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02-2017 星期三 

  

（1） 問安 

  

耶穌基督在眾教會大家庭的每一位，我在基督裡問候你們 平安！ 

  

奉主耶穌的名開始今天的禱告！用自己的言語 向神發出的問安！（3 分鐘）！ 

  

今天我們要宣告：主啊，祢的寶座設立在新西蘭，新西蘭的結局在於祢！新西蘭的得

勝在乎於祢！我們要唱新歌，帶著信心、帶著力、帶著盼望！ 

  

請禱告 至 8:03 

 

 

（2）詩歌敬拜 

  

主，祢的國是永遠的國，一切的紛擾與叫囂終要過去，草木禾稭的工程都要廢去，唯

有祢與祢守約的百姓永遠堅立！讚美主！祢在新西蘭已經作王掌權！ 

  

詩歌：讓我們來登耶和華的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kRc59QPFRE 

  

讓我們來登 讓我們來登 

讓我們來登 耶和華的山 

  

哪裡有主就有自由  



哪裡有主就有喜樂 

祂要教導祂的話語 指示祂的路 

哪裡有主就有能力  

哪裡有主就有慈愛 

這些祝福都是你的 你只需要來 

  

詩歌敬拜  至 8:10 

 

 

（3）詩歌敬拜 

  

祢是愛，祢是能力，祢是生命，無人能像祢！祢的靈運行在水面上、在大地之上、在

我們生命中，使萬物在祢愛中滋長發旺，反映祢無限榮美！ 

  

詩歌：大衛之舞 David Danc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5WRNQVgAoo 

  

當聖靈在我的心， 

我要歌頌主/拍拍手/來跳舞/讚美主， 

像當年的大衛王， 

當聖靈在我的心， 

我要歌頌主/拍拍手/來跳舞/讚美主， 

像當年的大衛王。 

我要唱，我要唱， 

像當年的大衛王， 

我要唱，我要唱， 



像當年的大衛王。 

  

請詩歌敬拜  至 8:20 

 

 

（4）讚美神這是全新的一天 

  

1. 讚美主賜給新西蘭佳美的地界 

  

創 1:9-10 神說：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處，使旱地露出來。事就這樣成了。神稱旱地為地，

稱水的聚處為海。神看著是好的。 

  

榮耀的大君王，祢造設新西蘭，祢為新西蘭劃定的地界何等美好！我們看到祢手指頭

所擘畫的天地萬物，看到每天運行不悖的日出日落，看到祢所降的春雨秋雨使萬物生

長於大地。主啊，祢的創造何其美善，祢對新西蘭所發的慈愛何等信實！ 

  

2. 讚美主賜給新西蘭豐厚的恩賜和奇妙的命定 

  

創 1:11-13 神說：地要發生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並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果子都

包著核。事就這樣成了。於是地發生了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各從其類；並結果子的

樹木，各從其類；果子都包著核。神看著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主，謝謝祢親自成為新西蘭的父親，祢生養、護庇新西蘭；祢賜給新西蘭異象和完成

異象需要的恩賜；祢指引新西蘭的道路，祢是我們至高的獎賞！ 謝謝祢賜給新西蘭美

麗的環境與豐盛的自然資源，視新西蘭為祢眼中的珍寶；祢把我們安置國家，呼召我

們分別出來為祢的國。是的！新西蘭是為神國度而生，為的就是完成我父透過新西蘭

祝福以色列與列國的旨意！ 

  

請播放詩歌：新的異象 新的方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FJT8hCvqiw 

  

請禱告 10 分鐘 至 8:30 

 

 

（5）獻上燔祭與頭生的新年新志—定睛命定 

  

腓 3:14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1. 定睛命定  仰望耶穌 存心忍耐 

  

傳 7:8 事情的終局強如事情的起頭；存心忍耐的，勝過居心驕傲的。 

  

來 12:1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

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主啊，我在受人言語或態度冒犯時、在意見不被認同時、在自己被誤解時、在對自己

的表現不滿意時…..我很難心如止水。主啊，赦免我這彼得每天看著四圍的風浪，掉入

水中，甚至內心的風暴超過外在。 

  

求祢赦免我，祢聖靈引領我，再次把我拉出水面，使我學習在祭壇這裡單單仰望祢的

榮面。 

  

2. 定睛命定 專注耶穌 持定信心 

  

來 4:14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兒子耶穌，便當持定所

承認的道。 



  

來 12:2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

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主啊，祢是可以經歷的神，祢的膀臂未曾縮短。我的理性都知道，但每逢看到大山一

樣的阻攔時，我總是尋求人的方法，因為我心並不真的相信”只憑著禱告就可以讓高

牆倒下”。 

  

求祢赦免我的小信、不信；求祢賜給我凡事求告祢的信心！ 

  

3. 定睛命定 更新皮袋 完成委任 

  

主啊，祢從遠處知道我的心思，祢從深處知道我的意念。祢明白我肺腑每一絲氣息，

深知我的感受。我成了陳舊的皮袋，忘記起初的愛，讀經祭壇不再有熱情，成為儀文，

沒有生命。求祢赦免我以昨日的服事，昨天的香膏擺在祢腳前。 

  

求祢聖靈潔淨我，幫助我除去祭壇的灰，更新我的敬拜。 

  

請播放詩歌：奔跑不放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C6bCBSgNtQ 

  

請禱告 10 分鐘至 8:40 

 

（6）祭司同心站立 獻祭為國家禱告 

  

新年新異象 ---新西蘭的命定 

  



1.認同新西蘭被造被愛被揀選 

  

詩 139:14 我要稱謝祢，因我受造，奇妙可畏；祢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

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處被聯絡；那時，我的形體並不向祢隱藏。 

  

主啊，我們忘了我們的受造奇妙可畏，不能感受祢對我們深重的愛與寄望，不認為我

們配得祢的呼召與揀選。主啊，求祢赦免我們！ 

  

2.  認同新西蘭的歷史和經歷對我們有益 

  

林前 10:11 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鑑戒；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

人。 

  

詩 119:71  我受苦是於我有益，為要使我學習你的律例。 

  

主啊，新西蘭獨特的疆界和恩賜，使我們有獨特的遭遇和經歷。當我們觀看前方似乎

無路之時，求祢幫助我們將眼界提升到祢的高度，讓我們知道祢是掌管我們命定的主，

而以色列的過去就是我們的鑑戒，以色列的如今就是我們可觀摩的模組。 

  

以色列怎樣因悖逆頑梗離棄祢而被趕散，又怎樣因祢信實的約和應許再次被招聚復國；

以色列的先賢怎樣因約站立，今日的以色列百姓怎樣走出歷代被屠殺逼迫的苦難。這

一切都提醒著我們、激勵著我們、啟發著我們，而這就是祢對我們的教導和啟示。 

  

因此，我們可以放手把自己交託給祢，信祢是為新西蘭創始成終的主，我們就不再以

新西蘭歷史事件的傷痕苦毒自己，放任憑靠血氣相互指責；我們就可以相信一切的遭

遇都為了淬鍊神的器皿，在任何風浪中也能指著仇敵誇勝，口中仍發出讚美的聲音！ 

  

3. 認同教會與新西蘭的命定綁在一起 

  



主啊，求祢赦免教會只注重四牆之內的人數、設備、建築、人的恩賜，忘了全地都是

祢賜給我們的產業和地界。 

  

求祢打開我們的蒙蔽和自限，求祢幫助我們成為新西蘭的父老，不再用指責或冷漠來

看待關乎全民之事。求祢讓我看到在屬神祭壇有祢強大的愛與渴望，就是祢立約的百

姓，祢兒女要起來治理這地，因為這是祢最初的賜福與委任。 

  

求祢幫助教會有超越的信心和眼光，因祭壇連結於祢及對新西蘭的命定，因祢的靈堅

固了我們裡面的靈人，因祢的智慧和恩膏賜給祢守約並效力於委任的百姓。在新西蘭

人口結構改變，婚姻和家庭出現解構危機之時，教會要生養眾多合神心意的祭司，遍

地築壇，治理祢賜給我們地業，得著天上的獎賞，地上的產業。 

  

  

請播放詩歌：在你呼召之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9B4-XKOneE 

  

請禱告至 8:53 

 

 

（7）PRAY FOR THE PEACE OF JERUSALEM 我們一起來守望耶路撒冷 為她求平安！ 

  

1. 父與以色列立約應許所賜之地界 永不可挪移 

  

創 26:3-4 你寄居在這地，我必與你同在，賜福給你，因為我要將這些地都賜給你和你

的後裔。我必堅定我向你父亞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後裔，像天上的星那樣

多，又要將這些地都賜給你的後裔。並且地上萬國必因你的後裔得福。 

  



主啊，應許之地是祢賜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與他們的子孫直到永遠的，祢說了算！

祖先的地界永不可挪移，求祢將這教訓重新嵌入今日的以色列心中，成為不可磨滅的

印記，使祢的選民無論遭遇何事，都選擇不放棄祢應許的地界。 

  

求祢興起，消弭仇敵一切要求以色列割地、讓地、交出應許之地的叫囂；使國際輿論

的謊言自破；使選民的心甦醒，單單仰望求告祢這位立約的主，求祢這時揭開蒙蔽的

帕子，讓選民頓悟耶穌就是彌賽亞，並高喊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求祢公義的旗

幟在以色列揚起，仇敵要四散，以色列要歡喜！ 

  

2. 一切破壞以色列進入命定的計劃都要失敗 

  

信實的主，祢對以色列永遠的約不會改變，祢的應許絕對不會落空，祢對以色列所有

的旨意必定成就在世人的眼前，世人都要看見以色列的神是全地的主，世人要仰望這

一位造天地，救贖世人脫離黑暗權勢捆綁的主！ 

  

以色列要興起 再次成為祭司的國度，聖潔的子民，君尊的祭司，與新人合一教會一起

歡迎祢彌賽亞耶穌的再來！ 

  

我們一起來守望耶路撒冷 為她求平安！ 

  

請禱告 至 8:59 

  

請播放詩歌：Every Tribe 萬族萬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cjnIJUTJUk 

  

新聞連結： 

川普一上台 以色列就批准東耶路撒冷建屋計畫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123/854816.htm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074172 



  

英首相罕見批評歐巴馬政府對以色列政策 

http://www.epochtimes.com/b5/16/12/30/n8649315.htm 

  

以色列空軍部署大氣層外飛彈攔截防禦，高中低防禦網全面完成

http://technews.tw/2017/01/23/israel-receives-first-arrow-3-rocket-interceptors/ 

  

萬族萬方 中文譯詞 （台灣新恩堂 譯） 

Every tribe, every tongue 每一族 每一方 

Immanuel, your King shall come 以馬內利 再來君王 

End of sorrows, end of pain 不再傷心和痛苦 

Come and praise Creator's Name 齊來讚美創造主 

  

Woah, oh, oh, oh 

Woah, oh, oh, oh 

  

Speak to the land, oh, man of war 大能戰士 向地宣告 

To every isle and distant shore 直到東方 遙遠海島 

All God’s people say, “Amen” 神的兒女都 阿們 

Raise a shout, He's come again! 齊歡呼 願祢再來 

  

Terror shall return to them 報應落在惡人頭上 

To the ones who harm the innocent 無辜義人必定冤屈得申 

They’d better lay down their sword 動刀必被刀劍所吞 

For the battle is not man's 因為爭戰勝敗 

It belongs to the Lord 全都在萬軍之主 



  

Baruch haba b’Shem Adonai 奉主名來 應當稱頌 

 

（8）「我們一起恭誦主禱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

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

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祢的，直到永遠。

阿們！ 

  

「我們一起恭讀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我們的主；因

著聖靈成孕，從童女馬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遇難，被釘在十字架上，死了，

葬了；下到陰間；第三天從死裏復活；後升天，坐在無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邊；將來

要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一聖基督教會，聖徒相通；罪得赦免；

肉身復活；並且永生。阿們。 

  

（9）祝禱 

  

今天的禱告即將結束了！願你們憑信心接受祝福！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祂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

臉，賜你平安。願神使你凡事亨通、興盛！以祂權能的命令托住你和你所屬的一切！ 

  

創 49:25 你父親的神必幫助你；那全能者必將天上所有的福，地裡所藏的福，以及生

產乳養的福，都賜給你。 

  

願你們平安！請再自行撥出讀經時間！ 



  

【感謝台灣轉化團隊，以上禱告詞是他們提供，我們配合新西蘭情況而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