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問安 

 

耶穌基督在眾教會大家庭的每一位，在基督裡問候大家早安！ 

 

奉主耶穌的名開始今天的晨禱！用自己的言語 向神發出的問安！（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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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1:47 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我們要表明我們是神的百姓，成為神的百姓是我裡面的滿足與喜樂，成為神的兒女是我這一生最蒙福的事，

我要起來跳舞唱詩讚美我的神，拋開一切的憂愁和重擔，因為我的神顧念我。 

禱告至 06:02 

（2）詩歌敬拜 

在今天我們單單來高舉耶穌的名，我們要來宣告祂的所是，並且宣告：主耶穌是新西蘭唯一的盼望，耶穌的

名是新西蘭的拯救，祂是唯一的出路。 

請播放詩歌：耶穌的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ZIoVF7ki_8 

1.耶穌神的愛子  

耶穌榮耀君王 

能力 權炳 智慧  

公義 遠超過全世界 

耶穌的名 超乎萬名  

榮耀尊貴都歸於祢 

萬膝要跪拜 萬口要承認  

耶穌我敬拜祢到永遠 

2.耶穌神的愛子 

耶穌榮耀君王 

萬有俯伏在祢腳前  

世間的救贖主 

**疾病不能 死亡不能  

勝過耶穌的名 

世上沒有 任何困難  

勝過耶穌的名 

醫治能力 救贖恩典  

都因耶穌的名 

營壘攻破 爭戰得勝  

都因耶穌的名。                                     請敬拜至 06:10 

（3）讀經-頌讚宣揚主的所是 

詩篇 第十六篇 

大衛的金詩。神啊，求你保佑我，因為我投靠你。 

我的心哪，你曾對耶和華說：你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 

論到世上的聖民，他們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悅的。 

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或譯：送禮物給別神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他們所澆奠的血我不獻上；我嘴唇也

不提別神的名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ZIoVF7ki_8


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 

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業實在美好。 

我必稱頌那指教我的耶和華；我的心腸在夜間也警戒我。 

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邊，我便不致搖動。 

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原文是榮耀）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1. 主是我的產業，在約的地位上，必要為我持守一切，在祢裡面有一切的好的、卓越的、各樣的美善的事。 

2. 主是我的穩固，環境也無法搖撼我信靠主的立場，我心何等安妥，因主使我安然居住在主的同在中。 

3. 主是我的道路，當前面似乎有各樣阻礙與艱難時，主必為我開道路。 

4. 主是我的喜樂，我與世人迥別，非悲悲慘慘度餘日，而是日日有盼望，天天有滿足，祂是用笑臉幫助我的

神。 

請播放詩歌：在祢手中 (詩篇 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Rh2SPX3vq4 

我們讀經禱告宣告 10 分鐘至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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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赦免我這祭肉 是瘦弱乾癟無脂油 因為我沒有吃祢的話 

約 6:35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 

這世界的理與祢的道常常背離，我習慣走這世界的道，以致讀了祢的話語，若沒有精意（rhema），我仍無

法醒悟！求祢光照，好讓我把祢的話語轉化成為我的生命行動。 

主啊，赦免我常把祢話語掛在嘴邊，像是聖誕假樹的裝飾，而非真實的生命樹能開花結果。我需要住在祢的

溪水邊，祢聖靈活水灌溉我心，我要時刻思想祢的話語，好使我生命受祢聖靈的管制，永不枯乾！ 

2. 赦免我這祭物坐在一堆聖經軟體書籍中 只為專研 不為行動 

摩 8:11 主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必命饑荒降在地上。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

話。 

我愛各樣的真理、話語、知識與常識，滿足我魂的理解；我愛新知，愛不一樣的見解，我分析、批判；但我

卻行不出我所理解的道！因為我的靈沒有力量，沒有飽足，根本沒有聽進去，不願修剪我這老亞當，我裡面

充滿混亂，主啊，求祢赦免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Rh2SPX3vq4


3.赦免我這祭物充滿了疲勞 痠痛 因為我竟自奔跑 總想逃離祢的熬煉與修剪 

瑪 3:3 他必坐下如煉淨銀子的，必潔淨利未人，熬煉他們像金銀一樣；他們就憑公義獻供物給耶和華。 

主啊！我像是一匹倔強的驢子，不服，不聽管教，偏行己路，並堅持我的方法才是正確的、好的，咒罵那對

我不友善的。真不知道主是藉著興起各種環境和問題，甚至許多敵人，處處反對我，為了是塑造我，煉淨我。

主啊！我悔改，從一頭野驢，改變成為主奔跑的驢駒。 

請播放詩歌：Hillsong - Lord I Offer My Life To You 我將生命獻上給祢
https://m.youtube.com/watch?v=LmBcZeUPmSw 

請禱告 10 分鐘 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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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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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承認教會成為舊皮袋 

可 2:22 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恐怕酒把皮袋裂開，酒和皮袋就都壞了；惟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裡。 

舊的是重複出現的，所以可能起先是新的，但是漸漸舊了，求主赦免我們如同法利賽人，常常重複的固守律

法，活在安逸與沒有爭戰的日子，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我們的靈命開始疲乏了，開始在真理上尋找漏洞，

生命無法被調整，以致當更新與調整的來時，我們的反應是破碎、是敵擋、是不願被擴張，只能裝陳酒，皮

帶也就越來越老，成為宗教。 

2.求主賜下新酒，各樣新鮮活潑的道在教會 

創 27:28 願神賜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並許多五穀新酒。 

徒 2:13&18-17 ......說：他們無非是新酒灌滿了。......這正是先知約珥所說的：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

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在那些日子，我

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預言。 

主啊！在這末後的世代，教會都要被新酒灌滿，成為聖靈充滿的教會，當各樣的震動與乾旱飢荒來到時，願

祢賜下甘露、新酒，顯出教會的豐盛，讓教會日日在祢裡面被更新，從裡面顯出基督的豐盛與榮耀，讓教會

預備好成為新皮袋，我們更呼求天上的主，充滿祢的教會，讓祢的教會天天顯出超乎我們所求所想的奇事，

為了彰顯基督的全備與豐富。 

3.教會要在祭壇中甘心犧牲，得到新皮袋 

林前 5:7 你們既是無酵的麵，應當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為新團；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

祭了。 

新 G3501 (剛出生的, 年輕的, 年幼的、新的）  

主啊！我們要如何能天天有新皮袋呢？原來新皮袋的材料來自於祭壇上犧牲羔羊，我們肉體漸漸朽壞，但當

我在祭壇前悔改降服時，就是披戴基督，就擁有了新皮袋了，這代表每次都有犧牲，每次都有流血，每次都

有捨去，更是代表祭壇的持續，是每一天我生命的對付，每一天我裡面的呼求，主啊！我之所以舊了，是因

為我的祭壇已經蒙上了灰，不再有犧牲、不再有悔改、更沒有祭物，求主赦免我們，求主憐憫祢的教會，讓

我們預備好量器承接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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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播放詩歌：求煉淨我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3E2oEux1J0 

請禱告 10 分鐘 06:40 

（6）集中火力的代禱 祭司行使職任 

為「青年的收割與脫離網路成癮問題」禱告！ 

許多青少年都沉迷於線上遊戲。「網路成癮」已成為專有名詞，延伸出許多生命與社會問題。 

1. 用「網路遊戲」來打發時間 卻使青年成了網路的奴僕 

申 6:21a 你就告訴你的兒子說：我們在埃及作過法老的奴僕； 

弗 5:15-16 你們要謹慎行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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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時間多到無聊，我就玩線上遊戲打發時間，一開始只是想殺殺時間，自己也不認為會成癮。但久而久之，

上線的時間越來越長，生活重心都在遊戲上，甚至學校成績一直往下滑，一天不碰遊戲就覺得哪裡不對勁，

我發現自己不能再控制了，一直往線上遊戲裡頭陷。 

主啊！我只不過想打發時間，我原以為自己可以控制，但現今卻是一天不碰它甚至會覺得全身不對勁。主啊！

我真是軟弱，求祢赦免我被遊戲刺激的聲光效果深深吸引無法自拔，甚至我把它擺在我生命的首位每天服事

它。赦免我將遊戲成為我生命中的首位，卻不是祢-主，還任憑它每天吞噬我寶貴的時間。 

2. 錯誤使用「網路交友」來滿足內心的空虛 

主啊！赦免我用網路交友來滿足我空虛的心靈，我想只不過是交朋友，所以不用太認真，聊天的尺度也不太

有設限，求主赦免我為了想滿足自己的肉體，甚至想約網友出來見面，以見個面為理由，其實想要占她(他)

的便宜，我的心真是極其詭詐。求主赦免我心中的罪，明知虛擬網路世界有許多的試探，但我就是想試試看，

卻無法自拔深陷在其中，求主憐憫拯救我。 

3. 求祢保守青年人的行為 不隨從今世的風俗 並賜節制的靈 

加 5:22-23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 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

有律法禁止。 

彼前 2:1-2 所以，你們既除去一切的惡毒（或作陰毒）、詭詐，並假善、嫉妒，和一切毀謗的話，就要愛慕

那純淨的靈奶，像才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 

主啊！赦免我心中發出許多汙穢，被世界深深同化，深深被這個世界所著迷著，求主止住我對世界的愛慕，

讓我更深更多渴慕祢的話語，就是祢聖經的真理，如同才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主啊，因我是祢所揀選的祭

司，是被主分別為聖的，幫助我不隨從今世的風俗，賜下節制的靈，樂意追求神聖潔的旨意，不效法這個世

界，活出榮耀神的見證。 

請播放詩歌：讚美之泉 傾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cjrY-_a99s 

請禱告 10 分鐘 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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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3E2oEux1J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cjrY-_a99s


教會要行使主所賜的權柄，為新西蘭青年脫離網路成癮問題爭戰禱告！ 

1.宣告青少年雖因無知被擄，必因真理得自由 

賽 5:13 所以，我的百姓因無知就被擄去；他們的尊貴人甚是飢餓，群眾極其乾渴。 

賽 51:14 被擄去的快得釋放，必不死而下坑；他的食物也不致缺乏。 

主啊，祢聽見被擄之人的呼聲，奉主名這呼聲必不被掩蓋，奉主名宣告各樣的謊言與合理化都要斷開，透過

網路聲光效果麻痺的感官都要甦醒、恢復過來，並且他們要對自由感到渴望，使他們可以呼求，並且對外求

援。 

2.宣告各樣私慾的誘惑離開在這世代 

提後 2:22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慾，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和平。 

奉主的名，各樣的誘惑，躲藏在網路交友以及各樣曖昧不明的關係背後的私慾，奉主名綑綁你的作為，命令

你鬆手，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黑暗、空虛、掌權的都不得掌權，我宣告耶穌基督的寶血已買贖了這世代的生

命，他們如今已經遷入愛子的國度裡。奉主名拿起教會、屬靈長輩、父母的權柄宣告公義、信德、仁愛、和

平要充滿，並且他們要在清心禱告---祭壇中被分別。 

3.宣告青少年要在聖靈裡生出節制，生出各樣的果子 

加 5:22-23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親愛聖靈我歡迎祢，願祢在這世代興起更大一波的充滿運動，要大過先前祢所成就的，當這世代越發險惡，

祢的同在與能力也更越發彰顯，在這黑暗時代，祢得著這世代的眼光，從虛擬要進入真理，從幻華進入實際，

聖靈祢比遊戲、虛擬社群更真實，祢要更多地彰顯與介入，並且讓他們活出生命的果子。 

請播放詩歌：In Jesus Nam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WGcghSF--s 

請禱告 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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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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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WGcghS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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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前 5:16-18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願你們平安！請再自行撥出讀經時間！我們週五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