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問安  

   

耶穌基督在新西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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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106: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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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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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表明：我們是神的百姓，成為神的百姓是我心裡的滿足與喜樂，成為神的兒女是我這一生最

被祝福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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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詩歌敬拜  

 

眾城門啊，今天復活的主、榮耀的君王要再次打開---政治的、教育的、婚姻的、經濟的、親子的、

兩性的、文化的、媒體的.....眾門戶，奉主名宣告這些領域都要為耶穌基督打開門來！我們的神是有

能有力的活神，歡迎耶穌得勝的王進城來！  

 

請播放詩歌：眾城門阿 打開！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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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城門啊要抬起頭來   

永久的門戶要被舉起  

眾城門啊要抬起頭來  

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  

 

[副]  

那榮耀的王 是有力有能耶和華  

那榮耀的王 是萬軍之耶和華  

那榮耀的王 是有力有能耶和華  

那榮耀的王 將要進來  

 

[橋]以色列的聖者 錫安的救贖 再來的君王  

Adonai Elshadai Elohim (×2)  

得勝的君王 榮耀的君王  

Alpha, Omega  首先與末後的  

YAWEH (x2)  

 

請播放 2 次 06:10 

(3) （3）讀經-頌讚宣揚主的所是  

 

諸天藉耶和華的命而造；萬象藉祂口中的氣而成。主是萬有的源頭，我們當極力來讚美祂，祂是奇

妙可畏，配得頌讚的神！  

 

1. 頌讚創造的主是生命的源頭  

 

詩 36:9 因為，在你那裡有生命的源頭；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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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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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20:31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

生命。  

 

2. 頌讚奇妙的主是喜樂的泉源  

 

歌 7:6 我所愛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悅，使人歡暢喜樂！  

 

羅 15:13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

有盼望。  

 

3. 頌讚憐憫的主是慈愛的源頭  

 

羅 5:5 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羅 5:8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羅 8:38-39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

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

裡的。  

 

請播放詩歌：喜樂泉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_3fPRdDnoE  

 

我們讀經禱告宣告 10 分鐘至 06:2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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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讀經文－我們的虧缺  

 

瑪 1:8 你們將瞎眼的獻為祭物，這不為惡嗎？將瘸腿的、有病的獻上，這不為惡嗎？你獻給你的省

長，他豈喜悅你，豈能看你的情面嗎？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啟 3:17 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

身的。  

 

@@我們的悔改與自潔：為了祭物的「心」未達標準而悔改  

 

1.我是瞎眼的、折傷的、殘廢的，我不是純全無殘疾的祭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_3fPRdDnoE


主啊！很多時候我活出來的與祢的真理不一致，我快跑奔走在世俗中，但要行在祢的真理，我就礙

手礙腳，我的眼目被罪惡所蒙蔽，我的腳步被情慾所絆跌，今世的驕傲使我心成為殘缺不全，求主

赦免我。  

 

2.我是有瘤子的、長癬的、長疥的，我不是純全無殘疾的祭物。  

 

我是外面充滿傷口的祭物，我不得人碰，也碰不得人，一碰就發出苦毒埋怨，還四處感染羊圈，我

任意讓傷口與過去的傷害流膿發臭，卻不願承認並且尋求幫助，心裡面充滿了毒瘤，無法正常活出

祢的樣式，求主赦免我。  

 

3.我是肢體有餘的，或是缺少的，我不是純全無殘疾的祭物。  

 

在主的標準中，我總是做得不準確，有時少做許多，降低主的標準，懶散不結果子。我多做許多事，

心裡不願安息，攔阻神的工，所做的都充滿自己的血氣，求主赦免我，過與不及，無法準確行在正

道中，只是行出相似的宗教行為，卻不蒙祢的悅納。  

 

請播放詩歌：活祭-小羊詩歌 5:2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0foKVhPdHA  

 

請禱告至 06:3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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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堅固基督的教會，不被引動失去偏離真道  

 

西 1:23 只要你們在所信的道上恆心，根基穩固，堅定不移，不至被引動失去（原文是離開）福音的

盼望。這福音就是你們所聽過的，也是傳與普天下萬人聽的（原文是凡受造的），我保羅也作了這

福音的執事。  

 

求主赦免我們，我們容讓這世上似是而非、混雜的毒藥進入基督的教會，我們在所信的道上不恆心，

不信從純正的真理，卻按著我們的私慾挑選我們喜歡的道理，把福音複雜了，把福音稀釋了，把福

音玷污了，求主赦免我們，「這『天國』的福音…」是有君王掌權的福音，是有國度法則的，現今

的教會卻活得像士師時代，「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神啊！祢的教會實在活在任

意妄為的光景裡面，求祢赦免我們，我們不是沒有主，不是沒有王，我們卻悖離祢的旨意，求祢帶

我們歸回正路。  

 

2. 主的教會，起來牧養群羊  

 

耶 23:4 我必設立照管他們的牧人，牧養他們。他們不再懼怕，不再驚惶，也不缺少一個；這是耶和

華說的。  

 

可 6:34 耶穌出來，見有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開口教訓他們

許多道理。  

 

我們禱告，主要打發祂的教會進入狼群搶救羊群回來，牧養在懼怕、流離、貧窮、傷心的人，赦免

我們，叫我們回轉，使教會不再沈溺於四牆之內，不再作自我中心的基督徒華麗遊艇，教會要成為

救生艇，要出航，要到水深急流之處搶救靈魂；教會要有航空母艦與巡航艦，要攻下許多灘頭。主

啊！時候不多了，不叫我們安逸在魔鬼的詭計裡，甦醒我們，叫我們的眼光不是自己，乃是祢的心

意，讓我們與祢同工，完成祢心中的負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0foKVhPdHA


 

3. 求主興起教會成為能夠打仗的軍隊  

 

提前 6:12 你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為此被召，也在許多見證人面前，已經作了那美

好的見證。  

 

神啊！堅定祢教會的心志，我們即將面對更嚴峻的挑戰，不只關乎人，也關乎環境，求祢賜給教會

專一敬畏祢的心志，在祢所賜給我們的聖召上作祢的見證，賜祢的教會使人與神和好的恩典，使人

與地和好的恩典，賜祢的教會智慧與屬天的謀略，我們不只「傳」福音，我們更能靠著祢的恩典用

我們的生命去「見證」福音的大能，在各樣的壓力下我們能夠選擇尊崇祢不妥協，在患難的時候我

們持守，在安逸的時候我們更要警醒，不叫我們這傳福音的人，至終卻失去了福音的恩典。  

 

請播放詩歌：To the End of the Earth – Hillso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iL_DF6RJig  

 

請禱告 06:40 

(6) （6）集中火力的代禱 祭司行使職任  

 

「禱告：為著職場惡習求神赦免」  

 

1. 為「權力鬥爭、角力」，求神赦免  

 

但 4:25-26你必被趕出離開世人，與野地的獸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濕，且要經過七期。等你

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樹墩，等你知道諸天掌權，

以後你的國必定歸你。  

 

求神赦免職場中一切爭權奪利的文化，赦免我們的驕傲，我們以為我們自己可以抓住我們想要的，

我們更以為我們抓住了一切，我們的生命就全然有保障，但明天會如何，我們根本不知道。主啊，

權力、能力都是出於祢，都因著祢的揀選，求主挪去我們一切的驕傲、頑梗，使我們知道至高者在

我們的職場中、在我們的生命中掌權！  

 

2. 為「搶奪功勞」，求神赦免  

 

利 19:13 不可欺壓你的鄰舍，也不可搶奪他的物。雇工人的工價，不可在你那裏過夜，留到早晨。  

 

主啊，我向祢承認，我的裡面是個賊，我看見我做不到的，我就想要偷。我為了得上司賞識，我就

想要偷。我為了要得到客戶信任，我就想要偷。我真是軟弱，我不顧這是否是別人花費許多時間精

神的成果，我先講先贏。主啊，求主祢赦免我內心的敗壞，我在意自己的虛名遠勝於祢的法則，我

在意別人的看法，遠勝於祢對我的看法，求主赦免，幫助我回轉歸向祢！  

 

3. 宣告「愛神、愛人如己」的天國文化要遍佈職場  

 

賽 11:6-9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豹子與山羊羔同臥；少壯獅子與牛犢並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牽引牠

們。牛必與熊同食；牛犢必與小熊同臥；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

斷奶的嬰兒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因為認識耶和華的

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  

 

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宣告，職場中要充滿主的公義與愛，人人要起來愛自己的同事、愛自己的鄰舍

勝過於愛自己。人人要看他人比自己強，願意成全他人，看見別人的成功就為他高興。人不再以詭

詐的心相待，倒要以神的慈愛、憐憫、公義、信實行在職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iL_DF6RJig


請播放詩歌：主求祢來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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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禱告至 06:5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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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齊心為教會能靠主堅守真道、成為收割莊稼剛強的耶和華軍隊來爭戰禱告！  

 

1.奉主名宣告--教會要領受真理，得著智慧的心行在正道上  

 

申 4:1以色列人哪，現在我所教訓你們的律例典章，你們要聽從遵行，好叫你們存活，得以進入耶

和華─你們列祖之神所賜給你們的地，承受為業。  

 

箴 23:19 我兒，你當聽，當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導你的心。  

 

主的律例典章是保守我們心思意念，使我們得以存活的寶藏，奉主名斥責教會輕藐主道的權勢，教

會要心、耳受割禮，謙卑領受真理、領受智慧的心行在主的正道上，謹守儆醒免得入了迷惑。  

 

2.奉主名宣告--教會要從沉睡安舒的光景中，甦醒過來收割莊稼  

 

箴 10:5 夏天聚斂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時沉睡的，是貽羞之子。  

 

啟 14:15 又有一位天使從殿中出來，向那坐在雲上的大聲喊著說：伸出你的鐮刀來收割；因為收割

的時候已經到了，地上的莊稼已經熟透了。  

 

主啊！現今正是收割莊稼的時刻，教會不要在收割時沉睡，成為貽羞之子。奉主名宣告，教會要從

安舒自樂中甦醒過來，我們要從醉生夢死中醒悟過來，教會要成為主手中收割莊稼的鐮刀，將禾場

中滿滿的禾捆帶回到主的面前。  

 

3.奉主名宣告--耶和華與教會同在，主必親自為我們爭戰  

 

申 20:3-4 說：以色列人哪，你們當聽，你們今日將要與仇敵爭戰，不要膽怯，不要懼怕戰兢，也不

要因他們驚恐；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與你們同去，要為你們與仇敵爭戰，拯救你們。  

 

是的主啊！祢的名為大能戰士，祢必與我們同在，惟有祢能使仇敵潰逃四散，奉主名宣告，教會要

在祭壇中除去膽怯、懼怕，我們信心的眼睛得開，看見主已差派火車火馬與我們同在，主必親自為

我們爭戰，帶領教會得勝，使全地都要從教會看見—耶和華是神！耶穌基督是唯一的拯救者！  

   

請播放詩歌：天使高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iNOOSZtv48  

 

請禱告至 06:5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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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wvfCnl_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iNOOSZtv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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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祝禱  

 

今天晨禱即將結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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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138:6-8  耶和華雖高，仍看顧低微的人；祂卻從遠處看出驕傲的人。我雖行在患難中，祢必將我

救活；我的仇敵發怒，祢必伸手抵擋他們；祢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華必成全關乎我的事；耶和華

啊，祢的慈愛永遠長存！求祢不要離棄祢手所造的。  

 

願你們平安！請再自行撥出讀經時間！我們下週二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