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10-2017 

 

（1） 問安 

 

耶穌基督在眾教會大家庭中的每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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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鐘）！ 

 

詩 9:10 耶和華啊，認識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沒有離棄尋求你的人。 

 

詩 139:2 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 

 

詩 136:23 他顧念我們在卑微的地步，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我的神我的父，我讚美祢，謝謝祢眷顧我的生命，我每一天都能夠與祢同行，每一刻

祢的恩惠慈愛都隨著我，祢「認識」、「曉得」、「顧念」我這不過是塵土的人，願

我的心單單抬頭仰望祢。 

 

禱告至 8:02 

 

 

 

（2）詩歌敬拜 

 

是的！我們盼望那位全能全知的神，臨到我們的國家，造訪我們的地土，因此我們要

高舉祢的名，就在我們所踏之地，宣告耶穌耶穌，黑夜已過，黎明將至，祢的真光照

耀。 

 

請播放詩歌：耶穌耶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j6rSc8Lb9Y 

 

我們敬拜祢和平之君 

我們稱頌祢明亮的晨星 

我們等候祢再來的王 

我們仰望祢公義的太陽 

 

耶穌耶穌 永生神的兒子 

耶穌耶穌 我的救贖主 

耶穌耶穌 世界的光 

耶穌耶穌 我心所盼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j6rSc8Lb9Y


 

請播放至 8:10 

 

 

 

（3）讀經-頌讚宣揚主的所是 

 

詩 136 篇：「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你們要稱謝萬神

之神，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你們要稱謝萬主之主，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稱謝那獨

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稱謝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稱

謝那鋪地在水以上的，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稱謝那造成大光的，因他的慈愛永遠長

存。他造日頭管白晝，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因他的慈愛永遠

長存。稱謝那擊殺埃及人之長子的，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他領以色列人從他們中間

出來，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稱謝那分裂紅海的，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他領以色列從其中經過，因他的慈愛永遠

長存；卻把法老和他的軍兵推翻在紅海裡，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稱謝那引導自己的

民行走曠野的，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稱謝那擊殺大君王的，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他殺戮有名的君王，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就是殺戮亞摩利王西宏，因他的慈愛永遠

長存；又殺巴珊王噩，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他將他們的地賜他的百姓為業，因他的

慈愛永遠長存；就是賜他的僕人以色列為業，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他顧念我們在卑

微的地步，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他救拔我們脫離敵人，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他賜

糧食給凡有血氣的，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你們要稱謝天上的神，因他的慈愛永遠長

存。」 

 

1. 主讚美祢，因祢本為善，祢本美好，那就是祢的本質，是不會也不能改變的，讚美

那從古至今一直都是如此美善、慈愛永存、信實不改變的全能真神，主祢本為善，因

此我心雀躍、我靈歡呼，祢是如此美好，我要更多的高舉祢，用我的生命來讓人看到

祢的善。 

 

2. 讚美主是掌管我們生命氣息的神，祢將生命的氣息賞賜給我們，使我們活著，讚美

主，這氣息是從祢而來，充滿祢的生命、話語、榮耀，就這樣放在我們裡面，願我的

靈發出極大的響聲，讚嘆將靈澆灌我生命的主。 

 

3. 讚美主祢愛我們，如此的顧念我們，祢愛祢的百姓，就一直愛到底，因祢的愛祢引

導我走正路，祢顧念我的苦情，在困境中祢不斷恩待我，我所需要的食物祢賞賜給我，

因祢的愛祢做這一切在我的生命中，讚美主的慈愛永遠長存 

 

請播放詩歌：祢真好 You Are Good 

https://youtu.be/caDu1dWTHzA 

 

https://youtu.be/caDu1dWTHzA


我們讀經禱告宣告 10 分鐘至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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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赦免我們這祭物虧缺祢的形象唯有祢能夠恢復 

 

神啊！我們在祢面前悔改，我的生命本該有祢的形象，能夠治理，修理、看守祢所交

付給我們的產業，我們本當在祢給我們的生命中得著滿足，但因為罪，我們卻充滿了

敗壞，我們高傲、撒謊、我們流無辜人的血（欺壓人）、我們心裡想的常常懷著詭計

要勝過人，我們在人中間我們非但不是和平的器皿，反而是佈散紛爭的人。求祢赦免

我們，我們「不相信」祢的形象能夠管理、治理這地，我們選擇用地上，屬土的來衝

撞一切與我們相抵的。願祢來恢復祢榮美的形象在我生命中。 

 

2. 赦免我們這祭物沒有成為祝福的器皿 

 

我們的口成為我們的網羅，我們祝福人，也咒詛人；我們鼓勵人，我們也扼殺人；我

們在藐視祢所造的人，因為一切事情的發動來自於我們敗壞的心。神啊！今天我們轉

向祢，獻上自己的眼目，獻上自己的心，獻上自己的判斷，因為耶穌基督，唯有祢是

源頭，祢的救恩使我們被造成新人，願祢悅納我們的祭。 

 

3. 赦免我們這祭物逞自己的血氣唯有祢有真理、仁義、與聖潔 

 

神啊！我們是屬土的，但祢的氣吹進我們的口，使我們成為有靈的活人，活的魂，我

們本該也是屬天的，求祢恢復我們受造的形象，屬敬虔、屬真理，不再作結黨的祭司，

不再受私慾的牽引，乃是被祢的聖靈牽引，用祢的聖靈將神聖潔的形象大大澆灌下來！ 

 

請播放詩歌：加略山的愛 



https://m.youtube.com/watch?v=XITarOKOPDQ 

 

請禱告 10 分鐘  至 8:30 

 

 

 

（5） 披戴基督、在基督裡誇勝 

 

「因著（4）的悔改，相信並宣告基督一切的所是，堵住一切（4）的破口」 

 

林後 2:14 感謝神！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

有的香氣。 

 

1. 宣告神的形象、樣式是與我有份 

 

創 1:26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

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代上 28：19-21 大衛說：「這一切工作的樣式都是耶和華用手劃出來使我明白的。」

大衛又對他兒子所羅門說：「你當剛強壯膽去行！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耶和

華神就是我的神，與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直到耶和華殿的工作都完

畢了。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為要辦理神殿各樣的事，又有靈巧的人在各樣的工作

上樂意幫助你；並有眾首領和眾民一心聽從你的命令。」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我雖有如同

大衛一般的罪身，我仍要照著神所要的祭的樣式獻上，就是獻上憂傷的靈，因為我相

信憂傷痛悔的心，主必不輕看。因為我信任祢是拯救我的神，我要活出祢的形象、樣

式，我的目標是進入祢的命定。 

 

2. 宣告血氣得節制，身體獻上得以成為馨香的活祭 

 

羅 12：1-3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

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

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我憑著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

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我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才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叫我因

此漸長，以致得救。我要告別血氣、肉體的情慾、今生的驕傲，我的邏輯和感覺都要

連結於上帝的真理，是周詳思考過的。 

 

3. 宣告羔羊寶血斷開一切玷汙我們的血氣之罪 

https://m.youtube.com/watch?v=XITarOKOPDQ


 

申 5:26 凡屬血氣的，曾有何人聽見永生神的聲音從火中出來，像我們聽見還能存活呢？ 

 

路 3:6 凡有血氣的，都要見神的救恩！ 

 

林前 2:14 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為

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羔羊寶血遮蓋塗抹我，潔淨我的靈，我的所思、所行相符於

神的靈。求主賜我尋求、考察真理的能力，使我懂得判斷、辨識愚昧的血氣，教我遠

離血氣的網羅，使我靠著救恩，一步步穩實的撒種、栽種生命樹在我有限的年歲。 

 

請播放詩歌：舉目仰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lJZgEbpd5A 

 

禱告 10 分鐘  至 8:40 

 

 

 

（6）集中火力的代禱 祭司行使職任 

 

讓我們同心禱告，呼求從主而來的醫治、和好與恢復，釋放新西蘭脫離過往悲痛循環，

進入更新、盼望和榮耀！ 

 

今天一起為我們國家禱告，求主幫助我們願意認真體察苦痛，願意以包容的心接納每

一位在苦難中的人。（請以第一人稱作認同性悔改代禱） 

 

1. 求神赦免我們國家在上掌權者歧視打壓人民。 

 

詩 10:18 為要給孤兒和受欺壓的人伸冤，使強橫的人不再威嚇他們。 

 

撒上 10:18 對他們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我領你們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

們脫離埃及人的手，又救你們脫離欺壓你們各國之人的手。 

 

主，我驕傲、傲慢，看不起其他種族的人，當我有權柄的時候，我就欺壓、歧視，甚

至使用非常的殘酷的手法，我裡面沒有安全感，我用打壓要壓制我認為低等的民族，

神啊，赦免我。神祢是伸冤的神、是全能的神、審判者，祢要救所有受欺壓的人，神

啊，求祢憐憫。 

 

2. 求神赦免我們國家在上掌權者用自己的喜好感覺判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lJZgEbpd5A


箴 21:1 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 

 

賽 57:17 因他貪婪的罪孽，我就發怒擊打他；我向他掩面發怒，他卻仍然隨心背道。 

 

神啊，赦免我們身為政府官員，我們用人的智慧決定事務，執行許多的事情，我們認

為是對的。主啊，我們認為的真理卻卻使我們傷害他人，甚至流人血，主赦免我們，

讓我們回到祢面前，認識真理，不用自己的判斷，剛愎自用，能有寬廣廣大的心，愛

百姓，愛人民。 

 

3. 求神赦免我們國家在上掌權者虧待百姓。 

 

出埃及記 1：8-11 有不認識約瑟的新王起來，治理埃及，對他的百姓說：看哪，這以

色列民比我們還多，又比我們強盛。來吧，我們不如用巧計待他們，恐怕他們多起來，

日後若遇什麼爭戰的事，就連合我們的仇敵攻擊我們，離開這地去了。於是埃及人派

督工的轄制他們，加重擔苦害他們。他們為法老建造兩座積貨城，就是比東和蘭塞。 

 

主，我裡面的不安全感，我用高壓的手段顯示我的權威，求神憐憫我，甦醒我的心，

讓我看見我的惡毒、冷血，好叫我能回轉，求神憐憫赦免。 

 

播放詩歌：呼求祢憐憫 I Cry Out For Mercy 

https://youtu.be/DMfzJsjZ9Ow 

 

禱告 10 分鐘至 8:50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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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國家社會舉國上下能產生出對合乎聖經真理和平自由的真實渴望 

 

1. 奉主耶穌的名宣告，我們的國家要能認識真理。 

 

約 1:17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約 14: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詩 25:5 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導我，教訓我，因為你是救我的神。我終日等候你。 

 

https://youtu.be/DMfzJsjZ9Ow


求主開我們國家百姓的眼睛，打破屬靈的蒙蔽，揭開帕子，認識基督耶穌，認識祂就

是道路、真理、生命。求神引導我們國家走在真理裡，不再模糊不清，使我的裡面重

新有正直的心，曉得神的心意、旨意，造著神的法則行事。 

 

2. 奉主耶穌的名宣告，我們的國家要在真理中得自由。 

 

約 8:32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約 1:17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約 3:21 但行真理的必來就光，要顯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奉主耶穌的名宣告，我們的國家百姓要認識基督，因為恩典與真理是從基督來的。我

們的國家在基督裡，行真理，我們就必得自由。我們面對過往的傷害不再是用批評謾

罵，乃能寬容、饒恕，將傷害成為正向的力量往前。 

 

3. 奉主耶穌的名宣告，我們的國家要活在真理裡，活出自由。 

 

約 17:17 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 

 

加 5:1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奉主耶穌的名宣告，我們的國家要行在真理裡，神的真光要照在我們的國家上，黑暗

都要被除去，我們的國家不再抵擋光，乃要接受光，接受真理。主，祢藉著真理不斷

地潔淨我們的國家，使我們成聖，並在基督裡得以自由。我們不再被罪的權勢轄制，

真理使我們得自由。 

 

詩歌：我已得自由 I Have Been Set Free  

https://youtu.be/XvND3uisj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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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outu.be/XvND3uisj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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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禱告即將結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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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一 1: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

一切的不義。 

 

願你們平安！請再自行撥出讀經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