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父啊，求你保守并带领那些需要乘船到格
陵兰的偏远村庄做圣经教导的信徒们。愿福
音转化家庭，并为当地人们带来盼望、喜乐
和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哥林多后书5：17）
26. 父啊, 求你坚固中国的妇女们和她们家庭
的属灵生命. 愿他们在做决定时, 会寻求你的
话语和圣灵的带领, 使你成为他们生命的中心
焦点.（彼得后书1:3）
27. 我们为加拿大的家庭祷告, 因为新冠疫情
的封城, 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增多而引发了冲
突. 父啊, 请你为这些婚姻和家庭带来和解.

为中国的祷告
1. 为中国教会、在疫情的环境中更加成为以福音
为中心的教会，得到全面更新的有力的事奉机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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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祷告；求主给教会的牧者们加添足够的智慧，信心
和力量，谦卑摆上自己而祷告！
2. 为中国教会的信徒，在没有经理过的现实的挑
战中更加得到身心灵的锻炼，天天跟随耶稣，作扎
实的门徒，奋得万民而祷告！

（以弗所书4:31-32）
28. 我们为家中有特需孩童的家庭祷告. 有些
时候孩子的需要超越了护理人员所能承担的.
主啊，求你赐给他们支援并每天向他们保证
你是与他们同在的.（出埃及记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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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父啊, 愿我们的家是一个充满爱的安全之
所. 请帮助那些应对压力或失业的信徒们把负
担带到你这里来, 并转向你, 知道你是他们的

婚姻、家庭、单亲家长

供应者而不会与家庭成员产生冲突或伤害.

후원안내

（马太福音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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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上帝亲自建立的社区。 它也是最基本、最

최초 입금 후 사무실로 연락주시기 바랍니다.

重要的社区。 你可以通过你的父母体验上帝的

30. 上帝啊, 我们将那些悲痛的家庭带到你面
前. 请帮助他们度过这个失去至爱的季节. 求

爱。 你可以通过你的孩子想象上帝的爱, 配偶被

你用你永恒的爱和信实来安慰他们, 并赐给他

给予帮助并彼此鼓励。 让我们通过活出正确的信

们力量来寻找你.（哥林多后书1:3-4）

仰来建立一个讨上帝喜悦的家庭。 “至于我和我

31. 主啊, 你是孤儿们的阿爸父. 愿你的爱和
同在, 充满这些单亲家庭的孩子们的心思意
念,并为他们提供所有的需要。（诗篇68:5）

家，我们要事奉耶和华”（约书亚记 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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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代祷 ...
1. 亲爱的主，必要的线上教育带给全球的孩子
和父母极大的影响。请赐给每个家庭恩典、耐心
和支援来成功教育孩子并和孩子们维持牢固的关
系。（哥林多后书12：9）
2. 父啊，我们为被丈夫遗弃的罗马尼亚妈妈们

9. 上帝啊, 我们赞美你, 因为在这个疫情间,

17. 主啊, 随着日本单亲父母数目的攀升, 我们

《智慧的妇人》节目为葡萄牙的家庭带来盼望和

求你帮助并供应许多活在贫困中的妈妈们，她们

力量. 请你使用这些节目在他们的生命里带来和

的孩子也因贫穷而无法上学. （林后9:8）

解和平安.（马可福音10:6-9）

18. 上帝啊, 愿在西班牙的家庭和夫妻能透过你

10. 父啊, 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埃塞俄比亚的

而使他们破裂的关系得着医治. 请你为他们带来

团队正在教导当地妇女和男士们, 他们是按神的

和解, 合一还有平安, 并教导他们如何互相原谅.

祷告。请赐给他们智慧，对你的盼望，有耐心来

形象所造的. 这个身份因罪而受损, 但透过耶稣

（约翰一书4:16）

养育他们的孩子，有经济资源和基督群体的支持。

基督的救赎而得以复原了.（创世记1:27）

19. 主啊，我们祈求波兰语《You Are Precious》

11. 主啊，我们为因不忠而分居的南非夫妻们祷

的成功发行, 它探讨了婚姻、家庭和单亲家长的

告，求你赐给他们有虔诚的悔改、生命的改变、

一些常见问题.（箴言16:3）

彼此原谅并能得着和解.（以弗所书5:33）

20. 父啊，请你帮助印度的丈夫和妻子们得坚固，

12. 父啊，我们为早婚早育、又没有父母在身边

能对你和彼此忠心。请赐下恩典使他们能对彼此

为他们提供建议的南韩妇女祷告，愿《智慧的妇

谦卑、温柔和有耐心。因你的爱，他们能够合一。

人》广播能成为他们获得由神而来的智慧和知识

（诗篇133：1）

的泉源。（诗篇32：8）

21. 父啊，请帮助那些与夫家人难以相处的菲力

13. 主啊, 请你帮助博纳尔的单亲妈妈们把照料

宾太太们，我们祈求在这些关系中能有平安、融

自己的身, 心, 灵做为她们的优先, 这样, 他们就

洽和互相理解。（彼得前书5：6）

能够照顾别人并能够支持孩子们在情感上的需要.

22. 上帝啊, 我们为努力养家的单亲妈妈们祷告.

（诗篇57:1）
3. 主啊, 请你保守年轻的柬埔寨妇女, 使她们不
会被恶人带往国外, 如中国或马来西亚, 被强迫
嫁给违背自己意愿的男士.(帖后3:3）。
4. 在克罗地亚有许多家暴的受害者在疫情阻断
期间受到施暴者的威胁，她们的情况险峻. 主啊,
请你保守她们, 将她们带到又安全又可以帮助
她们复原的避难所.（以赛亚书41:10-12）
5. 愿坦桑尼亚的家庭在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和祷
告时, 他们的灵命能得到坚固. 愿父母亲和孩子
能够互相尊重, 彼此相爱和赞赏. (罗马书10:17）
6. 上帝啊, 我们求你帮助越南的多代家庭能够彼
此理解,和睦相处. (诗篇112:2）
7. 父啊, 我们祈求你医治许多住在北高加索的不
孕妇女. 在这里, 不孕症造成许多夫妻之间的冲

（以赛亚书40:31）

在这个疫情中，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失业了并感

14. 父啊, 我们为在乌拉圭那些全家信主的家庭

到焦虑, 忧郁, 饥饿, 她们甚至是无家可归的.

祷告. 愿他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而信心得以坚固,

（马太福音6:26）

也能领会你的爱和赦免.（诗篇119:105）

23. 主啊, 请你帮助中欧的妈妈们能够在家庭生

15. 上帝啊, 愿利比里亚的夫妇们愿意寻求你在

活中设下正确的优先，使他们能做出好的选择.

他们的婚姻中能有更新生命的气息. 求你向他们

愿他们来寻求你, 知道如何平衡事业和孩子的养

8. 在这个疫情期间, 印尼穆斯林夫妇的离婚率增

显示该如何珍惜彼此并与你合一.（彼前4:8）

育.（以赛亚书30:21）

高了, 许多带着孩子的单亲父母想方设法地寻找

16. 父啊, 求你帮助芬兰的夫妇能珍惜并了解婚

24. 主啊，我们为丹麦的跨种族婚姻祷告. 他们

姻关系就犹如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 其基础是爱,

面对特别的挑战包括了: 缺乏家人的接纳和他们

突.（彼得前书3:7）

工作. 祈求你供应这些家庭的需要, 使他们不会
因为经济的原因而强迫他 们年幼的女儿出嫁 .
（马太福音18:10）

赦免和怜悯, 认识你就是这段婚姻和家庭的最
佳基础.（以弗所书5:21-23）

自身文化背景所带来的矛盾.（腓力比书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