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1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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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22:28 因為國權是耶和華的；他是管理萬國的。 

  

詩 67:4 願萬國都快樂歡呼；因為你必按公正審判萬民，引導世上的萬國。（細拉） 

  

全能的上帝，每當我親近祢的時候，我真的覺得自己得以存活來敬拜祢，是祢給我最

大恩寵，使我們能夠在萬國萬民當中，在這個時刻向祢傾心吐意，向祢陳明我們對祢

的感恩，對祢一切的頌讚，祢是救我的神、祢是我的上帝，我要將我最深的敬拜和愛

戴歸給祢！ 

  

禱告至 8：02 

（2）詩歌敬拜 

  

全世界有許多的行動與謀算要來背叛祢、抵擋祢！全新西蘭屬祢的百姓要起來敬拜讚

美這位被殺的羔羊！祢永遠是全地的救贖主！配得大讚美！ 

  

請播放詩歌：哈利路亞歸羔羊 

https://m.youtube.com/watch?v=UwlSBva9-u4 
  

1. 主 我們站立在萬民之中 

來自各方各族的民 

屬祢的子民 

藉寶血贖回 

因祢愛脫離死亡 

無一言語能表達我感謝 

無一言語能訴盡我讚美 

但是我還要揚聲盡全心全力 

來向祢歌唱 

  

2. 主我們靠祢恩典站立 

靠羔羊寶血得潔淨 

是祢的兒女領受呼召 

謙卑跪下呼求 

釋放祢能力運行在我們中間 

直到我們被改變像祢 

叫萬國得以看見 

祢榮耀彰顯 來敬拜祢 

  

https://m.youtube.com/watch?v=UwlSBva9-u4


[副] 

哈利路亞 (3x) 歸羔羊 

哈利路亞 (2x)  

靠主寶血我們站立 

萬口 萬族 萬民和萬邦 

獻上榮耀 獻上尊貴 

獻上讚美歸羔羊 神羔羊 

  

[橋]萬膝要跪拜 

萬口要承認 

祢是萬有之主 

祢是主 祢是主 

  

禱告至 8：10 

（3）讀經-頌讚宣揚主的所是 

  

路加福音 22 章 39-46 節 

  

耶穌出來，照常往橄欖山去，門徒也跟隨他。到了那地方，就對他們說：你們要禱告，

免得入了迷惑。於是離開他們，約有扔一塊石頭那麼遠，跪下禱告，說：父啊，你若

願意，就把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從天上

顯現，加添他的力量。耶穌極其傷痛，禱告更加懇切，汗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禱

告完了，就起來，到門徒那裡，見他們因為憂愁都睡著了。就對他們說：你們為甚麼

睡覺呢，起來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1. 謝謝耶穌，當門徒即將遇到艱難、不能明白的境遇時，祢提醒了一條正確的路～要

禱告！起來禱告！免得入了迷惑。禱告使我再次對焦於祢，看見祢救恩計劃的全面；

禱告使我縱或處在世界的謊言、欺哄的聲浪中，我仍可以聽見祢清晰微小的聲音，知

道所當行的道路，不使自己陷在迷惑中。 

  

2. 父啊！我感謝祢，我們可以隨時來到祢的施恩座前傾心吐意。祢是我慈愛的父，我

的軟弱、我的掙扎、我的感受都可以陳明在祢面前。祢樂意垂聽，祢能明白我心中最

深刻的感受，在祢面前我不用隱藏或偽裝。我是祢的孩子，在軟弱中我可以隨時到祢

面前呼喊：父啊！ 這是何等的恩典，謝謝祢。 

  

3. 謝謝我的父，在我無力面對艱難的挑戰時，祢沒有容許我逃跑，也沒有責駡我，祢

差派使者加添我力量，使我可以完成不可能的任務，使父神的救贖大工得以成就。謝

謝祢在我幾乎要放棄時，祢沒有棄絕我、沒有不信任我，祢對我堅忍的愛，使我能完

成生命的委任，謝謝祢。 

  

請播放詩歌：你已否禱告? 

https://youtu.be/wqEpqH8PlYU 
  

我們讀經禱告宣告至 8：20 

https://youtu.be/wqEpqH8PlYU


謝謝呂老師。 

（4）獻祭 （祭司、祭物、祭壇）服事神！ 

  

請先讀完再動作 再回應！ 

耶和華君尊的祭司們我們一起來獻祭！來服事祂！ 

  

(1).祭壇----出 20:24 你要為我築土壇，在上面以牛羊獻為燔祭和平安祭。凡記下我名

的地方，我必到那裡賜福給你。 

(2).祭司----彼前 2: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

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3).祭物----出 13:2 以色列中凡頭生的（上好的、初熟的），無論是人是牲畜，都是我

的，要分別為聖歸我。 

  

我們悔改、自潔、禱告： 

  

1. 我的祭壇定意要專心專一敬畏主 「敬畏神」是壇上常燒的火 

  

詩 86:11 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專心敬畏你

的名！ 

  

求主指教我，將我的心，就是內在的自我，那個不顯在外面、不為人知的部份，全數

交在主的手中。從裡面的人到外面一切的眼光與專注力，都只定睛在敬畏服事永遠掌

權獨一的真神。 

  

2. 我的祭壇定意要專心專一愛主 「愛神」是壇上常燒的火 

  

詩 91:14 神說：因為他專心愛我，我就要搭救他；因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

在高處。 

  

將我的心，就是我的心思、知識、思想、記憶，恢復以神的原則為標準。除祂以外，

我別無所愛。我的心繫於主，與主聯合，我要敬畏主，高舉主的名！ 

  

3.我的祭壇定意要專心專一愛主 「樂意服事」是壇上常燒的火 

  

但 10:12 他就說：「但以理啊，不要懼怕！因為從你第一日專心求明白將來的事，又

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語已蒙應允；我是因你的言語而來。 

  

我樂意服事全能神，傳講神的真理、傳講神對轉化的心意，得時或不得時、隨時隨地

我都是預備好的。 

  

請播放詩歌：祢愛永不變 

https://youtu.be/7jfK_nZAI_0 
  

請禱告至 8：30 

https://youtu.be/7jfK_nZAI_0


（5）承接聖職-預備進入代求的位置。 

  

為「全新西蘭年底眾教會如同快齒打糧的器具一起起來收割靈魂 逐一提名來」禱告 

  

屬靈認領禱告詞  

  

1. 奉主名揭開仇敵詭計、謊言，宣告人心甦醒回轉連於元首基督 

  

弗 4:14-16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

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全身

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

在愛中建立自己。 

  

創造天地的耶和華！ 我感謝祢。祢用了六天創造天地一切，且將祢所創造萬物賞賜給

世人，唯有耶和華才是天地的創始者。主啊～求祢幫助我屬靈的兒女○○○不再被世上

的假神迷惑，使他(她)知道耶和華才是天地的創始者。我要奉主耶穌的名，我屬靈兒

女○○○不再陷在假神的謊言裡，使他(她)遠離各樣的異端，奉主耶穌的名，神的真理要

攻破○○○裡面的堅固營壘，使他(她)知道耶和華才是唯一真神！阿們 

  

2. 奉主名揭去帕子，使心眼得開，口唱心和地讚美主 

  

弗 5:15-20 祢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

世代邪惡。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

聖靈充滿。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地讚美主。凡事要奉我們主耶

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神。 

  

慈愛的天父！祢賜我們時間讓我們可以每天屬算祢在我們身上的恩典，祢讓我們使用

祢賜的時間，來享受祢一切的創造，求主讓我的屬靈兒女○○○知道如何善用祢所賜的

時間，讓他(她)遠離醉酒宴樂的放蕩生活，引導他(她)如何學習用詩章、頌詞來歌頌祢，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我的屬靈兒女○○○能夠看出祢在天地之間的傑作，他(她)要忍不住

開口稱頌讚美祢，大聲述說主耶和華的創造大哉奇哉。 

  

請播放詩歌：天父的花園 

https://youtu.be/nYPldCrPFag 
  

請禱告至 8：40 

（6）集中火力的代禱 祭司行使職任 

  

今天我們來禱告－青年的收割必成為浪潮： 

  

創 22:17-18 

論福，我必賜大福給祢；論子孫，我必叫祢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

祢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祢的後裔得福，因為祢聽從了我的話。 

  

1. 青年如枯乾無盼望與意義的生命 要有甦醒的靈風吹起 

https://youtu.be/nYPldCrPFag


  

結 37:5-10 主耶和華對這些骸骨如此說：我必使氣息進入你們裡面，你們就要活了。

我必給你們加上筋，使你們長肉，又將皮遮蔽你們，使氣息進入你們裡面，你們就要

活了；你們便知道我是耶和華。於是，我遵命說預言。正說預言的時候，不料，有響

聲，有地震；骨與骨互相聯絡。我觀看，見骸骨上有筋，也長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

只是還沒有氣息。主對我說：人子啊，你要發預言，向風發預言，說主耶和華如此說：

氣息啊，要從四方（原文是風）而來，吹在這些被殺的人身上，使他們活了。於是我

遵命說預言，氣息就進入骸骨，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成為極大的軍隊。 

  

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命令現今在我們國家裡面死亡的文化都要粉碎，因為憤怒、絕

望、憂傷就用自戕自殺來表達的思維與堅固營壘，死亡的繩索都要被鬆開，新西蘭的

青年要因為耶穌基督生命的氣息，那死去、沒有異象的骸骨都要被聖靈的氣息所包圍，

新西蘭的青年不再為不滿、絕望而死，新西蘭的青年要遇見基督，要為真理而活，我

們不再為自己而活，乃要為那為我們釘十字架的耶穌基督而活。讓新西蘭的青年成為

基督大能的軍隊，在列國中為基督作見證。 

  

2. 這是新的季節 我們要成為收割青年「快齒打糧」的器具 

  

約 4:35 你們豈不說到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嗎？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

經熟了，可以收割了。 

  

新西蘭教會的青年祭司，要起來收割這世代，因著被天父醫治，恢復與神的關係，我

們要起來牧養這世代，也要起來作這塊土地的父親，我們禱告，青年祭司要起來建立

教會，建造神的家，凡他們所到之處，他們能夠得人靈魂，使人歸義。這是最具挑戰

的世代，越來越艱難的世代，更是真理在黑暗中發光的世代，神預備了這個季節，我

們要說「時候到了！」 

  

3. 我們因著禱告的氛圍 來突破在青年心中一切的黑暗權勢 

  

帖前 1:5 因為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裡，不獨在乎言語，也在乎權能和聖靈，並充足

的信心，正如你們知道、我們在你們那裡，為你們的緣故是怎樣為人。 

  

讓青年祭司不再用自己的聰明，用自己的言語來「說服」人信福音，我們要在信心中，

靠著聖靈的大能分享神在我們生命中的見證，靠著耶穌的名為人禱告，帶著為父的心

為我們的校園、我們的職場、我們的家人、家族呼求神，讓我們的生命就是活出基督

的生命。神啊！願聖靈的大能充充滿滿的在我們這個世代彰顯出來。 

  

請播放詩歌：極大的覺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Y-12m6nrlE 
  

請禱告至 8：50 

（7）宣告爭戰得勝--就此教會拿起神給我們的權柄 

  

太 16:19 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

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Y-12m6nrlE


  

讓我們同心為著(6) 青年的收割必成為浪潮爭戰，當大批青年靈魂被收割歸主，國度的

人才天天加給教會時…… 

  

1. 我們奉主的名宣告：每位青年的生命都有門訓他們的屬靈長者，不斷地教練他們，

使他們能帶領百姓和仇敵爭戰，在新西蘭各處插旗得地業。 

  

出 17:10 於是約書亞照著摩西對他所說的話行，和亞瑪力人爭戰。 

  

民 27:18 耶和華對摩西說：嫩的兒子約書亞是心中有聖靈的；你將他領來，按手在他

頭上。 

  

申 1:38 伺候你，嫩的兒子約書亞，他必得進入地；你要勉勵他，因為他要使以色列人

承受那地為業。 

  

主啊，新西蘭青年大批歸主之時，我們不以此為滿足，仍要持續為他們的生命來守望

爭戰。祢親自為每位青年預備屬靈的長者如同摩西，是經歷過祢、跟隨祢的領袖來教

練他們。他們要樂意的來服事屬靈的長者，並存謙卑的心照著所教導的去行，使他們

能不斷經歷爭戰得勝、承受地業的喜樂。 

  

2. 奉主的名祝福得救的青年，如同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各樣文字學問上，得著神的

聰明與知識，得以在各個領域裡留在王前侍立。 

  

但 1:17-19 這四個少年人，神在各樣文字學問上，〔學問原文作智慧〕賜給他們聰明知

識，但以理又明白各樣的異象和夢兆。尼布甲尼撒王豫定帶進少年人來的日期滿了，

太監長就把他們帶到王面前。王與他們談論，見少年人中，無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

尼雅，米沙利，亞撒利雅，所以留他們在王面前侍立。 

  

奉主的名宣告，每位基督徒青年如同但以理般俊美，有強健的體魄為主站立、奔跑天

路；在各樣的專業技巧、行政治理的智慧、道德與宗教的睿智都出類拔萃，領導其他

青年，居首不居尾，彰顯因敬畏神而有的卓越，叫人無不驚嘆，將頌讚權柄歸與祂。 

  

請播放詩歌：高聲唱哈利路亞 

https://youtu.be/cpuAWvI7-PU 
  

請禱告至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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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outu.be/cpuAWvI7-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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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禱告即將結束了！願你們憑信心接受祝福！ 

  

我們也一起來守望耶路撒冷，為她來求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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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5:4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詩 55:22 你要把你的重擔卸給耶和華，他必撫養你；他永不叫義人動搖。 

  

願你們平安！主耶穌愛我們！請再自行撥出讀經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