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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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 24:15 因此，你們要在東方榮耀耶和華；在眾海島榮耀耶和華─以色列神的名。 

 

詩 69:30 我要以詩歌讚美神的名，以感謝稱祂為大！ 

 

彌 4:5 萬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們卻永永遠遠奉耶和華─我們神的名而行。 

 

讚美主神的大名！因祂的名要存到永遠，要流傳到萬代。神的百姓要因祂蒙福；萬國

萬邦也要稱祂為有福。獨行奇事的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祂榮耀的名也

當稱頌，直到永遠。願祂的榮耀充滿全地！阿們！ 

 

禱告至 8:02 

 

 

 

（2）詩歌敬拜 

 

我要揚聲歡喜頌讚，向主獻上誠心的感謝祭。因為只有在主裡面我有平安與自由！因

為耶穌基督寶血的大能是每一天都有功效的！ 

 

請播放詩歌：仰望恩典 

https://youtu.be/bdnV8LtJF1s 

 

每一天 每一夜 每一分鐘  

我仰望祢的恩典 

患難時 在我喜樂時  

祢雙手領我進入祢恩典  

 

主耶穌 祢寶血  

洗淨我一切的罪孽 

為我死 為我而流淚  

賜給我無盡的恩典 

 

我能有什麼給祢啊  

能報答祢付的代價  

https://youtu.be/bdnV8LtJF1s


每當我定睛祢十架  

眼淚不禁潸然地落下 

 

我的心不要忘記啊  

祂鞭傷換來新的生命啊  

從此不再憂傷 不再掙扎  

在耶穌懷裡我有平安自由希望 

 

請播放至 8:10 

 

 

 

（3）讀經-頌讚宣揚主的所是 

 

詩 119 篇 49-64 節 

 

1. 祢的話語要成為我晝夜思想的對象，因為祢就是我的福分 

 

詩 119:55-59「耶和華啊，我夜間記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我所以如此，是因我

守你的訓詞。耶和華是我的福分；我曾說，我要遵守你的言語。我一心求過你的恩；

願你照你的話憐憫我！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轉步歸向你的法度。」 

 

主啊！我要早晨、夜間思想祢的話語，印在我的心版上，成為我一生的記號，祢是我

的福分，我的豐富都從祢的話語而來，主啊！帶領我認出祢的話語的重要性，使我能

夠更深的被祢的話語所吸引和抓住，當我思想我所行的道的時候，我就要將我的腳、

我的全身轉回到祢的法度上。 

 

2. 祢話語的律例典章成為我活命的關鍵，使我可以從死裡復活 

 

詩 119:49-50「求你記念向你僕人所應許的話，叫我有盼望。這話將我救活了；我在

患難中，因此得安慰。」 

 

主啊！祢從未忘記過祢對我的應許，祢的話語成為我盼望的來源，成為希望之光，因

為祢就是那光，照亮我生命，使我的黑暗處退去，充滿真光，主啊！也是因為祢的律

例典章一字一句不廢去，使我有憑據，使我有活下來的確據，我能明白，我活著不是

因為我的好，而是因為祢的好。 

 

3. 祢的話語要成為我一生的教練，使我因祢話語而被訓練成神國領袖 

 

詩 119:64「耶和華啊，你的慈愛遍滿大地；求你將你的律例教訓我！」 



 

主啊！因祢的慈愛，我能存活，因祢的憐憫，我能站立，使我時常思念祢的慈愛，因

祢的慈愛遍滿大地，無一能夠離開祢的愛。主啊！幫助我更深的將祢的話語成為我一

生的教練，好使我知道祢的話語就是祢的愛，祢的話語就是祢的憐憫，我要因祢的話

語成為神國可被使用的領袖，能夠回應祢對我的呼召。 

 

請播放詩歌：主，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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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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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領我奔向去除驕傲的道路，使我成為能經歷突破的祭司 

 

賽 57:15 因為那至高至上、永遠長存名為聖者的如此說：我住在至高至聖的所在，也

與心靈痛悔謙卑的人同居；要使謙卑人的靈甦醒，也使痛悔人的心甦醒。 

 

主啊，見到別人的見證我也要，但是我卻不願意面對祭壇裡的問題，陷在困難裡不想

尋求幫助，找不到方向也不願意跟隨，只能安慰自己獨自忍耐等待，主啊，赦免我的

驕傲成了自己的網羅與絆腳石。 

 

親愛主耶穌，帶領我在祭壇裡尋求謙卑，得著共同異象肢體與祭壇的互相遮蓋與聯絡

得合式，為要使祭壇能夠合神的心意，一同推開黑暗的權勢，得地為業。 

 

2. 求主領我奔向去除框架的道路，使我成為能經歷更新的祭司 

 

羅 7:6 但我們既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現今就脫離了律法，叫我們服事主，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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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心靈（心靈：或作聖靈）的新樣，不按著儀文的舊樣。 

 

求主赦免我們停留在過去的經驗與法則中，有意、無意間抵擋、挑戰、拒絕祭壇的真

理，淺嘗祭壇的樣式即止，就生出論斷與批評，使祭壇的更新水流斷絕，遠離了祭壇

中要成就神國度的道路。 

 

求主幫助我尋見按照山上所指示的樣式建築祭壇，求主恢復屬神的心意在祢所任命的

每一位祭司身上，教我們脫去律法的框架，按著聖靈的新樣，得著智慧與啟示的靈：

真知道上帝，真知道祂的呼召有何等的指望，真知道祂在眾祭司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

盛的榮耀。 

 

 

請播放詩歌：I will run to You  

https://youtu.be/7s2wCVcm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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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告我要成為謙卑的祭司，不在嘴上犯神，不在心思上成為不潔 

 

詩 25:8-9「耶和華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領謙卑人，

將他的道教訓他們。」 

 

主啊！因著祢的良善正直，我要成為良善正直，我要從祭壇當中更新我的心，轉離一

切的罪，我不再走那偏邪的路，主啊！因著祢的公平教訓，我要成為謙卑，我要降服

在祭壇生命的對付，不再用嘴上犯罪，不在心思意念中成為那不聖潔的。 

 

2. 宣告我要倚靠神的話語而自由，在禱告中尋見主 

 

詩 119:45 我要自由而行（或譯：我要行在寬闊之地），因我素來考究你的訓詞。 

 

主啊！我以前認為祢的話語是我不自由的來源，但如今主啊！謝謝祢賜給我甦醒的靈，

使我明白，我要行走在祢話語裡，尋求祢的話語，專心跟隨祢的話語，使我的靈自由。 

https://youtu.be/7s2wCVcmYOU


 

3. 宣告我要專注在主的話語，不成為三心二意的人 

 

雅 1:8 心懷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沒有定見。 

 

主啊！我要宣告，我的心要專注在祢的面前，委身在祢的話語中，不偏左也不偏右，

我所行的路上是有定見的，是有目標的，因為祢就是我的命定，祢的話要成為我所要

完成的旨意。 

 

請播放詩歌：Sings My Soul 我靈歌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_td5pn9Mko 

 

禱告 10 分鐘  至 8:40 

 

 

 

（6）集中火力的代禱 祭司行使職任  

 

為一週土地被罪玷污來悔改 

 

1、神要我們起來堵住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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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16:48 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間，瘟疫就止住了 

 

2、合格的大祭司為我們擔當： 

 

來 9:28 像這樣，基督既然一次被獻，擔當了多人的罪，將來要向那等候祂的人第二次

顯現，並與罪無關，乃是為拯救他們。 

 

彼前 2:24 祂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

上活。因祂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3、祂必照祂的信實赦免醫治我們與土地： 

 

代下 7:14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

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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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_td5pn9Mko


一切的不義。 

 

4、近一周玷污事件與事實：（請各城市逐一認罪悔改、未犯罪城市亦認同悔改，不要

用包裹式 含糊悔改） 

--------------------------------------- 

 

5、相信神的應許：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宣告赦罪與平安

進入土地，醫治、復甦、更新其上一切的百姓與在土地之上一切的萬有！ 

 

申 28:12  耶和華必為你開天上的府庫，按時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裡所辦的一切事

上賜福與你。你必借給許多國民，卻不致向他們借貸。 

 

民 16:46 摩西對亞倫說：拿你的香爐，把壇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帶到會

眾那裡，為他們贖罪；因為有忿怒從耶和華那裡出來，瘟疫已經發作了。 

 

撒下 24:21 說：我主我王為何來到僕人這裡呢？大衛說：我要買你這禾場，為耶和華

築一座壇，使民間的瘟疫止住。 

 

請播放詩歌：醫治我 Heal Me, Lord  

https://m.youtube.com/watch?v=EX742-NmARg 

 

請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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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為第(6)項 爭戰、宣告得勝！ 

 

1. 宣告耶穌基督，最完美的祭物，已經成為世人的挽回祭 

 

羅 3:25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他

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 

 

約一 2:2 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這挽回祭是救贖的起點，不是終站！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耶穌的活祭已經獻上，不單為個人的救贖，是為普天下的救贖！ 

https://m.youtube.com/watch?v=EX742-NmARg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主耶穌忍耐寬容的心勝過世界的審判，必挽回我們這群罪人

重回信心之途，直到主國度的產業被恢復，主耶穌治理掌權的義被高舉！ 

 

2. 宣告耶穌基督寶血已經洗淨我們的心，除去我們的死行 

 

來 9：14-15 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

你們的心（原文是良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那永生神嗎？為此，他作了

新約的中保，既然受死贖了人在前約之時所犯的罪過，便叫蒙召之人得著所應許永遠

的產業。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主耶穌的寶血已經洗淨我們社會、國家對於真理、真生命無

動於衷的死行，真理要重建我們清潔的心，讓我們再有正直的靈！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主耶穌的寶血已經塗抹在蒙召祭司行走的道途上，祭司所到

之處，就帶來罪得救贖的生機。主耶穌已使莊稼發白，等候祭司來多而又多地得產業！ 

 

3. 宣告耶穌基督的撫慰、憐憫補償一切傷痛、苦毒、怨恨、惱怒，帶來和好 

 

來 2:17 所以，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為要在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為

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我已得救贖，我已得醫治，耶穌所受的鞭傷是我得醫治的確

據，我不再被罪惡轄制、綑綁，不再回味傷害的苦痛，疤痕的醜陋，因為主耶穌的恩

典，使我能安慰，釋放我脫離罪惡的鎖鏈，使我與父神、與人和好。 

 

請播放詩歌：十架的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fVQ2nbrP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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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fVQ2nbrP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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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 5:16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

大有功效的。 

 

願你們平安！請再自行撥出讀經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