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問安
耶穌基督在眾教會大家庭的每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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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神發出的問安！（2 分鐘）！
活神、好神、真神、愛我們的父讚美祢是一天最大的喜樂，一生最大的榮幸。
主啊，號角已響起，祢不僅清晨喚起我，祢更成為我的燈臺，因為祢是我全能的救贖者！在祢有永遠的公義、
慈愛與豐盛！太陽還存月亮還在，我們要敬畏祢直到萬代，我們要來讚美祢的偉大。
禱告至 06:02
jessica xiao 06:02
（2）詩歌敬拜
主啊，在這早晨，有甚麼比我心對祢的渴慕更顯寶貴呢？耶穌，在祢的愛中，呼喚我心來到祢面前，挪去一
切我心與祢之間的攔阻之物，向祢獻上最深、最真誠的愛。
路 11:10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請播放詩歌：主祢是我最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3Re-IQGgCc
新的一天 祢榮耀彰顯
充滿我眼前 是祢 我至寶
祢美麗和聖潔 更新我敬拜
主祢是我最愛 主祢是我最愛
帶我進入恩典深處
像河流般 從祢寶座湧出
潔淨我心 潔淨我靈
主祢是我最愛 主祢是我最愛
敬拜至 06:10
jessica xiao 06:10
（3）讀經-頌讚宣揚主的所是
申 8：1-11 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誡命，你們要謹守遵行，好叫你們存活，人數增多，且進去得耶和華向你們
列祖起誓應許的那地。你也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在曠野引導你這四十年，是要苦煉你，試驗你，要知道你
心內如何，肯守他的誡命不肯。他苦煉你，任你飢餓，將你和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哪賜給你吃，使你知道，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這四十年，你的衣服沒有穿破，你的腳也沒有腫。
你當心裡思想，耶和華─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兒子一樣。你要謹守耶和華─你神的誡命，遵行他的道，敬
畏他。因為耶和華─你神領你進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從山谷中流出水來。那地有小麥、大麥、
葡萄樹、無花果樹、石榴樹、橄欖樹，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無所缺。那地的石頭是鐵，山內可以挖
銅。你吃得飽足，就要稱頌耶和華─你的神，因他將那美地賜給你了。你要謹慎，免得忘記耶和華─你的神，
不守他的誡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1. 神的話是我們的生命
主祢的話語是糧食，能飽足我們的肉體，也能夠飽足我們的心靈，縱使是在沒有食物的艱難困境，我們相信
祢仍會派遣烏鴉為我們叼餅。是的主，使我們活著的，不是只有單靠食物，使我們真正活著的是祢的話語，
祢的話大有能力，能使人在沒有指望的時候，靠著祢就有指望，祢的話語甘甜美好，充滿生命、能力、自
由……各樣的美好，我要更多吃祢的話語，使我的生命得飽足。

2. 神如同父親管教訓練祂的“孩子”
主祢的管教如同人的管教，管教是為了使我們更好，是為了使我們脫離罪孽，是為了使我們能夠像祢、榮耀
祢。慈愛的天父，身為祢的孩子我們是何等喜樂也何等榮耀，我們能夠住在祢的家中，學習祢的話語，主我
們讚美祢。雖然我們有許多的過犯得罪祢，也沒有時常遵守祢的律例，讓祢傷心失望，但主祢仍然用慈愛憐
憫包容我們，教導、訓練、管教我們，使我們成長、成熟，祢就是我們的父親，用真理管教我們，為使我們
的生命像祢，謝謝祢一再的給我們機會，透過每次的管教，使我們的生命聖潔、榮耀、有祢的樣式。
請播放詩歌：親愛主聖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V04lXrmm90
我們讀經禱告宣告 10 分鐘至 06:20
jessica 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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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祭物雖信主 卻不讀神的話 無法得著一生的藍圖與產業
我沒有持守在祢要我當站的位置，在人生舞台上亂走位，走錯位置，結果深陷在無光的黑暗中，還抱怨神不
把光照在我身上，但其實是我走錯在先，根本讀錯了主的劇本，演一齣自己篡改的獨角戲，我輕看藐視神的
話語，每天什麼都看了、讀了、想了就是不願意就近讀、看、想、行神的話語，求主赦免！
2. 我這祭物有瑕疵 生命中「傷害犯罪」成無法得著祝福的「死角」
主啊！赦免我的心常常落在那「死角」的位置上，收不到父神的訊息，就連聖靈微弱的提醒，我都不願嘗試
接收，神啊！赦免我，叫我偏離的心回到正常接收區 是滿格的、豪無攔阻的。
請播放詩歌：TIS SO SWEET TO TRUST IN JESUS 信靠耶穌真是甜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dgkvnsHjM
請禱告 10 分鐘 06:30
jessica xiao 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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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沒有結出生命樹的果子，卻滿了自己的果子
賽 5：4 我為我葡萄園所做之外，還有什麼可做的呢？我指望結好葡萄，怎麼倒結了野葡萄呢？

主求祢赦免我們，我們是連於祢的葡萄枝子，是祢的愛、恩典、憐憫、包容與赦免將我們牽回到主的園子中，
得以與主相連，吸收養分、成長。求主赦免，我們領受了這莫大的恩典，從祢得著一切美物、養分卻沒有結
出生命的果子；領受祢的話語卻選擇性聽從，結出的果子有祢的話語卻又漆黑參雜。求主赦免我們，幫助我
們，除掉這一切結構的果子，使我們能夠從祢領受生命就完全順服祢，結出生命的果子，而不是讓祢的園中
滿了敗壞、不熟自落、自私的果子。
2. 教會的沒有分辨貴重輕賤的能力、眼光
結 44：23 他們要使我的民知道聖俗的分別，又使他們分辨潔淨的和不潔淨的。
主幫助我們，我們在這末後的世代，有許許多多快速、雜亂、似是而非的資訊，求主幫助我們，使我們用祢
的話語來當作標準，用祢的眼光當作教會的眼光，知道不是自己分辨，乃是用祢的心思、價值、標準、聖潔
來辨明什麼是潔淨、尊貴的，什麼是可以丟棄的，幫助我們能分辨，使我們站立的穩，不被這世界的“是非”
影響，而是在我們的裡面，有神的標準來存在，使自己成為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使主祢的教
會成為貴重的器皿，能夠承接祢的聖潔、榮耀、能高舉祢的名。
請播放詩歌：祢愛不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TPC-nWGYPU
請禱告 10 分鐘至 06:40
jessica xiao 06:40
（6）集中火力的代禱 祭司行使職任！
以第一人稱為【全球性解放的浪潮】禱告
國際計劃生育聯盟（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IPPF）設計的「全面式性教育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CSE）， 篇幅著重於性技巧並偏差的引導兒少的身體認知。英國衛報
更指出這樣的性教育，忽略了孩童對於情感層面的認識及發展，孩童對於情感的成熟度更掌握了他未來生命
發展的關鍵。
CSE 打著健康性教育的旗幟，卻把孩童推向性解放的深淵，然而這些內容家長一概不知情，難道他們沒有憤
怒的理由嗎？
1. 赦免我們任由邪情私慾無限制、無攔阻地肆意擴張延伸
羅 1:32 他們雖知道神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喜歡別人去行。
箴 2:13-15「那等人捨棄正直的路，行走黑暗的道，歡喜作惡，喜愛惡人的乖僻， 在他們的道中彎曲， 在他
們的路上偏僻。
主啊！赦免我們在這世界情慾的牢籠中而無法自拔，我們發動裡面情慾的惡獸要來吞吃這世代的青少年還不
夠，還延伸到我們幼小的孩子身上，主啊！赦免我們情慾如同猛獸出閘，赦免我們真是被仇敵弄瞎了心眼，
我們錯把污穢當作是健康，憐憫我們的心偏邪，如同聖經所記，不但我們自己去行惡，也要別人一起去行。
求主赦免我們的惡心惡行，求祢伸出祢大能的手來欄阻這猛獸，不許牠來吞吃我們的孩子。
2. 赦免我們家長的無感,還以跟隨流行人權至上、兩性平等來自詡,陷害下一代
詩 73:27 遠離你的，必要死亡； 凡離棄你行邪淫的，你都滅絕了。
耶 9:20-21 婦女們哪，你們當聽耶和華的話，領受他口中的言語；又當教導你們的兒女舉哀，各人教導鄰舍
唱哀歌。因為死亡上來，進了我們的窗戶，入了我們的宮殿；要從外邊剪除孩童，從街上剪除少年人。

主啊！憐憫我們被人權與自由的謊言所欺哄，赦免我們對性開放一再降低標準， 赦免我們被情慾綑綁失去
了判斷能力，我們還以為這樣的教育是跟隨時代的潮流，赦免我們輕忽這罪的權勢，罪就一步步的要來吞吃
我們下一代。
主啊！是我們容許仇敵步步逼進卻沒有牆垣，求祢赦免我們的輕忽，任憑人權來侵略、欺哄、瞞騙我們的心，
我們的愚昧使得我們的孩子進入這死亡的網羅中，求祢救拔憐憫我們，求祢救救我們的孩子，打破人權至上
的謊言，獨獨高舉神權！
3. 求主興起祭司更深謙卑、悔改，呼求主的憐憫臨到
耶 9:1-2 但願我的頭為水，我的眼為淚的泉源，我好為我百姓（原文是民女；七節同）中被殺的人晝夜哭泣。
惟願我在曠野有行路人住宿之處，使我可以離開我的民出去；因他們都是行姦淫的，是行詭詐的一黨。
上文中提到(奧勒岡州有條法律保障 15 歲以下的兒少，可以使用納稅人的錢進行變性手術，而且不須父母同
意。以往學校沒有父母的同意，小孩連阿斯匹靈都無法取得，然而這項永久性地的改變卻可以不經父母同意)，
求主攔阻這任意妄為的事，不讓新西蘭有所接觸及執行,新西蘭不要進入這樣的放肆中，求主幫助我們更多的
謙卑、更深的悔改來到主前，求主憐憫新西蘭免於這災！
主啊！孩子是祢所賜給父母，也是祢賜給這地綿延不絕的產業，我們的出生率已經很低了，主啊！幫助我們
這一群祭司大大的呼求祢的憐憫來到，澆灌施恩叫人懇求的靈在我們身上，撕裂心腸呼求祢伸手幫助我們，
拯救我們的孩子，我們沒有任何辦法策略了，唯有耶穌祢的憐憫來到、祢的光來到，我們就有一線的生機跟
盼望，求祢睜眼看、側耳聽我們在此處所獻的禱告、呼求！
請播放詩歌：父啊，我向祢呼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rFQsELOdE&index=3&list=RDGYMHIuuQXOg
請禱告 10 分鐘 至 06:50
jessica 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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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繼續為著第(6)項【全球性解放浪潮】的來襲，警醒站立，抵擋爭戰！
1. 捆綁因人權誇大未成年人的性自主權並導致性氾濫的謊言權勢
林前 5:6 你們這自誇是不好的。豈不知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起來嗎？
賽 2:11-12 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惟獨耶和華被尊崇。必有萬軍耶和華降罰
的一個日子，要臨到驕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為卑；
奉主耶穌的名，斥責那以人權、兒童權包裝這些淫亂邪蕩作為的謊話，這些假道要自己被自己攻破，無法站
立。我們捆綁那些高舉未成年性自主權的謊言，不讓它的毒素繼續存留在新西蘭的教育界。奉主耶穌的名我
們奮勇興起抵擋這樣錯用人權的謊言，我們宣告萬軍之耶和華必來降罰那一切狂傲，宣告這淫亂的麵酵要離
開新西蘭下一代的教育。
2. 奉主的名砍斷下一代從媒體沾染性解放思想的毒勾
羅 1:30-32 又是讒毀的、背後說人的、怨恨神的（或作：被神所憎惡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誇的、捏
造惡事的、違背父母的。無知的，背約的，無親情的，不憐憫人的。他們雖知道神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
的，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喜歡別人去行。

約一 1:5 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主所聽見、又報給你們的信息。
奉主的名揭發一切撒旦偷竊、殺害、毀壞我們子孫的陰謀詭計，在媒體裡的陷阱都要被曝露出來，奉主的名
砍斷下一代和這些媒體訊息的連結。奉主的名綑綁這黑暗權勢所籌畫的所有訊息，奉主耶穌的名讓閱聽者從
孩童到成人都能辨識出什麼樣的訊息是惹動神的憤怒的，並且我們轉身逃跑不去跟從這些訊息帶來的誘惑。
3. 教會要為了主預備「聖潔」的下一代
出 19:5-6 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你們
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
奉主的名教會要在這末後世代起來堵住破口，看見這是一個全球的趨勢，並起來抵抗這個由謊言高坐在世界
寶座之上的光景。宣告屬神的百姓不再只是論斷和批評，而是拿起祭司的權柄，為罪代求，為主的聖潔公義
教導孩子走一條正路。奉主名宣告教會的兒童、青年事工被興起，同心培訓更多小祭司，叫兒少歸入祭司的
國度。
請播放詩歌：https://youtu.be/vVKF7gt3Cak
Power in the blood
請禱告 10 分鐘至 06:59
jessica xiao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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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sica xiao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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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0 人在列邦中要說：耶和華作王！世界就堅定，不得動搖；他要按公正審判眾民。
願你們平安！請再自行撥出讀經時間！我們週五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