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以色列禱告
撒迦利亞 12:6-10
天父，我們懇求祢使猶大各族的人，如火盆在木柴中，又如火把在禾捆裡，他們必左右燒
滅四圍列國的民，耶路撒冷人，必仍住本處，就是耶路撒冷。YHVH 耶威，必先拯救猶
大的帳篷，使大衛家和耶路撒冷居民的榮耀可以向世人顯明。在這一天，YHVH，成為住
在耶路撒冷和整個以色列的人的盾牌，使他們當中最軟弱的人像大衛一樣，大衛家的人像
Elohim 一樣，像 YHVH 的使者走在他們前面。來吧，YHVH ELOHIM，摧毀所有攻擊以色
列的國家！來吧，YHVH，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澆灌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
們必仰望祢，就是他們所扎的，必為祢悲哀，如喪獨生子，又為我愁苦，如喪長子。
詩篇 83
Elohim 阿，求祢不要保持沉默，Elohim 阿，求祢不要閉口，也不要不作聲。看看祢的仇
敵喧嚷，恨祢的抬起頭來。他們同謀奸詐要害祢的子民，彼此商議要對付祢所愛的人。他
們說：來吧，讓我們消滅他們這民族，使以色列的名字不再被人記念。他們同心商議，彼
此結盟，要抵擋祢。這些穆斯林恐怖組織遍布中東地區。甚至俄羅斯和中國也加入了他
們，向羅得的後裔提供力量。
Elohim 阿，我們向祢呼求，求祢待他們如待米甸，如在基順河待西西拉和耶賓一樣。他
們在隱多珥滅亡，成了地上的糞土。求祢叫他們的首領，像俄立和西伊伯，叫他們的王
子，都像西巴和撒慕拿。他們說：讓我們佔有 YHVH 耶威的住處，作為自己的產業。我
的上帝阿，求祢叫他們像旋風的塵土，像風前的碎秸。火怎樣焚燒樹林，火燄怎樣燒著山
嶺。求祢也照樣用狂風追趕他們，用暴雨恐嚇他們。願祢使他們滿面羞恥，好叫他們尋求
祢 YHVH 的名。願他們永遠羞愧驚惶，願他們慚愧滅亡。使他們知道惟獨祢名為 YHVH
ELOHIM 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
詩篇 2:1-6
為什麼列國都在爭鬧？萬民為什麼謀算虛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一同商議，
要敵擋反對祢 YHVH 和祢的受膏者 Yeshua 彌賽亞，說：我們要掙開他們的捆綁，脫去他
們的繩索。 YHVH，祢坐在天上，祢嗤笑他們。那時，祢要在怒中責備他們，在烈怒中驚
嚇他們，說：“至於我，YHVH Elohim，我已將我的王 Yeshua 彌賽亞安置在錫安，我的
聖山上了。”
以西結書 35:2-4,15
人子阿，你要面向西珥山，發預言攻擊他，對他說：主 YHVH Elohim 如此說：西珥山哪
，我與你為敵，必向你伸手攻擊你，使你荒涼，令人驚駭。我必使你的城邑，變為荒場，
成為淒涼，你就知道我是 YHVH。"你怎樣因以色列家的地業荒涼而喜樂，我必照你所行

的待你，西珥山哪，你和以東（亞瑪力）全地必都荒涼，你們就知道我是 YHVH.”

反亞瑪力的禱告文

因你沒有聽從 YAHVEH 耶威的命令；他惱怒亞瑪力人，你沒有滅絕他們，所以今日
YHVH 耶威向你這樣行. 撒母耳記上 28:18
**早晚宣告這個禱告，白天只要你覺得有必要，就宣告多次。**
天上的父上帝(ABBA SHEBASHAMAYIM) 全能的創造主(MIGHTY ELOHIM) 萬軍之耶威
(YHVHTZVA’OT) 我們宣告你必世世代代和亞瑪力(AMALEK)爭戰，我們求你今天在我們
這一世代裡，要將亞瑪力的名號從天下全然塗抹！
HINENI!(我在這裡) YAHVEH 耶威對亞瑪力發動爭戰，因為牠非常邪惡的在我們生活中攻
擊我 們，並且趁著以色列疲乏困倦，偷偷攻擊落在後面軟弱的人，孩童，婦女和我們所
有人的軟弱 之處。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 ，我們是透過禱告、禁食和讚美以這些屬
靈武器，來發動你 對亞瑪力的戰爭。 YAHVEH 耶威你正在為這場戰鬥而戰，而我們奉
YESHUA 耶書華的名宣告 “YAHVEH 耶威興起！令你所有的敵人～亞瑪力和他們所有黨
羽和結盟的都必從七條路逃跑， 從我們、祢的新婦和以色列逃離四散！” YAHVEH 耶
威！我們求你今天就對亞瑪力發出你的烈 怒，而我們也對亞瑪力執行你的烈怒。我們奉
YESHUA 的名宣告：YAHVEH 耶威完全消滅並摧毀 亞瑪力在我們的生活，家庭，事務，
事工，會眾和所有以色列人中將要作的和所作的的一切！
我們宣告：我們將追逐也一定會超越你亞瑪力，把你從我們當中所擄去的一切都搶奪回
來！ 我 們手中有兩刃的利劍，就是上帝 YAHVEH 耶威以鐵鏈施加懲罰綑綁，並發出對你
亞瑪力和對你黨羽的審判及復仇。我們奉 YESHUA 耶書華的名宣告，YAHVEH 耶威為我
們恢復追回“所有因透過基督教替代神學墮落而成 為亞瑪力獵物的靈魂！” 我們恢復拿
回以色列所有因奧斯陸協議和“以土地換和平”協議所 失去的土地，因 YAHVEH 耶威和
以色列有一千代土地之約！ 我們收回了所有由於反閃(猶)族主義，反猶太教，通過基督教
十字軍，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納粹大屠殺 SHOA, BDS 和其他類似的對 猶太人的迫害而被
盜的財富！
我們追逐超越並恢復一切在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家庭，我們的事工 (命名你的事工)
UNIFY 和 KAD-ESH 事工所有被盜的領土。 我們在以色列和列國每一個永生 YAHVEH 耶
威的會眾中拆穿破 除你亞瑪力透過替代神學中欺騙的權勢! 我們連根拔除所有在我們的生
命，事工和整個彌賽亞 身體中的替代神學，亞瑪力的名號和替代神學將在天下間被塗抹
消失，並且我們要奉 YESHUA 耶 書華的名恢復所有在替代神學中被擄的信徒！

我們根除並摧毀亞瑪力在我們財務，健康，孩子和婚姻中的力量！我們在我們生活和事工
的每 一個領域中執行 YAHVEH 耶威對你亞瑪力的猛烈憤怒! 我們執行 YAHVEH 耶威的烈
怒，徹底消滅 所有由亞瑪力引起的疾病，如萊姆病、纖維肌痛、癌症、心臟病、血壓疾
病、糖尿病、癡呆 症、多發性硬化症、帕金森氏症、抑鬱症、躁鬱症、多動症、精神分
裂症（以及它們的所有衍生物），這些攻擊人類弱點的疾病 !
我們在整個以色列地 (和我的城市和國家) 執行 YAHVEH 耶威對你亞瑪力的烈怒，剷除加
沙、撒 瑪利亞、猶太和和以色列領土上從埃及尼羅河到伊拉克大幼發拉底河，再到地中
海的所有隱藏 和已暴露的恐怖分子和恐怖小組。
YAHVEH 耶威 ，你用風暴追逐亞瑪力及其所有黨羽，並當面羞辱他們，所有人都會知道
～ YAHVEH ELOHIM 耶威耶羅欣～是宇宙中至高者的聖名！ 我們在教會和我們國家（宣
布自己國家 的名字） 的政府中，以及在”為以色列站立的聯合國”代表的每一個國家
中，執行你對亞瑪力的猛烈憤怒，我們要奪回我們的政府和國家，使之成為綿羊國，成為
YESHUA 的敬拜者和以色列的熱愛者!
我們在聯合國執行你對亞瑪力的烈怒，我們以 YESHUA 大能的名抹去亞瑪力的名字和牠
在每一個 理事會和每一個反以色列或反猶太復國主義的官員中的所有黨羽。YAHVEH 耶
威，你執行你對 伊斯蘭教中的亞瑪力的暴怒，把伊斯蘭教的記憶從天底下連根拔起並抹
去，我們奉 YESHUA 大能 的名奪回所有被亞瑪力伊斯蘭教所俘虜被騙的靈魂。
YAHVEH 耶威啊！你對以色列和所有國家中所有迫害彌賽亞、使徒、先知性的猶太人和
嫁接的 外邦人，特別是來自其他基督徒或反對祢的末世復興運動的彌賽亞信徒- -包括試
圖摧毀作為彌 賽亞真正追隨者的彌賽亞猶太人的 YAD L’ACHIM 組織（兄弟之手）--執
行祢對亞瑪力的烈怒。我 們奉 YESHUA 的大名執行祢對亞瑪力和猶太教、基督教、伊斯
蘭教以及每一個宗教和宗教體系中 的每一個反彌賽亞的靈的猛烈憤怒!
我們在內蓋夫、別是巴、以拉他、以東山區、梅瓦塞特錫永(MEVASERET ZYON)、耶路
撒冷、赫 茲利亞 (HERZLYA)、拉那納 (RAANANA)、卡法爾薩巴 (KFAR SABA)、佛羅里
達州聖奧古斯丁（在此 說出你的城市）和以色列全境打破你的權勢亞瑪力，我們不留下
任何殘餘。奉 YESHUA 大能的 名，我們禱告、宣告、執行、連根拔起並追回你亞瑪力在
我們的生活、家庭、事工、財務、關 係、事務、會眾、國家和所有以色列人身上所偷的
一切，我們帶著豐盛的異象、供應、健康、 恩惠和成功，增進強大 YHVH 耶威的國度！
奉 YESHUA HAMASHIACH(哈瑪西亞)大能的名禱告！
如果你想看看這個禱告的經文基礎，請參見創世記 36：12,16，出埃及記 17：8-16，民數
記 13：29,24：20，申命記 25：17-20，約書亞記 1：4，士師記 3:13; 5：14,1 撒母耳記上
15：2- 20; 28：18，撒母耳記上 30 章，詩篇 83：7，詩篇 105：8-11，詩篇 149:5-9，馬太福
音 18:18- 20 ，路加福音 10:19 ，以弗所書 6:10-18

更多為以色列祈禱的經文：
以賽亞書41:12-16
以色列，聽祢 Elohim 的話，祂對你說：”
“與你爭競的，你要找他們也找不著，與你爭戰的，必如無有，成為虛無。因為我YHVH
你的上帝，必攙扶你的右手，對你說：不要害怕，我必幫助你。不要害怕，小以色列啊！
我必幫助你，你的救贖主，就是以色列的聖者YHVH說的。
以賽亞書49:1-3
眾海島阿，當聽我言，遠方的眾民哪，留心而聽，自我出胎，YHVH就選召我，自出母腹
，祂就提我的名。祂使我的口如快刀，將我藏在祂手蔭之下，又使我成為磨亮的箭，將我
藏在祂箭袋之中。對我說：你是我的僕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榮耀。天上的父，我們現在
向祢呼求，請祢在祢的僕人以色列身上彰顯祢的榮耀，讓全世界都看到祢的榮耀降臨在她
身上。
耶利米書12:14-17
YHVH ELOHIM，在祢的話語中說， "至於所有奪取我給我人民以色列的產業的惡鄰，我
要把他們從他們的土地上連根拔起，我也要把猶大家從他們中間連根拔起。但在我將他們
連根拔起之後，我又要憐憫他們，使他們各人回到自己的產業和自己的國家。" 現在是時
候了，YHVH 求祢帶祢的子民回到自己的國家，回到祢為他們所預備的產業。願他們好好
學習祢的方式，妥拉，這樣他們就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起來，安全無虞。 "但若有國家
不聽，我必將它連根拔起，徹底毀滅，"這是 YHVH ELOHIM 說的。
以賽亞書54:14-17
YHVH，我們向祢呼求，請祢在公義中建立以色列，使她遠離欺壓，人民不至害怕。我們
宣告：以色列，必遠離驚嚇，驚嚇必不臨近你，即獲有人聚集，卻不由於我，凡聚集攻擊
你的，都會向你投降。以色列啊，聽 YHVH 的話：
"打造合用器械的鐵匠，是我所造，殘害人行毀滅的，也是我所造。凡為攻擊你造成的器
械，必不利用，凡在審判時興起用舌攻擊你的，祢必定他為有罪，這是 Yeshua 僕人的產
業，他們從我這裡得到的證明，" 這是 YHVH ELOHIM 說的。
詩篇121:1-4
天上的父，當祢的子民以色列四處尋找，想知道誰會在他們的患難中幫助他們時，願他們
只仰望祢，天地的創造主。祢不會讓他們的腳搖動。祢從不會將祢的眼目從他們身上移
開。祢是以色列的守護者，不打盹也不睡覺。
以賽亞書40:1-2 以賽亞書49:13

我們向祢呼求，請祢安慰祢的子民，YHVH ELOHIM。請將祢豐富的祝福和恩惠帶給所有
的彌賽亞團體，以及所有那些帶給祢子民安慰、幫助和愛他們的敬虔組織，供應他們所需
要的一切，將祢的慈愛帶給祢的猶太民。讓那些失去親人和朋友的人，以及所有悲傷的
人，還有那些已經離開以往生活的人，使他們得到極大的力量和安慰。請差派最大的安慰
者聖靈 Ruach Ha Chodesh 來安慰所有悲傷的人。 YHVH ELOHIM，祢的話語告訴我們：
"諸天哪，應當歡呼，大地阿，應當快樂，眾山哪，應當發聲歌唱，因為YHVH已經安慰
祂的百姓，也要憐恤祂困苦之民。 " YHVH 啊，我們感謝祢，因為祢極其關心祢的子民，
並不斷地安慰那些仍在苦難中的人。
詩篇33:20-22
天上的父，我們祈禱以色列會渴望認識 Yeshua 彌賽亞，他們會轉向祢尋求幫助，發現他
們可以倚靠祢的聖名。 YHVH，讓他們看到祢對他們的憐憫，祢的拯救，祢在他們政府的
決定中的神聖智慧，以及祢保護幫助他們對抗敵人。當他們看到祢真實的供應和保護時，
願這能使他們將所有的盼望放在祢身上。願他們看到祢對他們的信實，並全心全意地信靠
祢。
詩篇 20:7; 耶利米書 20:13
天父，讓祢的子民在靈的深處知道，只有祢能使祢的受膏者得勝，祢從天上回應他們的呼
求，祢的右手帶來的不僅僅是得勝，而且是極大的勝利。YHVH，從惡人的手中拯救祢的
猶太子民。我們現在呼求祢速速來到，將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從敵人的手中解救出來，不要
遲延，YHVH ELOHIM，垂聽祢子民的禱告，趕散他們的敵人，迷惑敵人的陣營，斷絕敵
人的財源，讓他們的電腦崩潰。從他們那裡扣留他們引爆核武器裝置所需的程式配方。讓
任何針對以色列的武器出現故障，誤射，在起飛前爆炸，並錯過目標。在這患難的日子裡
保守祢的子民。
天上的父，我們呼求祢的大憐憫，拯救以色列的敵人，就是那些在祢面前願意奉 Yeshua
彌賽亞的名向祢呼求赦免，願意悔改的以色列的敵人。
詩篇102:13, 16-17
YHVH，祢所定的時間已經到了。現在是祢起來憐憫錫安的時候了。現在是祢憐憫她的
時候了。現在是時候了，YHVH ELOHIM，當列國看到祢垂聽虛心之人的呼求，他們要
開始敬畏祢的名。祢聽到了祢子民升到祢寶座前的呼求，祢即將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山建立
祢永恆的寶座，彰顯祢的榮耀吧，YHVH。
以賽亞書 46:13

以色列家啊，我們宣告，你的 Elohim 對你說：
"我使我的公義臨近，必不遠離，我的救恩必不遲延，我要將我的救恩，Yeshua 彌賽亞，
安置在錫安，為以色列我的榮耀。" 以色列，聽 YHVH 的話語，你的救恩臨近。你的彌賽
亞 Yeshua 就快要顯現，準備好迎接祂吧!
以賽亞書41:8-13
我們的先祖--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父對你說：
“你是我從地極所領來的，從地角所召來的，且對你說：你是我的僕人，我揀選你並不
棄絕你。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堅固你，我
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凡向你發怒的，必都抱愧蒙羞，與你相爭的，必
如無有，並要滅亡。與你爭競的，你要找他們也找不著，與你爭戰的，必如無有，成為虛
無。因為我YHVH你的上帝，必攙扶你的右手，對你說：不要害怕，我必幫助你，你的救
贖主是以色列的聖者。" 以色列家啊，請緊緊抓住 YHVH 的應許；祂將速速地應允你，所
以要剛強，要勇敢。
詩篇97:1-7
以色列啊，請再次聆聽YHVH的話語："YHVH是王，讓大地歡呼，讓眾多的海岸和島嶼歡
呼。雲彩和濃密的黑暗圍繞著祂；公義和正義是祂寶座的根基。火在祂前面，燒著祂四面
的敵人。祂的閃電照亮世界；大地看到就顫抖。山在YHVH面前像蠟一樣融化。諸天宣告
祂的公義，萬民看見祂的榮光。凡敬拜偶像的，必蒙羞辱，那些以無用的偶像為誇口的。
你們一切的神，都要向祂下拜。錫安聽了YHVH的話，就喜樂；猶大的女兒因祢的掌權而
歡喜。因為祢，YHVH ELOHIM，高過全地以上，祢高過眾神之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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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爸，請為因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而失去身份的阿努西姆(Anusim)和西法德(西班牙裔)猶太
人大大打開回歸以色列的門。讓他們按照祢的應許繼承以色列內蓋夫沙漠的城市。讓這扇
門打開，而不需要強行轉為東正教的信仰，奉 Yeshua 的名，這扇門的開啟以光的速度完
成!
以西結書36:24-28
YHVH，祢必從各國帶回祢以色列的子民，祢必用清水洗淨我們，除去我們一切的污穢和
一切的偶像。祢取出我們的石心，賜給我們肉心。祢將以 "聖靈"（Ruach HaChodesh）充
滿我們，使我們順從祢的律例，謹守遵行祢的典章；那時，就在那時，我們要作祢的子民
，祢要作我們的 YHV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