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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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安！ 

  

奉主耶穌的名開始今天的早禱！用自己的言語 向神發出問安！（2 分鐘）！ 

  

詩 96:2 要向耶和華歌唱，稱頌他的名！天天傳揚他的救恩！ 

  

詩 20:5 我們要因你的救恩誇勝，要奉我們 神的名豎立旌旗。願耶和華成就你一切所求的！ 

  

親愛的主耶穌，我要因祢的救恩歡喜來到祢面前，我要稱頌祢奇妙的作為，無一事物能與祢的

應許相比。願祢的寶座設立在我們當中，使我得見祢的榮面。 

  

請禱告至 06:02 

（1-2） 詩歌敬拜  

  

耶和華以勒的神，我一切的需要，祢早已預備。我的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祢，所有的好處不在

祢的外。求主挪去我生命的小信、懼怕，賜我完全倚靠祢的信心，讓我成為祢所愛的人。願祢

在我生命中成就祢所要的旨意。 

  

林前 2:9 如經上所記：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

到的。 

  

林前 2:5 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播放詩歌：上帝能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y_-udfUCYk 

  

那些眼睛 未曾看過的事情 

還有耳朵 未曾聽過的事 

甚至心裡 還沒有想過的事 

上帝早已預備  

給那些愛祂的百姓 

  

上帝能夠成就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亙古至今直到永遠  

祂的大能永不改變 

  

上帝能夠成就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亙古至今直到永遠  

祂的大能永不變 

  

請詩歌敬拜至 06:1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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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y_-udfUC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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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去祭肉上（宗教敗壞）的蛆 

  

主啊！赦免我們那自認為的順服，並非祢認為的屬天生命，如同蠶食的大麻瘋，蠶食我們的靈

命。就算我每天築壇、讀經，但我不處理這重症與老我，我不只無法往前，我還退後了， 主啊，

光照我，潔淨我，燒掉這重症與老我，使我被潔淨，使我不與祢隔絕。 

  

2. 除去祭肉上（蒙蔽）的蛆 

  

主啊，我常看見別人的過犯，卻看不見自己眼前的樑木，我是築灰之士，塵垢如山，卻視而不

見，赦免我，打碎我的眼見，以致我有主祢的眼光，赦免我！ 

  

3. 除去祭肉上（任意妄為）的蛆 

  

主啊，再次光照我這個自稱是主的祭壇，得意的獻祭，卻沒發現獻上的祭物卻沒有一個是合格

的，是惡臭長蛆的，求祢赦免我的心，讓我再次披戴基督的寶血，除掉壞掉的，拿出我上好的

頭生的祭物，不再躲避祢的面！ 

  

請播放詩歌：我獻上自己(主，我願) －小羊詩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kMmXMRc8yE 

  

主 我願更深認識祢 主 我願遵行祢旨意 

負祢的軛 學祢的樣式 背起十架跟隨祢 

主 我願一生敬拜祢 主 我願尊榮祢聖名 

如同香膏為祢傾倒 滿足祢心意 

  

讓世人得見祢榮美 

讓世人得聽祢聲音 

讓世人得嚐祢救恩 

我獻上自己 

  

主 我願更加親近祢 主 我願貼近祢的心 

願祢榮耀在我身彰顯 願祢國度降臨 

  

我獻上自己 (3X) 

主 我願  

  

請禱告 10 分鐘 06:30 

（4）為基督的新婦--（教會）守望禱告 

  

弗 5:27 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 

  

西 1:18 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他是元始，是從死裡首先復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kMmXMRc8yE


  

出埃及記 23:14-16 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節。你要守除酵節，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亞筆月內所定的日期，吃

無酵餅七天，誰也不可空手朝見我，因為你是這月出了埃及。又要守收割節，所收的是你田間所種勞碌得來

初熟之物，並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節。  

  

1. 摒棄節期中偶像崇拜的文化 

  

耶利米書 10:5 他好像棕樹，是鏇成的，不能說話，不能行走，必須有人抬著。你們不要怕他，他不能降禍，

也無力降福。  

  

端午節是華人世界的重要節慶，在端午節期（2016 年 6 月 9 日 ）的歡慶中，我們的社會存著對偶像濃烈的

敬拜儀式，市井小民在家門口和田間插上艾草驅凶，孩童們頸上掛著香包避邪，主啊 ！赦免我們將榮耀歸給

假神，憐憫我們仍在仇敵的挾制中，我們敬拜偶像以為可得福份，其實我們完全錯了，求主幫助我們的百姓

甦醒，悔改接受祢的福音，認識祢才是祝福的源頭和生命的盼望 。 

  

2. 教會要除去生命中的酵 與主同死同復活 

  

路加福音 22:7 除酵節，須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  

  

感謝主成為贖罪祭，就是那逾越節被殺的羔羊，為我們被釘受死，因著主耶穌捨己的犧牲，祢的寶血潔淨教

會一切的過犯，使我們得稱為義，主啊 ！如今我們的生命是與世界之人有分別的，求主幫助教會能夠為祢分

別為聖，除去天然人性格中一切的酵（罪），願老我在十字架上與主同死，並且在主復活的榮耀上有份，得

著新造的生命，不再是罪的奴僕，乃成為 神聖潔的教會 。 

  

3. 教會要聆聽聖靈的聲音 預備自己等候主耶穌的再來  

  

主！赦免教會常常在血氣中行事，一切以自己的需要為出發點，忽略了聖靈的引導，甚至消滅了聖靈的感動，

又因我們愚昧和駑鈍的心，無法敏銳於聖靈的聲音，以至於錯失了關鍵的時刻與機會，主啊！幫助教會順服

聖靈，不使聖靈擔憂，隨時警醒預備自己，以更多的禱告來為這地守望，好叫我們成為那預備了油的聰明童

女，等候主的再來，與祂一同進入羔羊的婚宴。 

  

詩歌：聖潔歸於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gkbfYT9ayY 

  

耶穌你名.超乎萬名之名. 

在世上無一人能相比. 

耶穌所有權柄尊榮歸於你. 

齊宣告.讓世界都知道. 

聖潔聖潔.聖潔歸於你. 

榮耀榮耀.歸於主聖名. 

聖潔聖潔.聖潔歸於你聖名. 

萬膝跪拜.還要敬拜我主. 

萬國萬邦.萬口承認. 

耶穌基督是榮耀君王 

  

請禱告 10 分鐘至 06:40 

（5）集中火力的代禱 祭司行使職任 

  

為「國家命定」與「政治治理的柱子」禱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gkbfYT9ayY


求神赦免主管教育決策的官員，不敢誠實說出有利國家的見地，醫治在師範體系訓練出來的人才，他們面對

權柄及各項人際關係中的害怕。 

  

提後 1:7「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1. 求神赦免我們主管全國的教育政策，但因著我們常久以來在師範教育體系下的訓練，士大夫的觀念、權柄

僵化的思想，以致當我們有權擬定行政決策時，我們卻沒有一個勇敢剛強的心，把我們的看法說出來，總認

為專家學者的意見就是對的，長官交辦的事一定要完成，卻不知道錯誤的決策影響的不只是教育資源的浪費，

也在拆毀我們國家的根基。 

  

2. 求主赦免我們身為教師，因害怕將來學期評鑑時，學生對我有不好的評鑑話語，或因我授課要求多，將來

學生不選我的課，以致我的教學內容或考試時，我總是一眛的討好學生，卻不知在不知不覺我也把學生的學

習慾望及程度往下拉，造成許多學生付出高額的學費，背負極重的助學貸款，但在未來的就業市場卻毫無幫

助，以致我高不成低不就，求神赦免我們的罪。 

  

請播放詩歌：我們愛 (讓世界不一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R04etGvZyY 

  

你和我是天父愛的創造 

每個人有最美的夢想 

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擁抱 

我們的愛讓世界不一樣 

你和我是天父愛的創造 

每個人有最美的夢想 

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擁抱 

我們的愛讓世界不一樣 

我們愛因神先愛我們 

雖你我不一樣，我們一路唱 

走往祝福的方向 

我們愛因神先愛我們 

心再堅強也不要獨自飛翔 

只要微笑，只要原諒 

有你愛的地方就是天堂 

你和我是天父愛的創造 

每個人有最美的夢想 

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擁抱 

我們的愛讓世界不一樣 

你和我是天父愛的創造 

每個人有最美的夢想 

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擁抱 

我們的愛讓世界不一樣 

我們愛因神先愛我們 

雖你我不一樣，我們一路唱 

走往祝福的方向 

我們愛因神先愛我們 

心再堅強也不要獨自飛翔 

只要微笑，只要原諒 

有你愛的地方就是天堂 

我們愛因神先愛我們 

雖你我不一樣，我們一路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R04etGvZyY


走往祝福的方向 

我們愛因神先愛我們 

心再堅強也不要獨自飛翔 

只要微笑，只要原諒 

有你愛的地方就是天堂 

我們愛因神先愛我們 

雖你我不一樣，我們一路唱 

走往祝福的方向 

我們愛因神先愛我們 

心再堅強也不要獨自飛翔 

只要微笑，只要原諒 

有你愛的地方就是天堂 

我們愛因神先愛我們 

心再堅強也不要獨自飛翔 

只要微笑，只要原諒 

有你愛的地方就是天堂 

  

請禱告 10 分鐘 06:50 

（6）宣告爭戰得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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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奉主的名斥責神教會中一切宗教的靈、分裂的靈、自私的靈，奉主的名宣告聖靈運行在教會中，智慧、啟

示、敬畏耶和華的靈大大充滿主的教會，教會要甦醒過來，敬拜高舉獨一真神，教會要被興起宣揚奇妙全能

神的作為，好叫這地百姓知道，惟有認識主才是祝福的源頭和生命的盼望。奉主名宣告全地要將耶和華名所

當得的榮耀都歸給祂，教會的主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結 37:14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你們就要活了。我將你們安置在本地，你們就知道我─耶和華如此說，

也如此成就了。這是耶和華說的。 

  

詩 29:1-2 神的眾子啊，你們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歸給耶和華！要將耶和華的名所當得的榮耀歸給他，

以聖潔的妝飾敬拜耶和華。 

  

詩 102:15 列國要敬畏耶和華的名；世上諸王都敬畏你的榮耀。 

  

2. 奉主耶穌的名宣告主的靈在哪裡，那裡就得以自由！主的真理要來釋放一切在教育界被懼怕所囚的人；宣

告剛強壯膽代替一切的膽怯軟弱、誠實正直代替一切的虛偽討好、專業用心代替一切的做作假冒，宣告主做

工在學生的身上：樂觀進取代替一切的悲觀自憐，異象遠見代替一切的蒙蔽放肆！ 主必使新西蘭的教育成為

祂手工榮耀的工作，使新西蘭的學生有認識全能神的智慧，從神支取創造和創新的能力！ 

  

詩 56:3 我懼怕的時候要倚靠你。 

  

詩 56:4 我倚靠神，我要讚美他的話；我倚靠神，必不懼怕。血氣之輩能把我怎麼樣呢？ 

  

約一 4:6 我們是屬神的，認識神的就聽從我們；不屬神的就不聽從我們。從此我們可以認出真理的靈和謬妄

的靈來。 

  

箴 24:10 你在患難之日若膽怯，你的力量就微小。 

  



耶 51:46 你們不要心驚膽怯，也不要因境內所聽見的風聲懼怕；因為這年有風聲傳來；那年也有風聲傳來，

境內有強暴的事，官長攻擊官長。 

  

提後 1:7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3. 奉主的名斥退撒但一切暗地裡進行的偷竊、殺害、毀壞的工作，宣告主的同在遮蓋這土地上凡有血氣的人，

寶血大有權能，戰勝一切的謊言、疾病、咒詛、罪惡和老我肉體，教會要拿起主的權柄與撒但和牠的軍隊爭

戰，並得地為業，在這地看守治理，不容再遭破壞！ 

  

奉主的名宣告：撒但的國在這地上無權、無分、無地位，神愛子耶穌基督的寶血已成了教會的挽回祭，神兒

子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鬼一切的作為，撒旦已被踐踏在主腳底下！靠著主的聖名和聖約，我們已經得勝且得

勝有餘！ 

  

路 20:42-43….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 

  

弗 4:8 所以經上說：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 

  

啟 12:11 弟兄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 

  

請禱告至 06:59 

  

請播放詩歌：There Is Power In The Bloo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FbQq7eBMFQ  

  

Would you be free from the burden of sin? 

There’s pow’r in the blood, pow’r in the blood; 

Would you o’er evil a victory win? 

There’s wonderful pow’r in the blood.  

  

Refrain: 

There is pow’r, pow’r, wonder-working pow’r 

In the blood of the Lamb; 

There is pow’r, pow’r, wonder-working pow’r 

In the precious blood of the Lamb. 

  

Would you be free from your passion and pride? 

There’s pow’r in the blood, pow’r in the blood; 

Come for a cleansing to Calvary’s tide; 

There’s wonderful pow’r in the blood. 

Would you be whiter, much whiter than snow? 

There’s pow’r in the blood, pow’r in the blood; 

Sin-stains are lost in its life-giving flow; 

There’s wonderful pow’r in the blood. 

  

Would you do service for Jesus your King? 

There’s pow’r in the blood,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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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FbQq7eBM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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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祝禱 

  

今天晨禱即將結束了！ 

  

我們也一起來守望耶路撒冷 為她求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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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44:3-5 因為他們不是靠自己的刀劍得地土，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勝，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

臉上的亮光，因為你喜悅他們。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勝。 我們靠你要推倒我們的敵人，靠

你的名要踐踏那起來攻擊我們的人。 

  

願你們平安！請再自行撥出讀經時間！我們下週二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