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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turn 回轉」全球悔改禱告聚集、 
以及為國家行走禱告會。9/26/2020 
 
你們要在錫安吹號角， 分定禁食的日子分別為聖， 
宣告嚴肅會。約珥書2:15 
 

為了同一個目的,希望為美國與全球各國，都能在
上帝面前回轉、來悔改，重新回到上帝的心意中。 
 



耶和華的殿中斷絕素祭和澆酒祭， 
事奉耶和華的祭司都悲哀。 田荒涼，地悲哀； 
因為五穀毀壞，新酒枯竭， 
新的油也缺乏。… 田間的莊稼全都毀了。 田野一切
的樹木都枯乾； 
眾人的喜樂盡都消逝。 祭司啊，當束上麻布痛哭； 
事奉祭壇的啊，要哀號； 
事奉我上帝的啊，你們要來，披上麻布過夜， 
因為在你們上帝的殿中不再有素祭和澆酒祭了。 你們
要使禁食的日子分別為聖， 
宣告嚴肅會，(約珥1 章) 



耶和華說：雖然如此，你們應當禁食、哭泣、悲哀， 
一心歸向我。 你們要撕裂心腸，不撕裂衣服。 
歸向耶和華－你們的上帝；因為他有恩典，有憐憫， 
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 
Therefore also now, saith the LORD, turn ye even to me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fasting, and with weeping, and with 

mourning:  And rend your heart, and not your garments, and 

turn unto the LORD your God: for he is gracious and 

merciful, slow to anger, and of great kindness, and 

repenteth him of the evil. (約珥2:12,13) 



1.「悔改」 

2.原文是 Μετανοεῖτε  Metanoia ---to change 

one's mind 

3.Meta 改變 + Noia 心思,  

「悔改」這字在希臘文裏的意思，乃是心思的轉變。
是由「轉變」和「心」兩個字所組成的，它的意思
是指「一個人心意的改變」，思想,心態一百八十度
的轉變。 
「知罪」而「悔罪」意志改變離開罪惡, 最重要是重

在回轉過來向著神。Return to God !! 



一. 一個國家悔改的重要性 
 

你要謹慎，免得忘記耶和華－你的上帝，不守他的誡
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
得飽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
金銀增添，並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氣傲，忘
記耶和華－你的上帝，就是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
出來的，(申 8:11-14) 
 

你若忘記耶和華－你的神，隨從別神，事奉敬拜，你
們必定滅亡；這是我今日警戒你們的。申 8:19  
 
 



Anne Graham Lotz Confesses 12 'National Sins'  

of America at National Day of Prayer Observance 

 

 



1. Ingratitude,不感恩   2. Neglect of Bible Reading,忽視讀聖經 

3. Unbelief,  不信                     4. Prayerlessness,不禱告 

5. Pride,  驕傲                          6. Envy,   嫉妒 

7. Critical Spirit,批判的靈        8. Slander,  誹謗 

9. Lying,  說謊                         10.  Hypocrisy,   虛偽 

11.Bad Temper,  脾氣暴躁      12. Arrogance ,  自大 



裝滿了各樣不義有(古卷加「淫亂」。)、邪惡、
貪婪、惡毒，滿心是嫉妒、兇殺、紛爭、詭詐、
毒恨，又是毀謗的、(羅Romans 1:29) 
29 being filled with all unrighteousness, wickedness, 

greed, evil; full of envy, murder, strife, deceit, 

malice; they are goss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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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1年9/11時神把保護美國的手拿開,  



噯！難道我們從上帝手裏得福，不也受禍嗎？ 
(約伯2:10) 

                 White House, buildings across the country light up in  

                 rainbow colors to celebrate gay rights- 2015  

晚期流產 --- Late Term abortion  

 



2015年8/8 日在紐約帝國大廈,燈光打出印度黑暗死

神Kali   吐出長長的舌頭. 



IN 2015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PROJECTED HINDU 

‘GODDESS OF DEATH’ KALI.  IN 2020 IT’S FLASHING A 

RED DISTRESS SIGNAL FROM CORONAVIRUS FATALITIES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

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

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代下7:14) 

• 悔改的四部曲: 

1.自卑- 

2.禱告-這是自我的審查, 在禱告中人會經驗聖靈光 

    照, 看見自己的罪. 

3.尋求神的面 

4.轉離他們的惡行 

 



悔改的果效: 
 

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只有悔改能帶下真實的復興*** 
 
「復興的深度將直接決定於悔改的深度。」 
 法蘭克．巴托曼牧師(Frank Bartleman) 
 



二. 個人的悔改 
 
 

1.基督徒的悔改- 
 

遮掩自己罪過的，必不亨通；承認離棄罪過的，必

蒙憐恤。箴28:13 
He who conceals his transgressions will not prosper, 

But he who confesses and forsakes them will find 

compassion. 



我住在至高至聖的所在，也與心靈痛悔謙卑的人同

居；要使謙卑人的靈甦醒，也使痛悔人的心甦醒。

我必不永遠相爭，也不長久發怒，恐怕我所造的人

與靈性都必發昏。(以賽亞書Isaiah 57:15-16) 
“I live in a high and holy place, but also with the one who is 

contrite and lowly in spirit, to revive the spirit of the lowly and to 

revive the heart of the contrite.16 I will not accuse them forever, 

nor will I always be angry, for then they would faint away 

because of me — the very people I have created. 

 



a.由悔改入門, 進入救贖的旅程 — 
 

悔改不單是一次的經歷, 乃是一個進行式。 

救贖是一個過程, 一條道路, 一條旅程 。 
  

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裏

了。我們若認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實的，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我們若

說自己沒有犯過罪，便是以上帝為說謊的，他的道

也不在我們心裏了。(約壹1:8-10) 

 



大衛與拔示巴同室以後,先知拿單來見他; 

他作詩篇51篇 
 

1).謙卑的以悔罪祈禱開始,  

2). 知罪、認罪;他認為他犯罪是得罪了神。 

3).我向你犯罪,惟獨得罪了你; V.4 

4).繼之他懇求神憐憫、潔淨--V.7 

5). 不要丟棄我，使我離開你的面；不要從我收回你

的聖靈。 

6). 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 

 



b. 神的恩慈是領我們悔改  
還是你藐視他豐富的恩慈、寬容、忍耐，不曉得他的

恩慈是領你悔改呢？(羅2:4) 
 Or do you think lightly of the riches of His kindness 

and tolerance and patience, not knowing that the kindness 

of God leads you to repentance? 

相離還遠,他父親看見,就動了慈心,跑去擁抱着他,連連
親他。his father. But while he was still a long way off, his 

father saw him and felt compassion for him, and ran 

and embraced him and kissed him.(Luke 15:20) 



c. 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   
 
撒該站著對主說：「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
我若訛詐了誰，就還他四倍。」(Luke 路加19:8) 
8 Zaccheus stopped and said to the Lord, “Behold, Lord, 

half of my possessions I will give to the poor, and if I 

have defrauded anyone of anything, I will give back four 

times as much.” 



2. 尚不認識主的人 — 
 

耶穌來到加利利,宣傳神的福音,說,‘日期滿了，神

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可1:14,15) 

所以，你們當悔改歸正，使你們的罪得以塗去， 

(徒3:19)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羅3:23)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

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5:8) 



 世人蒙昧無知的時候，上帝並不追究，，如今卻吩咐

各處的人都要悔改。 

 And the times of this ignorance God winked at; but now 

commandeth all men every where to repent: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祂是躭延，其實

不是躭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

人人都悔改。」（2 Peter 彼後3：9） 
9 The Lord is not slow about His promise, as some count 

slowness, but is patient toward you, not wishing for any to 

perish but for all to come to repentance. 



親愛的天父, 
感謝祢賜下獨生愛子耶穌基督,為我釘死在十字架上 
又為我復活, 
我承認我過去在思想、行為、言語上得罪神 
求神光照我的罪,我願意悔改並相信因耶穌所流的寶
血能夠洗淨赦免我生命中的一切罪。 
現在我打開我的心門,接受耶穌成為我的救主和生命
的主,求主憐憫我 醫治我,賜下平安、喜樂、和新的生
命。 
我願意一生跟隨主,讓父神引導我前面的道路 
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