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WR Korea 북방선교방송 

서울특별시 관악구 양녕로 15, 월드빌딩 6층 

전화 (02)886-5671 / 이메일 phkorea@twrk.or.kr 

 

 

<기도 후원자의 편지> 

 

저는 '소망의 여인들' 기도 달력을 이렇게 활용하고 있습니

다. 

저희 가정은 매달 첫 주에 가정예배를 드리는데, 그때 가

족 네 명이 돌아가면서 기도 달력의 기도제목을 1일부터 

31일까지 순서대로 번갈아가면서 읽으며 기도합니다.  

그리고 개인 기도 시간 중 매주 화요일에는 북방선교방송

을 위해 기도하는데, 이 때 매주 열흘씩 나눠서 기도제목을 

읽으며 기도하고 있습니다.  

직장에 다니고 있어서 매번 참석할 수는 없지만 시간 형편

이 허락되는 대로 매월 첫 주 금요일에 있는 '소망의 여인

들' 기도 모임에 참여하려고 노력합니다. 함께 모여 기도하

면 혼자서 할 때보다 더 힘이 나고 은혜로운 것 같아요.  

또 직장 신우회 동료들에게 기도 달력을 나눠주고 있습니

다. 동료들은 기도 달력을 보며 아직도 전 세계에 이렇게 

힘들게 살아가고 있는 여성들이 많다는 것이 믿겨지지 않

는다고 합니다. 상대적으로 우리는 대한민국에서 여성으로

서 살아감을 감사하게 됩니다.  

- 안인숙 사모 

 

 

 

 

 

 

후원안내 

국민은행 851-01-0003-724 북방선교방송 

최초 입금 후 사무실로 연락주시기 바랍니다. 

 

为中国的祷告 

1. 新冠疫情的危机成为中国教会重整福音信仰，恢复

纯正生命的机会，充分担负起广传福音的使命。 

2. 在疫情的诸多挑战中，中国教会的牧者的领导力不

枯竭，不衰弱。充分担当起带领众信徒在危机中活出属

耶稣的生命。 

3. 求主看顾保守在韩国的中国人礼拜，使弟兄姐妹不

要因为疫情而软弱退后，感动我们更好地读经祷告亲近

神。 

4. 求主保守恢复线下礼拜的中国人礼拜不要出现任何

问题，看顾每一个参加礼拜的人都蒙神的恩典，也感动

韩国教会对留学生多一些关心和帮助。 

 

 

 

 

 

 通过手机 TWR360程序  

可以听到广播 

Women of Hope 节目  的  每月祷告题目是用 100 个语言翻译  

为了祷告题目大概 65,000 个人一起祷告。 

2020年 11月 

经文祈祷请求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的祈祷期间，我们将有机会阅读21世纪

教会和信徒如何继续遭受迫害，被揭示的故事和统计数

据。 然后，我们就有机会为迫害者的救赎祈祷，以便他

们也可能知道等待耶稣跟随者的自由和永恒。 实际上，

我相信，耶稣向遭受迫害的我们正义的兄弟姐妹所应许的

祝福，是促使他们尽管遭受苦难仍能坚持不懈的原因。 

 



请代祷 ... 

1. 主啊，我们是你普世教会的一员，请帮助我们能够真正地谦卑

自己，为我们的罪悔改，并团结祷告，祈求你医治各国。（历代

志下 7：14） 

2. 父啊，由于乌克兰，唐巴斯的当政府不允许人们传福音，请为

那些在遭受逼迫，因信仰而被罚款和坐牢的信徒们带来盼望、平

安和公义。（马太福音 5：10-12） 

3. 我们为长期和家人分开并独自服役的军人代祷。愿他们呼求你，

得着你的救恩、平安和保守。（诗篇4：8） 

4. 主啊，我们为那些因为政治腐败而下到埃塞尔比亚牢里的人祷

告。愿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并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在他

们被释放之后能成为神的平安子民。（彼得后书1：4） 

5. 父啊，我们为那些在贝宁的年轻女孩和学生祷告，她们因为跟

随耶稣而受到家人和朋友的遗弃。请为他们带来可以帮助他们建

立信心的基督徒朋友。（哥林多后书13：11） 

6. 主啊，我们感谢你，有八百个被隔离在乌拉瓜伊监狱的妇女能

够透过《智慧的妇人》和其他的基督教广播节目听到你的福音。

（以赛亚书61：1） 

7. 主啊，我们祈求你兴起更多德国的信徒来支持环球电台的《智

慧的妇人》和其他的机构，来帮助那些孤单、有需要，被逼迫的

基督徒。（帖撒罗尼迦前书5：11） 

8. 主啊，求你赐给政府官员有极大的智慧，为要致力遏制新冠病

毒传播而采取释放牢中囚犯的途径。愿当地教会可以提供援助使

得这些囚犯能够重新融入社会。（歌罗西书1：9） 

9. 仁慈的上帝，我们请求你为孤独、沮丧和孤立的人，那些在养

老院无法与家人接触的人以及那些不能有访客的住院人士带来安

慰、平安和力量。（诗篇 10：17） 

10. 父啊，在南非的囚犯迫切渴望有人能为他们、他们的家人以

及他们日后重返社会代祷。请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去爱这些迷失、

孤单及受人唾弃的人。（诗篇25：16） 

11. 主啊，我们为在世界各地，因相信你而受到逼迫的子民祷告。

祈求你保守他们，并叫他们能深刻地感受到你的同在。（诗篇91） 

12. 父啊。请赐给在尼泊尔的基督徒们有洞察力和创造力，让他

们知道如何把福音和基督教电台节目带入监狱里。愿囚犯的心能

接受你的真理。（帖撒罗尼迦前书 2：13） 

13. 主啊，我们祈求你保守这些在克罗地亚过境并遭受逼迫的兄

弟姐妹。求你保守他们远离迫害者，并赐给他们能在其他欧洲国

家有个避风港，并能公开活出基督徒的生活。（诗篇 5：11） 

14. 神啊，我们为被孤立和孤单的年轻印度寡妇祈祷。请你赐给他

们智慧来抚养他们的孩子并供应他们的需要。（腓利比书 4：19） 

15. 父啊，我们祈求你为那些被囚禁在巴拉圭监狱里的人带来救

赎、治疗和复原。愿你的福音释放他们，叫他们能够宣告你的真

理。（以赛亚书 42：7） 

16. 主啊，请帮助在印度尼西亚改信基督的人，引领他们能够找

到可以支援他们，并帮助他们在信仰上成长的信徒家人。（腓利

比书 2：1-3） 

17. 父啊，我们祈求你赐下供应给这些在牢中分娩的妇女。他们

和婴儿们往往缺乏基本的食物和医疗保健。（诗篇146：7） 

18. 主啊，请赐给受到逼迫的阿拉伯基督徒有勇气、平安和喜乐，

叫他们在苦难中能够坚强站立。求你帮助弱势者得到帮助和支援。

请从敌人手中解救我们的兄弟姐妹，并使人知晓你的至高权能。

（罗马书 15：4-6） 

19. 主啊，我们为这些被拘留在朝鲜监狱的南韩宣教士祷告，求

主帮助他们在困境中保守信心并继续爱你。求主使他们能够快速

地得到释放，与家人团聚。（诗篇 142：7） 

20. 随着种族灭绝的指控被流传开来，我们祈求被关押在中国劳

改营的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祷告能被释放出来。主啊，请赐给

那些寻求你的人有机会在当地收听到他们自身语言的基督教广播

节目。（诗篇12：5） 

21. 主啊，我们为遭受莫须有的罪行而被判下牢的妇女祷告，祈

求她们能得到鼓励并有忍耐力。愿你的正义得胜，并使每个无辜

的人能重获自由。（箴言21：15） 

22. 主啊，祈求你让利比里亚政府能够为妇女们提供一个适合她

们的货物销售地点，并停止警察前来骚扰并没收她们的货物。

（诗篇 103：6） 

23. 主啊，我们赞扬你，信徒们不断来探访并服侍在阿尔巴尼亚

监狱的囚犯。求你赐给他们大智慧和恩宠与囚犯们分享你的真理。

（马太福音 25：36） 

24. 主啊，我们为那些孤立自己却没有寻求你或别人帮助的人祷

告。求你保守他们，防止他们有自杀、或残害性的行为和思想。

愿你的爱和恩典帮助他们突破错误的思想。（约翰福音8：32） 

25. 主啊，我们为那些受到家人逼迫的柬埔寨基督徒祷告。求你

增强他们的信心并帮助他们成为家族的亮光。（诗篇 119：86） 

26. 父啊，求你向丹麦的基督徒监狱工作人员赐下智慧和怜悯。

使他们能够把救恩和医治的好消息带给那些愿意谈论生命和信仰

的囚犯。（路加福音4：18） 

27. 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芬兰的信徒们在面对属世社会的诋毁

和嘲笑中，依然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请教导他们用爱和同理心

来对待非信徒。（罗马书 15：4） 

28. 主啊，我们为瑞典、加拿大和其他北方国家的老人家祷告，

在冬季里，他们被孤立了，并鲜少收到他人的探访或电话联系。

愿信徒们能够向他们伸出援手，个别关怀和爱他们。（约翰福音

13：34-35） 

29. 主啊，求你使罗马尼亚这些信主的妻子们能够活出纯洁和受人

尊敬的生活，好叫她们的丈夫能信服，甚至在没有言语的情况下，

能够转向基督并停止逼迫他们已信主的配偶。（彼得前书 3：1-2） 

30. 父啊，请你使用这个新冠疫情使各国看到他们对你的迫切需

要。愿人人都能明白，你是唯一对生与死有权柄的神； 你惩罚

罪， 但却为那些顺服你的人带来祝福和永生。（耶利米书 32：

1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