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5-2016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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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神發出清晨的問安！（3 分鐘）！ 

撒下 22:50 耶和華啊，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稱謝祢，歌頌祢的名。 

詩 9:2 我要因祢歡喜快樂；至高者啊，我要歌頌祢的名！ 

詩 18:49 耶和華啊，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稱謝祢，歌頌祢的名。 

全能神我要讚美祢的名！祢的名是我的力量，祢的名使我在外邦中得以抬起頭

來，我要在外邦中傳揚祢的名、訴說祢的美德！ 

禱告至 06:03 

 

 

（2）詩歌 

全地凡有氣息的都要來讚美我的神，我的神是大有能力滿有威嚴得勝的神！眾

神之中誰能像祢呢？唯獨祢是至尊至榮可頌可畏的上帝，祢的名必在外邦被尊

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請播放詩歌：祢的榮耀彰顯在全地 

https://youtu.be/ECYOV7A6hxA 

祢的榮耀彰顯在全地 

主啊祢的名 在全地上何其美 

祢將祢的榮耀 彰顯在全地之間 

至高神 昔在今在永在的主 

Adonai Yahweh Tzevaot 

全能者 配得所有頌贊尊貴 

祢將祢榮耀 彰顯彰顯在全地之間 

我的神本為大 當受極大的讚美！ 

我的神本為大 當受大讚美！ 

請播放至 6:1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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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我們一起來獻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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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outu.be/ECYOV7A6h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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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司應當言語清潔，彼此勸勉造就安慰 

 

林前 8:1 …但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 

林前 10:23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弗 4:29 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

處。 

腓 2:1-2 所以，在基督裡若有什麼勸勉，愛心有什麼安慰，聖靈有什麼交通，心

中有什麼慈悲憐憫，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

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求主赦免我對待別人沒有智慧、也沒有恩慈和愛心，常以尖銳、負面的言語指

責家人(同事、朋友)的過錯，甚至在急躁和憤怒中以污穢的言語、論斷控告定罪

的詞句傷了別人的心，我實在得罪了我所愛的人，求主赦免我的惡行，赦免我

在血氣中冒犯、傷害他們，求主賜我溫良的舌頭、更新變化我的生命，使我能

快快的說、慢慢的聽、慢慢的動怒，使我能感同身受別人的意念、心思和情感，

並能以溫柔委婉的言語說出勸勉造就人的好話，以慈悲憐憫與人相待。 

 

2. 祭司要謙卑虛己，不自誇、不張狂，服事軟弱卑微的人 

詩 10:17 耶和華啊，謙卑人的心願，祢早已知道（原文是聽見）。祢必預備他

們的心，也必側耳聽他們的祈求， 

羅 12:16 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氣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為聰明。 

林前 4:7 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你有什麼不是領受的呢？若是領受的，為何

自誇，彷彿不是領受的呢？ 

 

求主赦免我以知識、才能、勢力驕傲、自誇，志氣高大，赦免我以強勢、指使

的態度對待比我能力不足的人，輕看他們生命的寶貴價值，忽略他們身上有神

所造的榮美形象和獨特的恩賜，求主赦免我高抬自己、以為自己樣樣都行、樣

樣都能，卻忘了我不過是塵土、是微小的器皿，是主使我的軟弱得以剛強，是

主對我生命的培植、造就、成全，我所有一切都是出於神的恩典，都是從主領

受的，保守我的心，求主使我能謙卑待人，當我越有時，越用我的恩賜、才幹



來服事比我更軟弱、卑微的人，將一切的感謝、榮耀歸給愛我的主。願主興旺，

我更衰微！ 

 

3. 祭司要以生活和生命見證所信的信仰和真道 

 

林後 1:12 我們所誇的是自己的良心，見證我們憑著神的聖潔和誠實；在世為人

不靠人的聰明，乃靠神的恩惠，向你們更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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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後 4:7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

守住了。 

 

求主更新我的心思意念，使我與世界的價值分別，活出與主呼召相稱的生命，

我的生命不再是屬於自己，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我的生命乃是向著主活，

為主而活。求主幫助我，使我能在生活中將信仰表明出來，見證我憑著神的聖

潔和誠實，我的生命不是靠天然人的聰明，乃是靠神的恩惠和憐憫，保守我的

心，使我得著智慧的心來數算自己的日子，使我堅定對主的信心和呼召，不虛

度年日，為主打美好的仗、持守當信的道！ 

請播放詩歌：榮耀的釋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5ZdATkHzE4 

請禱告至 6:25 

 

 

 

（4）呼求聖靈 

追求充滿！告訴全能 神清晨求用祢的靈充滿我們！讓聖靈如靈火般的來挑旺我

們、充滿我們！早晨飽得神的能力 

詩 47:2 因為耶和華至高者是可畏的；祂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詩 98:6 用號和角聲，在大君王耶和華面前歡呼！ 

 

詩 89:27 我也要立祂為長子，為世上最高的君王。 

 

追求充滿！告訴全能 神 清晨求用祢的靈充滿我們！讓聖靈如靈火般的來挑旺我

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5ZdATkHzE4


請播放詩歌：Yeshua Hamashiach - Jesus Is Lord - Majesty -耶穌基督是主---大君王

https://m.youtube.com/watch?v=z-j_1e13qlE 

 

請禱告制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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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也是教會全體之首。祂是元始，是從死裡首先復生的，使祂可以在凡

事上居首位。 

 

讓我們今天來為神所託付給教會的榮耀命定來守望禱告： 

1. 教會當以建立神國度，完成大使命為導向 

 

詩 2:8 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 

太 4:17 從那時候，耶穌就傳起道來，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太 28:18-20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

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求主使我們明白耶穌基督的福音不只是為個人、家族預備，也是為城市、國家、

列國的拯救而計畫的，不僅是過去式，現在式，也是未來式，是具有未來性和

前瞻性的，求主興起教會成為以建立神國度，傳揚福音，完成大使命為導向的

教會，起來與神同工，我們必一同看見列國列邦都要被認識神榮耀的知識充滿，

神兒子的名要在列國中被高舉，這世上的國必成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國；讓教

會為此異象、標竿直跑，直到耶穌基督再來！ 

2. 教會是聖靈居住的所在，要被主的榮耀充滿，也要榮耀主 

 

約 17:22 祢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

一。 

弗 3:16 求祂按著祂豐盛的榮耀，藉著祂的靈，叫你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21

節 但願祂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

阿們！ 

腓 1:9-11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使你

們能分別是非（或作：喜愛那美好的事），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

https://m.youtube.com/watch?v=z-j_1e13qlE


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與神。 

 

感謝神的聖靈有能有力與教會同在，居住在眾聖徒中間，祂的靈充滿運行，以

祂的權能托住教會！求主保守教會彼此合而為一的心，求主按著祂豐盛的榮耀，

藉著聖靈，叫我們心裏的力量剛強起來，使我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

而又多，滿心知道神的旨意，並能分辨是非，喜愛各樣美善的事，靠著那在我

們裡面的耶穌基督結滿生命樹的果子和福音的果子，使主耶穌在教會中和眾聖

徒中得著榮耀！ 

 

3. 教會要成為萬民禱告的殿 

 

賽 56:7 我必領他們到我的聖山，使他們在禱告我的殿中喜樂。他們的燔祭和平

安祭，在我壇上必蒙悅納，因我的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 

太 7:7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太 16:18  ….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權柄：原文是門），

不能勝過他。 

弗 2:14 因祂使我們和睦（原文作：因祂是我們的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

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感謝主是建造教會的主，耶穌是教會的大磐石，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祂；並且

神命定教會要成為禱告的殿，靠著耶穌基督的寶血，教會得以坦然無懼來到神

寶座前懇求，我們能奉耶穌的名除罪、赦免，得蒙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

助，重新恢復與神的次序和關係。 

 

請播放詩歌：認定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DYUZhLeYa4 

請禱告至 6:45 

 

 

 

（6）集中火力的代禱 祭司行使職任！ 

「為新西蘭的命定 與政治禱告治理的柱子」 

   

1. 與新西蘭立約的主 必完成祂對新西蘭命定的旨意 

 

詩 33:12 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祂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DYUZhLeYa4


福的！ 

賽 43:12 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說明，並且在你們中間沒有別神。所以耶

和華說：你們是我的見證。我也是神。 

 

求祢在大環境日趨艱難的日子裡，繼續引領我們前面的道路，以祢的光與祢的

話語指引我們，賜下智慧與啟示的靈，使新西蘭真知道祢是使我們得自由、得

平安、得產業的神，使我們義無反顧地順服、跟隨、忠心，成為主喜悅的門徒

國家！ 

 

2，請為「新西蘭政府考慮將聖經課程從學校踢除出去」迫切禱告 

請播放詩歌：我相信 https://youtu.be/tLITi704BZY  

請禱告至 6:52 

 

 

 

（7）PRAY FOR THE PEACE OF JERUSALEM 我們一起來守望耶路撒冷 為她求平

安！  

            

請播放詩歌：Yossi Azulay - Vehi she amda 因約站立 

https://youtu.be/9QTAAgyzGWQ 

※ 以色列在沙漠裡打造下一個奇蹟 

 

貝爾謝巴(聖經古名:別是巴，就是盟誓的井的意思)被稱作“內蓋夫之都”，它是通

往以色列南部的門戶。從這裡的公路出發可以直抵死海的南端，或到達紅海邊

上的埃拉特，或是插進埃及的西奈半島。…現在，貝爾謝巴已成為擁有近二十萬

人口，建有大學、醫療中心、化工基地、沙漠研究所的全國第七大城市。兩年

半前，23 座辦公大樓在貝爾謝巴的高科技園區拔地而起，預示著這個盤踞在以

色列內蓋夫沙漠中城市即將開始新的騰飛。與此同時，在本古里昂大學火車站

附近的 Gav-Yam 科技園也已悄然建起。與特拉維夫洶湧的創業大潮相比，這裡

的變化還只是微瀾不驚，但它蘊藏著的潛力究竟有多大，無人可知。 

以色列有意將貝爾謝巴打造成下一個高科技中心。目前，相關開發主要集中在

城市周邊，尚未深入城市核心區，但高科技中心所需的生態已經形成：高水準

的學術機構、優惠的稅收政策、激勵機制、入駐的國際跨國公司、以色列國防

軍的情報部隊、產業孵化器和加速器、熱情高漲的當地企業家，還有一個很關

鍵的因素，火車站—— 因為它是物流的保障。 

資料來源： twitter 以色列時報

https://youtu.be/tLITi704BZY
https://youtu.be/9QTAAgyzGWQ


http://cnblogs.timesofisrael.com/%E4%BB%A5%E8%89%B2%E5%88%97%E5%9C%A8

%E6%B2%99%E6%BC%A0%E9%87%8C%E6%89%93%E9%80%A0%E4%B8%8B%E4%B

8%80%E4%B8%AA%E5%A5%87%E8%BF%B9/ 

 

讓我們一起為以色列守望禱告！ 

 

經文： 

 

1. 感謝神，從南地別是巴的奇蹟，讓我們看見神的信實，讓我們讚美神！ 

賽 41:18-20 我要在淨光的高處開江河，在谷中開泉源；我要使沙漠變為水池，

使乾地變為湧泉。我要在淨光的高處開江河，在谷中開泉源；我要使沙漠變為

水池，使乾地變為湧泉。我要在曠野種上香柏樹、皂莢樹、番石榴樹，和野橄

欖樹。我在沙漠要把松樹、杉樹，並黃楊樹一同栽植；好叫人看見、知道、思

想、明白；這是耶和華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聖者所造的。 

這一切的奇蹟是要｢叫人看見、知道、思想、明白；這是耶和華的手所做的，是

以色列的聖者所造的。」 -- 以色列在列國人眼前成為神榮耀的見證！！ 

 

2.讚美神對以色列的約永不廢棄，永遠長存！讚美神的名被高舉在列國之上！ 

 

結 20:6 那日我向他們起誓，必領他們出埃及地，到我為他們察看的流奶與蜜之

地；那地在萬國中是有榮耀的。 

結 36:23 我要使我的大名顯為聖；這名在列國中已被褻瀆，就是你們在他們中

間所褻瀆的。我在他們眼前，在你們身上顯為聖的時候，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

華。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主神全能者啊，祢的作為大哉奇哉，祢的道途義哉誠哉！祢以永遠的愛愛以色

列，不僅使以色列在亡國 2000 多年後一夕之間復國，更從世界各地招回祂的百

姓回歸聖地，祢與以色列地和以色列民(選民)立約關係是不可取代，也是不可被

取代的，祢的名與以色列和以色列民緊緊相連！祢命定以色列在萬國中是有榮

耀的！ 

祢已經藉著以色列，使祢的大名顯為聖顯為可畏，祢已使列國人知道祢是耶和

華─以色列中的聖者。 

 

   

我們一起來守望耶路撒冷 為她求平安！ 

請禱告至 06:59 

（8）「我們一起恭誦主禱文！！」 

http://cnblogs.timesofisrael.com/%E4%BB%A5%E8%89%B2%E5%88%97%E5%9C%A8%E6%B2%99%E6%BC%A0%E9%87%8C%E6%89%93%E9%80%A0%E4%B8%8B%E4%B8%80%E4%B8%AA%E5%A5%87%E8%BF%B9/
http://cnblogs.timesofisrael.com/%E4%BB%A5%E8%89%B2%E5%88%97%E5%9C%A8%E6%B2%99%E6%BC%A0%E9%87%8C%E6%89%93%E9%80%A0%E4%B8%8B%E4%B8%80%E4%B8%AA%E5%A5%87%E8%BF%B9/
http://cnblogs.timesofisrael.com/%E4%BB%A5%E8%89%B2%E5%88%97%E5%9C%A8%E6%B2%99%E6%BC%A0%E9%87%8C%E6%89%93%E9%80%A0%E4%B8%8B%E4%B8%80%E4%B8%AA%E5%A5%87%E8%BF%B9/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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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7:00 

 

 

 

（9）祝禱 

 

今早晨禱即將結束了！願你們憑信心接受祝福！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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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你們平安！請再自行撥出讀經時間！我們週五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