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回顧 Review 

約伯記 Job 1:10  

袮豈不是四面圈上籬笆圍護他和他的家、
並他一切所有的麼．他手所作的、都蒙
袮賜福．他的家產也在地上增多。 





撒迦利亞 Zech. 2:5  

耶和華說、我要作耶路撒冷四圍的火
城、並要作其中的榮耀。 

一.回顧 Review 



1.禱告的火牆 A Prayer Wall of Fire 

2.永不歇息的火牆 A Continuous Wall of Fire 

3.聯結的火牆  A Connected Wall of Fire 

一.回顧 Review 



1.鼓勵所有受洗過的豐收家人參與 
Encourage all CHC members who have been  

baptized to participate 

2.每人一天15分鐘禱告 

15-minute prayer time a day per person 

3.教會提供禱告範例 

Prayer content will be provided  

一.回顧 Review 



4.從一天八小時，一周七天開始 

4. Start with 8 hours  a day x 7 days a week:  

Time：12pm-8pm => 32 prayer time slots  

=> at least 32 members 

時間： 中午12點到晚上八點 

時段： 總共32個禱告時段 
禱告站崗人數：至少需要32位弟 
                兄姐妹參與 

一.回顧 Review 



5.將與其它教會聯結，建立南加 
  24/7的禱告城牆  Connect with other 
        churches tobuild a 24/7 prayer wall for Southern   
        California 

一.回顧 Review 



二.重建大衛倒塌的帳幕 

使徒行傳 Acts 15:16  
Rebuild the Fallen Tabernacle of David 

阿摩司 Amos 9:11  

到那日、我必建立大
衛倒塌的帳幕、堵住
其中的破口、把那破
壞的建立起來、重新
修造、像古時一樣． 

正如經上所寫的、
『此後我要回來、重
新修造大衛倒塌的帳
幕、把那破壞的、重
新修 
造建 
立起 
來． 
 
 
 
 
 
 
 



以賽亞 Isaiah 16:5  

二.重建大衛倒塌的帳幕 

必有寶座因慈愛
堅立．必有一位
誠誠實實坐在其
上、在大衛帳幕
中施行審判、尋
求公平、速行公
義。 
And One will sit on it in truth, in the tabernacle of David, Judging and 

seeking justice and hastening righteousness.  



1.神的同在 God’s presence 

2.神的權能 God’s power 

3.神的引導 God’s guidance 

二.重建大衛倒塌的帳幕 

大衛的帳幕有什麼不同？ 
What makes David’s Tabernacle different? 

 24/7 直接在神面前禱告敬拜 
24x7 prayer and worship directly before God 



三.神的同在 God’s Presence 

神的同在會離開聖殿嗎？ 
Can God’s presence leave the temple? 

以西結 Ezekiel 10:18  以西結 Ezekiel 11:23  

耶和華的榮耀從城
中上升、停在城東
的那座山上 

耶和華的榮耀從殿
的門檻那裡出去、
停在基路伯以上。 



以西結 Ezekiel 7:20  

三.神的同在 God’s Presence 

為什麼神的同在離開聖殿？ 
Why did God’s presence leave the temple? 

論到耶和華妝飾
華美的殿、他建
立得威嚴、他們
卻在其中製造可
憎可厭的偶像、
所以這殿我使他
們看如污穢之物。 



申命記 Duet. 23:14  

三.神的同在 God’s Presence 

如何使神的同在回到聖殿？ 
How to get God’s presence back to the temple? 

1.自潔 Purify our hearts 

詩篇 Psalm 66:18  

我若心裡注重罪
孽、主必不聽 

因為耶和華你的 神
常在你營中行走、要
救護你、將仇敵交給
你、所以你的營理當
聖潔、免得他見你那
裡有污穢、就離開你。 



三.神的同在 God’s Presence 
如何使神的同在回到聖殿？ 
1.自潔 Purify our hearts 

25 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潔淨
了．我要潔淨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的
污穢、棄掉一切的偶像。 

26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
你們裡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
賜給你們肉心。 

27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使你們
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以西結 Ezekiel 36:25-27  



詩篇 Psalm 22:3  

三.神的同在 God’s Presence 
如何使神的同在回到聖殿？ 

2.讚美，敬拜，和感謝 
Praise, worship, and thanksgiving 

但你是聖潔的、
是用以色列的讚
美為寶座的。 



四.神的權能  God’s Power 

列王記上 1 Kings 18:30  

以利亞對眾民
說、你們到我
這裡來．眾民
就到他那裡。
他便重修已經
毀壞耶和華的
壇 



四.神的權能  God’s Power 
列王記上 1 Kings 18:37-39  

37 耶和華阿、求你應允我、應允我、
使這民知道你耶和華是 神、又知道
是你叫這民的心回轉。 

38 於是耶和華降下火來、燒盡燔祭、
木柴、石頭、塵土、又燒乾溝裡的水 

39 眾民看見了、就俯伏在地、說、耶
和華是 神、耶和華是 神。 



五.神的引導 God’s Guidance 

撒下2 Samuel 5:19-20 
19 大衛求問耶和華說、我可以上去攻

打非利士人麼．袮將他們交在我手
裡麼．耶和華說、你可以上去、我
必將非利士人交在你手裡。 



五.神的引導 God’s Guidance 

撒下2 Samuel 5:20 

大衛來到巴力毗拉 
心、在那裡擊殺非
利士人、說、耶和
華在我面前沖破敵
人、如同水沖去一
般．因此稱那地方
為 巴力毗拉心。 



六.每週禱告範本 Weekly Prayer Samples 

基督徒豐收教會禱告城牆—禱告範

本 — 2018/6/11～6/17 

1.敬拜讚美  

 這世代要呼求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wc9xUOO0HU） 

以賽亞62：6-7 

（請以禱告的心，   

    慢讀此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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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wc9xUOO0HU


2.為自己禱告 

路加 10:27  
他回答說、『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
愛主你的 神．又要 愛鄰舍如同自己。』 

  

3.為家庭禱告 

詩篇  

90:1  主阿、袮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 

91:4 祂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

靠在祂的翅膀底下．祂的誠實、是

大小的盾牌。 



4.為周濤牧師禱告 

詩篇17：8  求袮保護我、如同保護眼 

 中的瞳人．將我隱藏在袮翅膀的蔭下 
5.為教會禱告 

為基督徒豐收教會從6/11開始的

『禱告城牆守望』禱告： 
求聖靈感動和激勵每位豐收家人在
＂同心合一，建造教會，熱愛耶穌，
為主發光＂的主題中， 



6.為城市國家禱告 

求神掌權在6/12加州參議院司法委員會
前的AB2943聽證會，主寶血遮蓋，不讓
仇敵的謊言進入七位司法委員心中，而
讓真理進入他們心中，取消此黑暗不道
德的法案或使之不得通過。神與當日在
加州政府機構裡外的抗議群眾和教會弟
兄姊妹同在，聖靈大大作工充滿在他們
的身上，在和平的氣芬中影響聽證會產
生正面的結果。 



6.為城市國家禱告 

求神掌權在6/12“川金會＂中，保護
Trump總統和團隊的安全，賜智慧
聰敏和堅定的心給總統，使此會面
成為北韓完全放棄核武器、南北韓
完全停戰、北韓釋放所有被關的基
督徒和歡迎基督信仰的一個歷史里
程碑。 



6.為城市國家禱告 
我們繼續為加州認罪悔改，求主憐憫
和拯救加州的百姓和政府，醫治和潔
淨加州這片土地，復興降臨，失喪靈
魂要得救，人心回轉，興起敬畏神合
神心意的州長和政府官員，聖經和禱
告回到學校中，公義的法案取代不公
義的法案，加州要成為神樂意居住的
居所。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加長版] 
為肢體的需要禱告（見週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