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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持续的祷告与神建立真实的关系 
透过持续的祷告与人建立真实的关系 

•找到2-3人固定每周一次 

•无论在线或实体都可以 

•使用当天的经文，祷读可直祷或话祷 

•不用太多聊天 直接就可以开始祷告 

a. 直接针对家人的需要代祷 

b. 宣告祝福:说鼓励、造就的话 



马太福音 18:19-20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
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
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
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
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
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
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争战(212) 军队(95) 兵(341) 
•申20:3 说：以色列人哪，你们当听，你们今日
将要与仇敌争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兢，
也不要因他们惊恐 

•撒上17:45 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
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
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
的神。 

•结37:10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
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 



属灵争战的生活 (以弗所6:10-24) 
• 争战的吩咐(6:10-13)  

• 要靠主大能大力：准备(6:10)  

• 要穿戴全副军装：装备(6:11)  

• 要对抗灵界恶魔：争战(6:12)  

• 要站稳运用军装：得胜(6:13)  

• 争战的军装(6:14-20) 真理束腰(6:14 上) 公义护心(6:14 下) 
穿平安鞋(6:15) 信德藤牌(6:16) 救恩头盔(6:17 上) 圣灵宝
剑(6:17 下) 祷告祈求(6:18~20)  

• 争战的讯息(6:21-24)  

• 沟通与安慰(6:21~22)  

• 祝福受信者(6:23~24) 



•第28目标:以政教分离原则为理由 取消学
校祷告（从1962年6月25日起便被禁止） 

•第40目标: 让人们失去对家庭制度的信任 
鼓励乱性 并使离婚容易实现 
 



•第17目标: 控制学校 使学校成为社会主
义理念的传动带 弱化教学 控制教师协会 

•第24 目标: 把所有管制猥亵污秽罪的法
律 称为 审查制度  称作对言论和新闻自
由的侵犯 从而达成废除这些法律的目的 



•第25目标: 通过在书籍 杂志 影视宣扬色
情 毁掉文化道德标准 

•第26目标: 把同性恋 堕落和乱性视作 正
常的 自然的 健康的 



•第20,21目标:控制广播 电视 影
视界的重要职务 

•第27目标: 渗透教会：以社会宗教
代替天启宗教 让人们丧失对圣经
的信念 





• 二战结束后的几年就有了一些同性恋权利运动的步伐。在
这段时间里，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发表了
《人类男性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一书，这是第一本以科学眼光研究性主题的著作。
金赛通过大量的研究发表了一个惊人论断：总人口中大约
有4%的人是绝对的同性恋者，直接向当时的观念提出了质
疑。在这本着作发表以前，同性恋通常不会成为讨论作的
主题，但是在它发表之后，同性恋话题开始出现在一些刊
物中，甚至是像《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生活
杂志》（Life Magazine）等中。 



嬉皮运动 
•嬉皮本来被用来描写西方国家1960年代和1970
年代反抗习俗和当时政治的年轻人。嬉皮这个
名称是通过《旧金山纪事报》的记者赫柏·凯
恩普及的。嬉皮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化运动，它
没有宣言或领导人物。嬉皮用公社式的和流浪
的生活方式来反应出他们对民族主义和越南战
争的反对，他们提倡非传统宗教，批评西方国
家中层阶级的价值观。 



1969年6月28日的石墙骚乱（Stonewall 
riots） 

•被认为是现代同性恋运动的出发点。
当时所有相关的秘密变化都达到了
转折点。同性恋者开始大规模的组
织起来要求合法的地位、社会认同
等权利。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5%A2%99%E9%AA%9A%E4%B9%B1


女同性恋（L） ∙ 男同性恋 （G）
双性恋 （B）∙ 跨性别（T） 

•LGBT权利运动组织来自于包括个人、以及
宗教与政治团体。在华语文世界，也用
「同志」一词来称呼。该词最初指涉同性
恋，后来有时候也会含括双性恋、跨性别
在内。 



•2013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宣判捍卫婚
姻法案第三章违宪。 

•2015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承认并使全
国同性婚姻合法化。 

•在文化方面，相似的变化正在进行。正面
和写实的同性恋者角色，在电视和电影上
开始增多，不少制作亦加入同性恋者的元
素，如李安的断背山。 





•创13:12 亞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得
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棚，
直到所多玛。 
 



•50-70 年 改变了美国! 

•我们能用多少年调整回来? 



我们脱离沼泽、进入巨人盘据的土地 



•法院曾用臭名昭著的“分离”原则来禁止
宗教活动——尤其是那些推崇基督教原则
的活动。遗憾的是，许多人相信宪法里有
所谓“政教分离”的话，而实际上，这句
根本就在宪法里找不到。 



•《独立宣言》的签署人托马斯·杰弗逊: 保
护宗教的自由表达，在教会和国家之间建立
一道墙壁，这墙壁维护的乃是宗教自由免受
联邦政府的破坏。政府不得建立国教，但政
府可以公开、无须顾虑地承认神的主权。 



•以西结书34:4 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
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
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
找，但用强暴严严地辖制。 



•许多著名基督教领袖纷纷附和主媒的立场，谴责 
1月6号在华府的示威游行是一场暴动，并说川普
应该为此负责。 

•半年来的黑命贵、安提法暴动你们不斥责、大选
舞弊不质疑、手无寸铁的退伍军人被射杀不哀悼，
倒跟一向来撒谎的主媒站在一起责备这些受到伤
害和欺负的普通美国人民？ 

•这些大牧者不觉得自己太亏欠上帝的托付吗？ 

•美国走到今天这些教会领袖要承担多少责任？ 



基督徒应该做出的反省： 

1.我们努力工作赚钱，把钱花在孩子的教
育上，任由左派将我们的孩子培养成我们
的仇敌。 

 
2.基督徒不谈政治，失去舆论地位  
 



•赛30:20 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
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
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 



•诗篇11:3 根基若毁坏，义人还能做
什么呢？ 

•我们受召是要让真理为更多人所知，
也要让真理更为明晰。我们必须为
根本性的问题而奋战 



•失了味的盐、斗底下的灯，还有什么益处
呢？政治的意思是管理众人之事。政治不
会拯救美国，但为了应对变化、荣神益人，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也就是说，参与到政
治进程中。 



属灵争战的生活 (以弗所6:10-6:24) 
• 争战的吩咐(6:10-13)  

• 要靠主大能大力：准备(6:10)  

• 要穿戴全副军装：装备(6:11)  

• 要对抗灵界恶魔：争战(6:12)  

• 要站稳运用军装：得胜(6:13)  

• 争战的军装(6:14-20) 真理束腰(6:14 上) 公义护心(6:14 下) 
穿平安鞋(6:15) 信德藤牌(6:16) 救恩头盔(6:17 上) 圣灵宝
剑(6:17 下) 祷告祈求(6:18~20)  

• 争战的讯息(6:21-24)  

• 沟通与安慰(6:21~22)  

• 祝福受信者(6:23~24) 



第三天教会兴起 
何西阿书六章1-3节 
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
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
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
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
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
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第三天教会Ekklesia兴
起，穿上全副军装在
PEY的十年用口宣告，
不住跨越、争战得胜、
进入命定，在新季节中
领受新的恩膏启示，因
为从2020-2026年底，
有灵魂收割的运动，要
听见桑树梢上的风声，
极速前进、打倒巨人， 



希伯来字母Pey/Fey对应数字80，
是5780～5789十年的属灵启示祝福
的根基字母 
 



摩西蒙召时刻已到，大衛在希伯仑登基时日
来到，神观看哪些国家能在逾越节「跨越」？ 



接下来该怎么做？ 

1. Freedom is not Free，接下来是抗争和
付代价的时候，自由需要大家来争取和维护 
2.关心政治、采取行动 
3.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4.做好受苦的准备 
5.自己培养下一代 
6.抓紧机会传福音(華人 美國人) 



透过持续的祷告与神建立真实的关系 
透过持续的祷告与人建立真实的关系 

•找到2-3人固定每周一次 

•无论在线或实体都可以 

•使用当天的经文，祷读可直祷或话祷 

•不用太多聊天 直接就可以开始祷告 

a. 直接针对家人的需要代祷 

b. 宣告祝福:说鼓励、造就的话 



从属灵麻木状态中苏醒 

•“哪里战火激烈，那里战士的忠诚就得到考
验。”（马丁·路德语） 

 

•这战争关乎我们国度的灵魂。选择在我们 
 坚守或倒下。 



•林后12:10 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
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
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
么时候就刚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