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在基督裡問候你們早安！  

 

奉主耶穌的名開始今天的晨禱！  

用自己的言語向神發出清晨的問安！（3 分鐘）！  

   

詩 86:15 主啊，祢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  

 

賽 55:3 你們當就近我來；側耳而聽，就必得活。我必與你們立永約，就是應許大衛那可靠的

恩典。  

   

親愛的主，感謝祢的慈愛與恩典臨到我，春雨澆灌甦醒我，在清晨勝過我的軟弱，我渴慕要

在清晨就近我的主，因我知道我就近祢必能存活，我可以再次經歷在祢的永約裡豐盛的應許

恩典與同在，領受從祢而來關乎生命的奧秘與呼召。  

 

禱告至 06:03 

 

（2） 詩歌敬拜  

 

詩 106:47 耶和華─我們的神啊，求祢拯救我們，從外邦中招聚我們，我們好稱讚祢的聖名，

以讚美祢為誇勝。  

 

詩 106:48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從亙古直到永遠。願眾民都說：阿們！你們要

讚美耶和華！  

   

播放詩歌: 讚嘆敬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6HtpnxfLVo  

 

1.我神 祢坐在天上寶座  

全地萬物都屈膝 在祢面前  

我神 滿有能力和權柄  

天使都圍繞著祢 呼喊聖潔  

祢國度無極限  

祢坐王到永遠  

 

2.我神 祢慈愛無法測度  

祢同在是我歸屬 超越萬物  

我神 祢是焚燒的烈火  

祢是我心所愛慕 我渴慕  

祢國度無極限  

祢坐王到永遠  

 

喔聖潔主 我讚嘆敬畏  

遠超過我所能描述的一切  

喔聖潔主 我獻上讚美  

歸於奇妙全能神 直到永遠  

 

向祢傾倒 我的讚美  

向祢傾倒 我的愛慕  

向祢傾倒我的讚美  

我傾倒我的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6HtpnxfLVo


   

詩歌敬拜至 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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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我們一起來獻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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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個長滿荊棘的祭司 求主赦免  

   

出 3:2 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裡火焰中向摩西顯現，摩西觀看，不料，荊棘被火燒著，卻沒有

燒燬。  

   

創 3:18 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  

   

荊棘是亞當犯罪後地所生的產物，主啊！赦免我的生命爬滿了多刺的荊棘，我常在老我的罪

中翻滾，與天然人的角力戰時刻在我裡面發動，求主憐憫我幫助我，使我這毫無價值本應被

火焚燒的生命轉化更新，脫離卑賤成為神貴重的器皿。  

   

2. 我是個全人不潔的祭司 求主赦免  

   

出 3:5 神說：不要近前來，當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  

   

賽 52:11 你們離開吧，離開吧，從巴比倫出來，不要沾不潔淨的物，要從其中出來，你們扛

抬耶和華器皿的人哪，務要自潔。  

   

主！赦免我雖是個扛抬約櫃的祭司，但我心裡仍存留巴比倫的意念，我貪戀屬世的榮華，我

向祢獻上摻雜的祭物，求主幫助我潔淨自己，除去驕傲和自義的外袍，脫下邪情與私慾的鞋

子，手潔心清來到寶座前朝見主的榮面。  

   

3. 我是個小信疑惑的祭司 求主赦免  

   

出 3:11 摩西對神說：我是甚麼人，竟能去見法老，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  

   

士 15:15 他見一塊未乾的驢腮骨，就伸手拾起來用以擊殺一千人。  

   

驢腮骨豈能殺人？參孫卻用來擊殺了一千仇敵，神做事豈是我所能測度呢？求主赦免我的小

信與猜疑，我輕看了自己的位份，我自認為只是個無名小卒，主啊！願我將自己交在祢的手

中，使我剛強壯膽前去迎敵，在爭戰中我要經歷祢的大能，因祢與我同在，即便是法老也不

能攔阻祢的作為。  

   



請播放詩歌：不再被奴役-Bethel 敬拜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BuKnyHXDL4  

 

請禱告至 6:25 

 

（4） 呼求聖靈 

 

追求充滿！告訴全能 神清晨求用祢的靈充滿我們！讓聖靈如靈火般的來挑旺我們、充滿我們！

早晨飽得神的能力  

 

彌 3:8 至於我，我藉耶和華的靈，滿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說明他的過犯，向以

色列指出他的罪惡。  

 

約 4:10 耶穌回答說：「你若知道神的恩賜，和對你說『給我水喝』的是誰，你必早求祂，祂

也必早給了你活水。」  

 

主耶穌，和平之子，祢知道我的乾涸與饑荒，祢早就說：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

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  

 

我的生命與祢的道相離甚遠，雖然祢的幔子已經為我裂開，但我仍舊愚昧的選擇與祢分離，

以致失去平安的確據。今天早晨，求聖靈引領我回轉行到祢活水源頭來認識祢的所為、祢的

所是、祢的所說，我的生命裡須要每天更多認識祢，免得我因為無知而偏行己路，不走神的

道路，不懂神的心。  

 

主聖靈，甚願我有信的確據，如同大衛說：我寧願落在神的手中，讓我裡面重新有正直的靈，

挪去我的蒙蔽，認識祢是我的平安，因為祢來，就有和平！  

 

請播放詩歌：Abide With M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4YASWe3_2Q  

 

1 與我同住，夕陽西沉迅速；  

黑暗漸深，求主與我同住；  

安慰消逝，且無何人能助；  

無助之助，求祢與我同住。  

 

2 人生短日，轉瞬就已入暮，  

地樂燈殘，世榮花謝草枯；  

四境所見，盡是變遷朽腐；  

祢，不變者，求來與我同住。  

 

3 莫帶威嚴，有如王中之王，  

只帶慈良，並祢施醫翅膀，  

淚來洗憂，心來聽我求訴；  

來，罪人友，如此與我同住。  

 

4 祢的同在，時時我都需要；  

除祢恩典，何能使魔敗逃；  

有誰像祢，將我引導扶助；  

或陰或晴，求祢與我同住。  

 

5 有祢賜福，我就不怕敵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BuKnyHXDL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4YASWe3_2Q


病而不苦，流淚也不酸痛；  

甚麼毒鉤！甚麼死亡、墳墓！  

我都勝過，若祢與我同住。  

 

6 若我臨終，願祢在我身邊，  

照明幽谷，指我仰望祢面；  

或到祢來，天曉，地影盡無；  

無論如何，求祢與我同住。  

    

請禱告 6:3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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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也是教會全體之首。祂是元始，是從死裡首先復生的，使祂可以在凡事上居首

位。  

 

1.教會要以建造品格與生命為首位，恢復屬靈的次序！  

 

徒 16:4-5 他們經過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長老所定的條規交給門徒遵守。於是眾教會信心

越發堅固，人數天天加增。  

 

主耶穌，教會經常弄擰了祢的順序，在教會裡，我們不讀經，也不鼓勵讀經，即便受洗成為

基督徒，也因為不孰悉聖經而無從了解上帝和祂做事的方法，使得教會經常留在原地踏步的

空轉狀態。  

 

赦免我們濫用轉化這個字眼，忘記轉化本就是要恢復治理，而治理是從神的家開始。當保羅

將耶路撒冷使徒、長老所定的條規交給門徒遵守，教會的次序就被恢復，當教會恢復應有的

次序，屬靈氛圍也就跟著改變，不再是單一個教會的信心，而是眾教會的信心越發堅固。有

了信心，教會人數天天加增！這樣質的建造是教會增長的根本，主耶穌，但是我們卻不明白

這樣的屬靈原則。赦免祢的教會及我們失去定見。  

 

2. 教會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是充滿能力的！  

 

弗 1: 23 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主耶穌，赦免我們在教會中的活動失去了焦點。我們用活動來吸引人進教會，我們驕養一群

弟兄姐妹進教會像進超級市場的任君選購，教會聽任弟兄姐妹評頭論足教會的服務、教會的

活動、教會的建築物。但，其實是活動不是問題，選項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我們這群領頭羊

行不出主的道，沒讓弟兄姐妹看出什麼是在教會裡有可羨慕的？是恩召嗎？是基業嗎？是神

豐盛的榮耀嗎？是上帝的能力嗎？  

 

主耶穌，我們的核心被仇敵偷走了，我們竟至沒有感覺，我們經常誇口，但，教會裡所高舉

的、所誇口的卻不是祢要的。現今我們竟以張狂誇口，但，祢已經說過凡這樣誇口都是惡的，

再者，「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我們卻不知道如何才是指著主誇口，赦免我們不承認教

會的所有權在祢，赦免我們不認識教會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我們仍舊用俱樂部的方式

經營主的教會，我們就是那輕慢神的惡人，因為我們心裡總想說：主有恩典，祢必不追究。  

 



主耶穌，原來使教會失去能力的原來就是我這樣的惡人，我實在是十惡不赦，害自己更害弟

兄姐妹，我如何是好？主耶穌，救這掛著老死皮袋的我，因為我再也無法承受新酒新油！  

 

3. 當謹慎牧養神的教會  

 

徒 20:28 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神的教會，

就是祂用自己血所買來的（或譯：救贖的）。  

 

徒 20:32 如今我把你們交託神和祂恩惠的道；這道能建立你們，叫你們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

基業。  

 

教會是打開國度之門的基石，陰間的門不能勝過。赦免我經常忘了全群監督的職任，我將監

督的工作限定在活動的推展上，不去引導弟兄姊妹的建立生命  

 

主耶穌，赦免我們不以祢的真理為根基建立教會，我們或是害怕而不用或是過度濫誤用教會

監督的權柄。監督本當看守羊群走對的路、做對的事，看群羊是否走在正確的途徑上。我們

卻因為爭競的心將精力用在比較如何將教會活動、教會講道做的更炫、更精彩，所以羊群會

因為這些因素被我吸引。赦免我。主耶穌，我們害怕群羊的抱怨、害怕群羊”善意的建議”，但

是，我們卻不願意真實的回到祢的真理來治理教會！  

 

主耶穌，赦免我們不行祢的道，也行不出祢的道，我們輕忽做為監督的職任是須要以謹慎的

心來回應：成為忠心有見識的僕人，為主人所派，管理家裡的人，按時分糧給群羊。我們卻

用垃圾食物滿足群羊口腹之樂，我的羊群因而營養不良、對聖經沒有味口。赦免我們，輕忽

職守。原來教會的能力始於認識上帝的作為與心意，我們卻不看也不聽祢而失去能力，赦免

祢的教會！   

 

請播放詩歌：The House You're Building    

https://youtu.be/KBNWLONZtjk  

 

請禱告至 6:4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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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宣告神是新西蘭的主，祂是建立這國家、成就這國家命定的創始成終者  

   

詩 127:1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

就枉然警醒。  

   

聖潔、榮耀、大有權柄能力的大君王，新西蘭的主，我們的神，無論新西蘭今日如何，祢的

美意本是如此。祢定意要新西蘭完成的，祢必做成，否則我們就算使盡氣力，也無法成就任

何工程。  

   

我們要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一切抵擋新西蘭進入命定的黑暗權勢都要潰敗，一切不屬於

神的工程都要拆毀、傾覆；宣告唯獨主祢的真理要在新西蘭放光，一切綱紀在祢的真光中都

要歸正。我們歡迎祢在新西蘭掌權到永遠，新西蘭每一個城門要為祢而開！  

   

2. 宣告主萬事都能做，祂對新西蘭的計劃不能攔阻  

   

伯 42:2 我知道，祢萬事都能做；祢的旨意不能攔阻。  

https://youtu.be/KBNWLONZtjk


   

神啊，新西蘭是祢手中的工。調動萬有的神，宣告新西蘭所發生的一切、所有的結果都不能

攔阻神在新西蘭的計劃！  

   

3.  

   

詩 33:17 靠馬得救是枉然的；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  

 

詩 147:10 祂不喜悅馬的力大，不喜愛人的腿快。  

 

但教會更應該在乎的是在白色大寶座前的末日的定位，求主調整我們的目光焦點，顧念的是

那永恆的天上基業！  

   

請播放詩歌：How great is our Go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5qDljEw7Q  

   

請禱告至 6:52 

 

 

（7） PRAY FOR THE PEACE OF JERUSALEM  

   

我們一起來守望耶路撒冷 為她求平安！  

 

請播放詩歌：In Your presence 有祢同在  

https://youtu.be/KkfczjtUASo    

 

自去年 10 月以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衝突升高，至今已造成 201 名巴勒斯坦人，以及

28 名以色列人喪生。  

   

以巴問題與衝突持續帶來的是社會的動盪與各方面的消耗，緊張的情勢也成為人民心中莫名

的隱憂。  

   

珥 2:17 事奉耶和華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壇中間哭泣，說：耶和華啊，求祢顧惜祢的百姓，不

要使祢的產業受羞辱，列邦管轄他們。為何容列國的人說：他們的神在哪裡呢？  

   

何 3:5 後來以色列人必歸回（或譯：回心轉意），尋求他們的神─耶和華和他們的王大衛。在

末後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歸向耶和華，領受祂的恩惠。  

   

1. 為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和好來禱告  

   

求主赦免歷代來的仇恨與過往的不和睦影響到今日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關係，求主耶穌的

寶血塗抹遮蓋在以色列全地之上，斷開從列祖以來的咒詛，撤銷一切不利的字句，使以色列

得以被分別出來，與巴勒斯坦建立和平的關係。  

   

2. 為著以色列經歷時局的動盪，甦醒回轉來禱告  

   

求主赦免以色列長兄的硬心，經歷各樣困境只見到自己的民族性與各樣的能力，卻忘記從主

而來的應許和恩典。求主將以色列長兄的石心換成肉心，能夠在困苦艱難中甦醒過來，領受

主的恩典與道路。  

   

3. 為著以色列要得著應許成為列國萬邦的祝福來禱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5qDljEw7Q
https://youtu.be/KkfczjtUASo


求主帶領以色列因主興起，因主復興進入末後極大的應許當中，進入創世以來的命定，成為

福音湧流的泉源之地，帶出新人合一的真理，成為列國萬邦祝福的源頭。  

   

 

我們一起來守望耶路撒冷 為她求平安！  

 

禱告至 06:59 

 

（8）「我們一起恭誦主禱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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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7:00 

（9）祝禱 

 

今早晨禱即將結束了！願你們憑信心接受祝福！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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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你們平安！請再自行撥出讀經時間！我們下週二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