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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7 月 

祷告信笺 

亲爱的基督徒代祷勇士，我们不再相信巧合或“运气”或类似的想法，因为我们认真看待

上帝的供应。在过去 18 个月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前所未有的，不只是在事情发生的数量方

面，也是因为他们相继发生的事实。让我们一一列举： 

 2014 年：12 月内发生在三个空难 

 2014 年 12 月：吉兰丹州以及其他各州发生大水 

 特别是在 2015 年：油价崩溃，经济放缓，以及令吉滑跌到自 1997/8 以来的最低水

平。 

 倾向宗教保守主义的活动崛起，在 PAS 的 6 月 3-5 日选举时鼓吹诠释伊斯兰教教条

主义，这显然将推动该政党更坚决推行保守作风，如推行断肢法，使宗教自由面对

更多的限制。  

 巫统内部纷争加剧，使最高领导层很有可能出现分裂。巫统分裂和内讧可能造成国

家领导层越来越不一致及有可能至于瘫痪，这种情况对国家极其危险。  

 2015 年 6 月 5 日的地震和拉瑙地区持续的隆隆声。 

因此，这个月我们发出特别呼吁，祈祷我们加强 24/7 的努力。 

A. 关键代祷事件 

 

 

编号 事件 日期 重点 

1 Jill Ireland  

“Allah” 案件 

2/7/2015 在高庭新法官面前诉讼审理她是否

有权利在她宗教活动中使用

“ALLAH”字眼 

2 30 天斋戒月 6 月 18 日至 7 月

17 日，2015 

增加对穆斯林世界的祈祷和不断增

长的对他们的爱。 

3 京那巴鲁祷告聚会 7 月 10 日至 11

日，2015 年 

联合祷告聚会，由沙巴教会理事会

举办，为那些受拉瑙地震影响的居

民祷告。 

4 24/7 校园祈祷 7 月 24 日至 26 日 联合校园祈祷聚会，在巴生谷，古

晋，亚庇和全国各地举行，祈祷复

兴校园内青少年和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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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祷告事项 

1.沙巴地震 

a) 土著人民对基督教信仰的恢复 

紧随 2015 年 6 月 5 日第一次地震之后，我们看到初信的一些土著基督徒，开始回

到自己祖先的信仰。他们的信心已经动摇。他们童年的神秘信仰和故事突然活跃起

来。我们祈求加强和恢复他们对基督教的信仰。让他们的信仰重新调整到上帝面前。

让他们看到他们的帮助是从上帝来到。 

詩篇 121： 1-2 节 （上行之诗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 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

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山是神的许多创造之一，地震也是在神的控制之中。我

们的神是伟大的造物主。他住在他所创创造的世界。上帝仍然在控制和负责这个世

界！让上帝作为我们的上帝！ 

b) 恐惧和创伤的疗愈 

 

i. 土著群体尝试作出一些安抚山神的祭祀，社交媒体已经报导此事，以及相关活 

动的照片。这进一步加剧在这土地上尚未从最近发生的地震冲击和创伤中恢复

的人民的恐惧。 

ii. 除了这一点，古达山和拉瑙附近居民 - 地震的震央 – 正面临着疏散和处理物质损

失， 失去家园/财物，亲人和收入来源。他们还面临着日常问题，如淡水供应，

住房和基本日用需要短缺。 

iii. 这些问题都使这些失望的人在肉体上、情感上、精神上、经济上和精神上感到

疲惫。除此之外，他们还在惶恐于另一次可能的地震，进一步摧毁当前破坏不

堪的一切。 

iv. 当我们为这些需求祈祷，我们宣告诗篇 46：1，他们将坚守自己对上帝的信仰，

因祂是他们的避难所和力量，在患难中随时都可得到的帮助。 

 

c) 对准焦点 
 

i. 媒体是宣传裸体主义者的行为，而不是突出地震的影响的行为。真正的困境和

受影响者的需求没有给予适当的和全面的报道，而对当地登山向导的英雄作为

的表扬很快就被被对裸体主义者的指控和判词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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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理想的情况下，负责任的报道重点应放在英雄行为，睿智和快速的响应： -  

1. 在山上的登山向导 

2. 下班的向导回应需要登回山上帮助同僚 

3. 神山公园基地员工延长了他们的协助工作。 

iii. 我们祈求：众多新闻媒体在准确报导上所需要的智慧，政府在鉴定、致谢、及 

 奖赏有功的有关个人和团体。 

iv. 政府和非盈利机构能有果效的处理事后的救济努力，没有因官僚作风而来的迟

延，并叫救济金能够送到适当的人和地方。 

v. 再者，政府和相关权利单位能够尽速设立防范设施。 

 

d) 承当重建的工作 

i. 除了登山的工具、轨道、小径和山上的公共设施受到损怀，余震所带来的泥石

流也使好些房子受到损失，并使一些桥梁和建筑物的根基受损，道路无法通行。 

ii. 我们祈祷赈灾资源和经费得以快速的运到相关机构，没有不必要的拖延，又使

重建大计能够迅速的完成和得以执行。 

 

e) 沙巴和大马的教会能够听见神的信息 

i. 现在是我们的州和国家醒来的时候。神在唤醒全体教会，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

马来西亚在这季节正处在非常危险的关头。让我们团结一起： 

1. 捐助需要者。 

2. 服事需要者—关照他们的创伤、惧怕和灵性的需要。 

3. 需要是那么的大，教会需要派遣服侍团队出去。 

4. 同心祷告神的国度来临，并祂的旨意行在沙巴和马来西亚。祈求将会有众

多的人出席有沙巴基督教协进会举办的神山祷告大会（10-11/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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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砂拉越祷告 

a. 我们认为在上帝要在这国家中所要作的事情上，已把砂拉越教会设置在一个极关重

要的位子上。这个位置是给予在砂拉越的全体教会。阿摩司书 3:3:“二人若不同心, 

岂能同行?” 

b. 没有任何人可以带给砂拉越, 神所希望的那种团结, 除非祂自己这么做。不要只是口

头高喊团结,  而应该以实际的作为来体验这种团结。为此我们建议以团结为祷告的

重点如下: 

i. 神将强烈感动砂拉越教会主要领导人的心灵, 让他们站在一起, 丢弃任何迈向以上

目标的阻碍。 

ii. 祈求神指示祂要如何促成和长久维持这种团结运动之计划。求主除去一切拦阻。 

 
3. 吉兰丹重建水灾后危机 

a. 根据六月份国会的答询, 在 2014年 12月水灾后危机所应重建的 1824个灾户, 迄今

联邦政府仅重建了其中 33户。 

b.  继续为由非政府组织及政党自发性领导的 Gabungan Impian Kelantan, 他们正为搬

迁及重建整个受灾社区, 将他们移至高处居住而努力. 

c. 祷告捐献者将继续大力捐助这项大规模的重建计划.祷告联邦政府会拨出更多的资源

及经费,以迅速投入相关机构及地区, 以紧急完成工作, 而不考量受益者的政治归属。 

  

4. 祷告 MH370 能早日寻获 

a. 2015年 4月, 澳洲、马来西亚及中国同意加倍扩大捜索地区至 120,000 平方公里, 

倘无收获会将把捜索工作延长多一年。虽然如此, 因南半球冬季即将来临, 而目前

60,000平方公里的捜索行动也将要结束, 在一项报导中引述的澳洲官方消息表示, 

捜索行动将不会从现有的范围扩大, 除非有新的线索。联合机构协调中心(JACC)也

在新闻报导说不会在没有新的讯息下扩大捜索. 

b. 然而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中莱, 却保证对失踪 MH370的捜索范围将在南印度洋扩展

多 60,000 平方公里, 除否认有关捜索行动已经停止的报导, 也表示政府正如其承诺

的力求找到飞机。然而, 他补充说如果在扩大区域的捜索最终仍没结果, 那么捜索

行动即可能不再继续。 

c. 让我们继续祷告飞机将会被寻获, 以让受影响的家庭能获得安慰及忘却这段不幸的

经历.祷告马来西亚政府會尽心尽力去寻获飞机, 如同他们所允诺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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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每月祷告焦点 

   1. 教育 

      a. St Mary’s Labuk 学校，山打根十字架风波 

i. 回教徒教师与家长要求校方把高挂在新校舍的十字架移除。感谢神因联邦副教育部长，拿

督叶娟呈与山打根教育局的及时干涉，让此课题得到解决。基于教育部 1/2013 的信件，

说明教会学校的道德观与特点得以保留，十字架依然高挂。 

      b. 处理斋戒月期间的非回教徒学生的需要。 

i. 祈求回教徒老师不会对未禁食的非回教徒学生制定严厉强制性的条规，而是尊重学生信奉

信仰自由的权利。 

      c . 更多基督徒献身教育的行业。 

i. 统计数字显示基督徒参与教育行业有下跌的趋势，故此祈求更多年轻人响应神的呼召首选

这关键性的领域。 

ii. 祈求更多优秀的基督徒学生考虑献身当教师，以期影响年轻的下一代。 

      d.  一个明智有远见的教育政策。 

i. 因着教育水准与素质逐渐下降的趋势，特别为教育部负责决策的官员祷告，求神赐给他们

智慧，诚实与正直去落实明智的计划，并遴选优良的教师，有能力处理敏感的课题及成为

好管家。 

      e. 准许基督徒学生在校园内佩戴十字架。 

i. 特别祈求校方尊重来自东马在西马求学的学生权利，而不阻止他们佩戴十字架。 

      f. 被边缘化的社群 

i. 为政府不会忽略被边缘化的社群代求，这包括： 

            1. Orang Asli 社群：此社群多数没有接受九号的教育程度。 

            2. 非公民，尤其是移民者与难民，皆无法享有受教育的机会。 

            3. 男生辍学率很高，在高等学府的性别比例中显示，女生就学率比男生高。 

            4. 居住城市的贫困者。 

            5. 居住在东马郊区者。 

     g. 身为基督徒的父母应在家教协会里负起领导的角色 

i. 更多的基督徒父母在家教协会里扮演有影响力的角色以确保学生能接受正确价值观的教育。 

 

联合祷告秘书处发 

Chrisanne Chin 

Andy C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