它們單單應

用在教會身上，猶太人因此受了很大的傷害。使徒保羅則堅持神並未替代以

色列。 

羅 11：1-2 我且說、神棄絕了他的百姓麼．斷乎沒有．…神並沒有棄絕他
豫先所知道的百姓。 

我們禱告的最終目標是要將一個滿是灰塵、無足輕重的中東城市改變成為彰

顯神極大榮耀的城市。 

II. 神對錫安的火熱 

神對耶路撒冷有極大的火熱。祂絕對委身於使公義如光輝由耶路撒冷發出。 

亞 8：2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為錫安心裡極其火熱．我為他火熱、向他
的仇敵發烈怒。 

B. 神所說所作的一切是為成就祂所有對耶路撒冷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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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62：1 我因錫安必不靜默、為耶路撒冷必不息聲、直到他的公義如光輝
發出、他的救恩如明燈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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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神致力於成就祂對耶路撒冷的應許是為著祂自己在全地的榮耀。 

結 36：22-23 
所以你要對以色列家說、主耶和華如此說、以色列家阿、我行這事不是為
你們、乃是為我的聖名、就是在你們到的列國中所褻瀆的。我要使我的大
名顯為聖．這名在列國中已被褻瀆、就是你們在他們中間所褻瀆的。我在
他們眼前、在你們身上顯為聖的時候、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這是主耶
和華說的。  

D. 

A. 

當以色列得拯救並且耶穌在耶路撒冷作王時，世界將被神的榮耀充滿。 

賽 11：9 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因為認識耶和華的
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 

III. 進入神對以色列的熱情的兩個人 

大衛王 

大衛是一個“尋求神心意＂的人，並且他擁有無人可比的為錫安／耶路撒冷

的熱情─他將其定為首都。他一生燃燒的熱情就是要為神在地上建立一個居

所。他經由啟示知道這地方就是耶路撒冷，他將自己投身於為神在地上，在

祂子民中間建立一個居所的任務。 

詩 132：3-5，13 
我必不進我的帳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覺、也不容我的
眼目打盹．直等我為耶和華尋得所在…因為耶和華揀選了錫安、願意當作
自己的居所。 

B. 使徒保羅 

保羅為了以色列的救贖是這樣強烈的充滿了憂愁、傷痛，情願自己被詛咒。

保羅進入了神為祂榮耀的熱情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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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9：1-3 
我在基督裡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我是
大有憂愁、心裡時常傷痛。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咒詛、與
基督分離、我也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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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耶路撒冷─ 神救贖世界計劃的焦點 
 

直到我們瞭解耶路撒冷將是耶穌在千禧年掌權的榮耀“世界新秩序＂首都的所在，

我們很難瞭解全能的神對中東一個似乎是相當無足輕重城市的如同火燒的熱情。 

A. 

B. 

神永恆目的的中心是讓耶穌再來，祂要將天上和地上的國相結合，完全建立

祂統管全地的國度（弗 1：9，10）。 

神的終極心意是在新地上與祂的子民同住。神為地球創造了人。當靈界與物

質界被帶入永遠的結合時，我們將在地上與神有完美的共享。 

啟 21：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
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 神

C. 

D. 

E. 

F. 

G. 

H. 

在新地及要來的新世代之前，神就定意要救贖這舊地。祂致力於復興萬物。

（徒 3：21） 

作為“末後的亞當＂（完全的人），耶穌在十字架上收回了祂對全地的統治

權。作為“父神的獨生子＂（完全的神），耶穌被賦予天上所有的權柄（馬

太 28：18）。因此，只有祂有資格將天與地所有的合而為一。 

神應許在全地掌權的將是亞伯拉罕、雅各和大衛的一個肉身的後裔。 

身為猶太人且為亞伯拉翰的後裔 ，耶穌有資格實現神的應許﹕“並且地上

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創 22：18）。 

耶穌第一次來時，並沒有以外顯的政治方式，在地上行使祂的統治權。但當

祂再回來時將如此做。猶太人所期望耶穌在祂第一次降臨時所做的，祂將在

第二次降臨時做。 

聖經非常清楚的說，耶穌將統治一個地上的國，這國會滅絕所有其它的國。

當我們禱告“願你的國降臨＂時，我們沒意識到會有一個戲劇化、按著字面

的回應，這個回應將打亂地上全部社會秩序。神的計劃是透過耶穌來強勢的

接管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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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2：44 天上的 神必另立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卻要打碎
滅絕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遠。 

I. 

J. 

K. 

L. 

M. 

N. 

耶穌受死、埋葬､復活之後，在祂升天之前，祂的門徒問祂什麼時候恢復以

色列的政治國度。 

徒1：6 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說、主阿、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
嗎 

如果耶穌要實際統治全地，祂必須在一個地理位置來統治。聖經清楚的說彌

賽亞將統治大衛的王國（以色列國）並且祂將坐在大衛的寶座上（在耶路撒

冷）。 

若要耶穌實現聖經的預言，以色列國和耶路撒冷城必須永遠存在。 

神設立耶路撒冷作為耶穌千禧年中在地上的總部。耶穌叫它大君的京城（太

5：35），因為它是神所任命的彌賽亞統治全地的城市。 

當耶穌在耶路撒冷被立為王的時候，它將成為全球的首都。這將是那“造在

山上的城＂，是不能隱藏的。神的王國將從這裡擴展、遍滿全地。 

耶路撒冷將被稱為神的寶座（耶 3：17）並且將是新耶路撒冷（天上的實

體）與千禧年的世界（地上的實體）之間的橋樑。城本身將被稱為神的寶

座，充滿神顯然的同在，在其門之內將沒有邪惡。 

賽 4：2-6 
2 到那日、耶和華發生的苗、必華美尊榮、地的出產、必為以色列逃脫的人
顯為榮華茂盛。3，4 主以公義的靈、和焚燒的靈、將錫安女子的污穢洗
去、又將耶路撒冷中殺人的血除淨、那時、剩在錫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
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冊上記名的、必稱為聖。5耶和華也必在錫安全
山、並各會眾以上、使白日有煙雲、黑夜有火燄的光．因為在全榮耀之上
必有遮蔽。 6 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蔭避暑、也可以作為藏身之處、躲避
狂風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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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14：20-21 
當那日、馬的鈴鐺上、必有歸耶和華為聖的這句話．耶和華殿內的鍋必如
祭壇前的碗一樣。凡耶路撒冷和猶大的鍋、都必歸萬軍之耶和華為聖．凡
獻祭的、都必來取這鍋、煮肉在其中。當那日、在萬軍之耶和華的殿中必
不再有迦南人。 

O. 如果我們瞭解這些基本的前提，那麼我們就會清楚為什麼神在人類歷史上的

第一焦點是耶路撒冷城和以色列國。耶穌將從耶路撒冷來統治全地。祂將坐

在大衛的寶座上（在耶路撒冷的以色列王）而且祂的國將永無止盡。 

賽 9：6-7 
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
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 

P. 

Q. 

R. 

S. 

神揀選耶路撒冷對許多外邦信徒是一個巨大的絆腳石。 

最終問題是關於神的主權，以及祂為贖回祂的創造物和彰顯祂的榮耀在地上

所作的選擇。 

1. 神有權利決定誰─祂必須選擇由那個民族來建立祂的國度─而祂選擇

了猶太人（注意﹕在呼召亞伯拉罕之前並沒有猶太人和外邦人的分

別）。 

2. 祂有權利選擇什麼地方，而祂選擇了耶路撒冷城，以及以色列地。 

3. 因為耶和華揀選了錫安、願意當作自己的居所、說、這是我永遠安
息之所．我要住在這裡．因為是我所願意的。（詩 132：13-14） 

在神救贖世界的計劃和祂完美的領導裡，唯有神知道那最佳的方式，在不違

背人自由意志的前題下，得以帶領最多的人，在最深層次的愛裡，永遠進入

祂的家。 

雖然我們現在不能理解，但當神將祂計畫的原由向我們的心開啟那時，祂將

使我們震驚億萬年。 

V. 耶路撒冷，撒但憤恨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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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14：1-2 
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你的財物必被搶掠、在你中間分散。因為我必聚集萬國與耶
路撒冷爭戰．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搶奪、婦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擄去、剩
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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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聖經在多處清楚地提到，將有一天，地上的列國會聚集一起與耶路撒冷爭

戰。 

耶穌再來之前，世上列國將反對耶路撒冷並設法將其消滅。戰爭中耶路撒冷

大半將被毀壞，許多居民被殺害。但這些國家毀滅的目的至終無法得逞。 

一旦我們對耶路撒冷的目的和命定稍有瞭解，我們就能開始明白為什麼直到

耶穌再來，它一直是，且將繼續是敵對和屬靈攻擊的焦點。 

由於耶穌已定意從耶路撒冷以猶太人的王的身份回來統治這地（太 23：

39），所以撒但也定意要摧毀以色列國和耶路撒冷城。如果撒但能殲滅猶太

人，牠能證明神說謊並確保自己的生存。  

啟 12：3-17 
3 …. 龍就站在那將要生產的婦人面前、等他生產之後、要吞喫他的孩子。 
5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的．〔轄管原文作牧〕他
的孩子被提到 神寶座那裡去了。….啟 12:13 龍見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
迫那生男孩子的婦人。 14 於是有大鷹的兩個翅膀賜給婦人、叫他能飛到曠
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裡被養活一載二載半載。15 蛇就在
婦人身後、從口中吐出水來像河一樣、要將婦人沖去。16 地卻幫助婦人 … 
17 龍向婦人發怒、去與他其餘的兒女爭戰、這兒女就是那守 神誡命、為
耶穌作見證的… 

E. 撒但將召集世上列國，在全球掀起史無前例的反猶太運動，以達到自己的目

的。這將在世上各國在敵基督的領導下，積極努力摧毀耶路撒冷時，達到高

潮。（詩 2：1；詩 83：5；珥 3：11；亞 12：2；14：2；番 3：8） 

太 24：21 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
災難、後來也必沒有。

耶 30：7 哀哉、那日為大、無日可比、這是雅各遭難的時候、但他必被救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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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禱告─ 神末日拯救以色列的策略 

A. 

B. 

C. 

以色列人接受耶穌為他們的彌賽亞，取決於他們對以外邦人為主的教會所產

生的嫉妒（羅 11：11）。教會能成為一個先知性的見證，是與她在禱告中

支持耶路撒冷有直接的關係。 

主已應許在末日賜下一個禱告運動，為以色列的救恩（耶路撒冷的平安）與

祂一同代禱，並在大災難中與以色列一同站立。  

神應允祂將以兩件事來回應聖徒為以色列救恩所作的禱告﹕ 

1. 祂將在地上釋放祂的聲音（預言的靈）﹔ 

2. 祂將在地上釋放超自然的活動（神蹟奇事） 

賽 62：1-2 
我因錫安必不靜默、為耶路撒冷必不息聲、直到他的公義如光輝發
出、他的救恩如明燈發亮．列國必見你的公義、列王必見你的榮
耀．你必得新名的稱呼、是耶和華親口所起的。 

3. 預言的靈─先知性的傳信者（神的聲音） 

珥 2：28 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豫
言 

神將興起傳信息的人，大膽、有權柄、清楚的宣告“天國的福音＂

（太 24：14）─特別是對在大災難中尚未得救的猶太人。 

4. 神蹟奇事（超自然的活動） 

珥 2：30-31 
在天上地下、我要顯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煙柱。日頭要變為黑
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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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將以史無前例的方式超自然地彰顯祂的能力。這將好像是使徒行傳

與出埃及記合在一起，在全球規模加倍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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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耶路撒冷城中的得救與釋放 

珥 2：32 
到那時候、凡求告耶和華名的就必得救．因為照耶和華所說的、在
錫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脫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華所召的。 

神行動的最終結果是耶路撒冷從她敵人手中被拯救，以色列“全家＂

得救，並神國度在全地的建立。 

羅 11：26─ 27 
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經上所記、『必有一位救主、從錫安
出來、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惡。』又說、『我除去他們罪的時
候、這就是我與他們所立的約。』 

D. 神的末日活動因著祂對耶路撒冷的火熱而被釋放，也是由於合祂心意的禱告

運動，和在全地以禁食與嚴肅會為以色列救恩的代禱。 

珥 2：15-17 
15 你們要在錫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嚴肅會．16 聚集眾民、使會
眾自潔、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喫奶的．使新郎出離洞房、新婦出離內
室。17 事奉耶和華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壇中間哭泣、說、耶和華阿、求
你顧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產業受羞辱、列邦管轄他們．為何容列國的
人說、他們的 神在哪裡呢。 

E. 

F. 

“外邦＂教會的最大任務是為以色列的救恩禱告，並激起猶太人的嫉妒（因

著成為一個強有力的先知性見證），以致於他們來接受神的憐憫。 

神現今正在從外邦人之中呼召“設立守望的＂，他們為以色列的救恩在禱告

中奮力爭戰，並為錫安的緣故“不歇息＂。這禱告運動將在耶穌再來、以色

列全家得救、神國實現在地上如在天上時達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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