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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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鐘）！ 

  

詩 37:4 又要以耶和華為樂，他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賽 11:3 他必以敬畏耶和華為樂；行審判不憑眼見，斷是非也不憑耳聞； 

  

賽 58:14 你就以耶和華為樂。耶和華要使你乘駕地的高處，又以你祖雅各的產業養育

你。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全能的上帝！我要起來讚美歌頌祢！因為我知道祢是永遠的「活神」！因為祢活著，

我的人生充滿了力量；我的人生充滿朝氣與盼望，因為祢活著，我有信心，我的日子

是一天比一天興旺、一天到比一天得力！ 

  

禱告至 8:02 

（2）詩歌敬拜 

  

因為我的神是活著的！這是何等令人興奮的事！祂全然「主動」的救贖我、保護我、

安慰我、醫治我、供應我！我要揚聲讚美敬拜祂！ 

  

請播放詩歌：我的救贖者活著 

 https://youtu.be/bQ4DF3TsOt0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  

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深谷迷失時  

祂領我走正義路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  

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曠野孤獨時  

祂伴我作我的燈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  

我必不再憂慮 

我要在每一個日夜中  

領受祂的豐盛之愛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  

我靈不再沉睡 

當號角響起的那一天  

我將見祂榮光之面 

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 

https://youtu.be/bQ4DF3TsOt0


  

請播放 2 次至 8:10 

（3）讀經-頌讚宣揚主的所是。 

  

讓我們如但以理一樣的認識主的公義信實，讓主公義信實的屬性被宣揚在天地之間！ 

  

1. 讚美我們的神在時間中掌權，按著定期和法則成就祂的命令 

  

但 9:2、13 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從書上得知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耶利米，論

耶路撒冷荒涼的年數，七十年為滿。  這一切災禍臨到我們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寫的，

我們卻沒有求耶和華─我們神的恩典，使我們回頭離開罪孽，明白你的真理。 

  

主啊，祢在時間中掌權，祢是至高至可畏的上帝，我們當轉離惡行，明白主說話算話，

亙古之約的定例並不能廢棄，我們的主必定掌權在時間之中，祢對我們國家施恩的日

期、審判的日期必要按著定期來成就，主啊，願我們專注且以敬畏的心來事奉主，每

一天定意過聖潔的生活好叫我們的神得著當得的榮耀。 

  

2. 讚美我們的神大而可畏、公義聖潔，用大能的手領我們出埃及 

  

但 9:4-5 我向耶和華─我的神祈禱、認罪，說：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愛主、守主誡

命的人守約施慈愛。我們犯罪作孽，行惡叛逆，偏離你的誡命典章， 

  

但 9:7 主啊，你是公義的，我們是臉上蒙羞的；因我們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並

以色列眾人，或在近處，或在遠處，被你趕到各國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樣。 

  

讚美主向我們施行慈愛，領我們回到立約的保障中，我們得以昂首闊步，因為主的大

能護庇我們，主啊，我們要回到祢的面前，我們要宣揚主的命令典章！ 

  

3. 讚美我們的神垂聽我們的認罪悔改，眷顧我們、施恩於我們 

  

但 9:9、16 主─我們的神是憐憫饒恕人的，我們卻違背了他。 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

大義，使你的怒氣和忿怒轉離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聖山。 

  

但 9:21 我正禱告的時候，先前在異象中所見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飛來，約在獻晚

祭的時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說：但以理啊，現在我出來要使你有智慧，有聰

明。 

  

讚美主對我們的憐憫何其大，我們若認自己的罪，主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

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主賜給我們一切的智慧、聰明，因我們本不是倚靠

勢力才能，我們要倚靠這位保守及看顧我們的神！ 

  

請播放詩歌：願祢國度降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QmE9psO71g   
  

我們讀經禱告宣告 10 分鐘至 8: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QmE9psO7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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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赦免我們的狂妄及順從肉體，使我們看重祢的指示勝過一切！ 

  

詩 119:4-6 耶和華啊，你曾將你的訓詞吩咐我們，為要我們殷勤遵守。但願我行事堅

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於羞愧。 

  

主啊！賜下那亙古不變的標準放在我們裡面！我們只有一個主，永遠不變的主，叫我

們能夠一直謙卑在祢面前。 

  

主啊！使我看重祢的指示勝過一切！赦免我常常是體貼肉體、順應環境、順從人的，

幫助我離開世界的網羅，體貼祢的心，可以靠近祢，是沒有距離的！主啊，原來我的

心若不是祢的法則來住在裡面，我的心是這麼的脆弱，這樣的不設防，這麼容易被環

境影響！ 

  

2. 求主赦免我們沾染了這世界的風俗文化，幫助我們重新站立在主的標準中！ 

  

詩 119:8-11 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總不要丟棄我！少年人用什麼潔淨他的行為呢？是

要遵行你的話！我一心尋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離你的命令。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

免得我得罪你。 

  

弗 5:8 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裡面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 

  

我們知道我們在服事的是一個被玷污的世代，但我們仍舊充滿盼望，知道主的救恩為

我們及他們預備！求主聖靈保惠師每天教導我們，使我看重祢的指示勝過一切，我們

定意要完全脫離這世界敗壞的思想邏輯，求主把屬天的邏輯、屬天的智慧、屬天的道

路放在我們裡面！主啊，我們定意要按著祢的心意來服事祢，但我們實在是蒙昧無知

呀！求主指教！ 

  

3. 求主赦免我們運作外在的宗教模式，忘記會幕就在我們心內。 

  

結 22:26 其中的祭司強解我的律法，褻瀆我的聖物，不分別聖的和俗的，也不使人分

辨潔淨的和不潔淨的，又遮眼不顧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們中間被褻慢。 

  



路 17:21 人也不得說：看哪，在這裡！看哪，在那裡！因為神的國就在你們心裡 

  

神啊！我們建造聖所要按著祢在山上指示我們的樣式，我們卻狂妄的以為有桌子、有

蠟燭、有木櫃、有簾子、有燈台....這些外面的就夠了。我們對於敬拜的行為也操作熟

練了，唱詩、禱告、分享主的話語，但是沒有辨認聖的與俗的之間的分別。 

  

主啊，我們向祢承認我們安逸的生活使我們漸漸變成宗教人士，求主幫助我們經歷一

次又一次的鍛鍊和刻畫，將我們的行事為人與神的話語連結成為一，主啊，我們心的

純度才是主所要的，我願服在主的話語之下，求主藉由我生命的磨練將律法刻在我們

的心板上！ 

  

請播放詩歌：主阿!我願行事堅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isZqv3HdGs  
  

請禱告至 8:30 

（5）我們將連續 21 天為「男士」興起禱告，願主加增弟兄的得救的靈魂與門徒的數

量 

  

第 8 天禱告焦點：為男士不獨自扛重擔禱告 

  

1. 不再獨自扛擡重擔，與主同工 

  

太 7:9-11 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求魚，反給他蛇呢？你們雖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嗎？ 

  

林前 3:6-9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 神叫他生長。可見栽種的，算不得甚麼，

澆灌的，也算不得甚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 神。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但將來

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賞賜。因為我們是與 神同工的；你們是 神所耕種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弟兄要經歷父神極大的愛，要在主愛中建造信心，明白父神極豐富奇妙的愛。豐富的

神早已預備極豐盛的祝福，欲賜給每一個與祂親近、遵守祂話語的百姓。弟兄們要脫

離獨自扛擡重擔的生命，明白生存不是靠一己之力，而是靠神的大能和憐憫，弟兄們

要能更卸下心防、卸下重擔，除去石心，換上肉心，能夠進入與神同工的親密。 

  

2. 脫離本位主義的思考，尊主為王，提升到得地為業的高度 

  

箴 16:32 不輕易發怒的，勝過勇士；治服己心的，強如取城。 

  

詩 27:6 現在我得以昂首，高過四面的仇敵。我要在他的帳幕裏歡然獻祭；我要唱詩歌

頌耶和華。 

  

弟兄要脫離以己為王的意識，乃要成為尊主為王的大衛。求主幫助弟兄們思想揣摩大

衛的生命，一個從尊主為王的開始，到曠野中的訓練，再進到得地為王的歷程要生發

在每一個弟兄的生命中！而順服要成為弟兄們理性思考的根基！當弟兄的生命以王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isZqv3HdGs


尊、以神為大，如同大衛，以神為神，單單追求神的心意，那我們就要看見神要使我

們高過四圍的仇敵、四圍的纏擾、自我的私慾，神必要使我們進到得地為業的高度，

使神自己的榮耀能夠彰顯在我們的生命與豐盛當中！ 

  

3. 宣告神的能力將弟兄們從世俗的框架中釋放，成為神國度的領頭尖兵！ 

  

出 15:22 摩西領以色列人從紅海往前行，到了書珥的曠野，在曠野走了三天，找不著

水。 

  

出 13:3 摩西對百姓說：「你們要記念從埃及為奴之家出來的這日，因為耶和華用大能

的手將你們從這地方領出來。有酵的餅都不可吃。 

  

奉耶穌基督的名宣告，那世俗文化中一切貶低從父親來的祝福與產業的框架不能再牢

籠弟兄，中華文化中那父子關係見彷彿隔層紗無法親密的框架也要靠著神的話語與能

力破除！弟兄要從世俗一切的框架中被釋放出來，父子的關係要得著恢復，弟兄要能

夠坦然接受從父神來的愛與訓練，知道祝福與產業都是出於神。弟兄們要開始進到與

神的親密當中，帶領家庭、職場來經歷信靠神，如同神帶領摩西、約書亞帶領以色列

人一般，進入生命的迦南地！ 

  

請播放詩歌：只要有祢在我左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pmU73jYhrE  
  

我們禱告至 8:40 

（6）集中火力的代禱 祭司行使職任！ 

  

請宣讀：我們既然在全能主面前取得了「合法代禱的地位」，就不再接受任何從仇敵

來的控告、定罪攪擾，和一切試圖想破壞我們與父神之間緊密連合，各種形式分散注

意力的戰役！！！請用祭司第一人稱悔改禱告！！ 

  

今天讓我們為「為職場祭司的興起禱告」  

  

1. 求主幫助我這職場祭司，活出屬神的生命 

  

結 22:30 我在他們中間尋找一人重修牆垣，在我面前為這國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滅

絕這國，卻找不著一個。 

  

詩 119:144 你的法度永遠是公義的；求你賜我悟性，我就活了。 

  

主啊，我是基督徒，但我不讀經、不禱告、常有非分之想、好鬥好勝……覺得別人碗

裡的都比較好，總是看著那座山比這座山要高。我眼高手低，常覺得懷才不遇，常羨

慕別人的職位、頭銜。 

  

不但不築祭壇為我的職場堵住破口，反而成為我職場的破口，許多同事因我的行為被

絆倒，對於基督徒產生反感。曾幾何時，我開始感受到甚麼叫做眾叛親離！ 

主啊，求祢赦免我這不安分的祭司，求祢使我明白，祢才是我的產業，我的一切滿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pmU73jYhrE


和喜樂單單從祢而來！ 

  

2. 求主堅固我的信心，築壇獻祭贏得職場歸祢   

  

可 3:27 沒有人能進壯士家裡，搶奪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壯士，才可以搶奪他的家。 

  

可 4:40 耶穌對他們說：為什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嗎？ 

  

主啊，我在職場位置日高，家產日豐，人脈日廣，越來越有影響力。我悟性知道人人

皆祭司，我風聞許多職場見證，但我自己對於祭壇禱告的果效始終半信半疑，不是懷

疑祢的能力，而是懷疑我能嗎？我熱心傳福音，常開口邀請人上教會，但對方往往囿

於人情，應付了事。 

  

主啊，求祢赦免我對築壇獻祭沒有信心！主啊，我願回轉順服祢，我願放下我自己的

工，求祢再給我一次機會；求祢幫助我倚靠祢的法則、祢的方式來作祢的工，我邀請

祢成為我職場真正的主，求祢的同在臨到我的職場祭壇，使敞開的天鬆開黑暗權勢對

職場人心的綑綁，使人心柔軟歸向祢！ 

  

請播放詩歌：My Jesus My Saviou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qSQvoinDE4  
  

請禱告至 8:50 

（7）宣告爭戰得失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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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為著(3)和(6)起來爭戰宣告，為著國家能興起合格的祭司在各領域的禾場為主

贏得靈魂來爭戰 

  

1.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綑綁信徒中順從肉體的權勢，活出順從聖靈的生命。 

  

加 5:17 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做所

願意做的。 

  

加 5:24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 

  

主啊，我們要再次把自己的生命帶到主的面前，宣告主的剛強已經取代我們的軟弱。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我的生命不再跟從謊言，奉主耶穌的名綑綁一切使我們轉向肉

體的撒旦詭計。我們決心要順服聖靈、順服教會的帶領，宣告我們是屬於耶穌基督的，

我們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一併釘在十字架上了！ 

  

2.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祭司與基督連結，天天執行神所賜的委任 

  

弗 4:4-7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一主，一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qSQvoinDE4


一洗，一神，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我們

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 

  

奉主耶穌的名宣告屬神的祭司要天天連結於這蒙召的指望，因我們的父超乎眾人之上、

貫乎眾人之中又住在眾人之內！哈利路亞，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耶穌，宣告我

們是接待耶穌的一群，我們要與主同死同復活，並且站在活人及死人中間成為代求的

祭司。 

  

3.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奪回祭司的心，讓祭司站立在信心的領域，將屬天的命定帶至生

活的各層面 

  

創 15:6 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 

  

可 11:22-24 耶穌回答說：你們當信服神。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何人對這座山說：你

挪開此地，投在海裡！他若心裡不疑惑，只信他所說的必成，就必給他成了。所以我

告訴你們，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什麼，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 

  

我們宣告耶穌在經上所說的一切話語都必成就！我們是信心之父的後裔，我們因著主

耶穌得著屬天的信心，我們本在這世上就是寄居的，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我這寄居

者的生命要完成父神在我身上的命定！我們要帶著父神的祝福到我生活的各個領域，

因此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推開一切使我們對環境的沮喪、自我控訴及不信。 

  

主耶穌基督的光照進我們內心，讓我們得著清潔的信心、無虧的良心，在神面前熱切

事奉，讓神的國降臨，讓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請播放詩歌：In Jesus' Nam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VsRM55_j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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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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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VsRM55_jsE


  

今天禱告即將結束了！願你們憑信心接受祝福！ 

  

我們一起為耶路撒冷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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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 58:14 你就以耶和華為樂。耶和華要使你乘駕地的高處，又以你祖雅各的產業養育

你。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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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