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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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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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唯有祢是配得敬拜尊崇，全能主唯有祢是滿有權能。祢的作為大哉、奇哉。願耶和華作王，天國臨到

全地百姓！願天歡喜，願地快樂，願海和其中所有的都澎湃，願祂公義作為顯明出來。 

神的兒子們，讓我們向主問安，發出口中的讚美！我們口要發出大讚美！因我們的神本為大！願我們的心單

單仰望在主前，主是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 

禱告至 06:02 

（2）詩歌敬拜 

約 15:16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們奉我的

名，無論向父求甚麼，祂就賜給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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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民是有福的！ 

主啊，祢主動的揀選我們，謝謝祢恩待我們！我們原是不配，祢親自從灰塵裡抬舉我們，從糞堆中提拔我們，

主啊！感謝祢的揀選，讓我屬祢！ 

請播放詩歌：揀選  3: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a3KOKLrXkc 

祢十字架的大能   

重價贖回我靈魂 

祢恩典使我被揀選  

叫我生命果子常存 

求主用我來贏得更多靈魂 

堅固我  潔淨我   

委身做祢門徒 

求主差遣我去傳揚祢的愛 

以愛擁抱城市   

建立合一教會 

賜我信心宣告   

在祢凡事都能 

喔主  在祢凡事都能 

詩歌敬拜至 06:10 

（3）讀經-頌讚宣揚主的所是  

 

詩篇 23：1-6（大衛的詩。）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

水邊。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

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1. 主祢是耶和華以勒 我必不致缺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a3KOKLrXkc


主祢是全地的供應，更是我的供應；祢在我前後環繞我、滿足我的需要。我要全心依靠祢─全能主上帝，我

的天父；我的父啊，我的缺乏在那裡？在這裡嗎！在那裡？答案都在祢我的主！我要來到主祢跟前，誰是我

的供應呢----全知全能我主上帝；我被蝗蟲所吃，荒年所廢，祢皆可補足！我要宣告，我要禱告，尋得我唯一

的幫助，隨時的幫助。  

 

2. 主祢是耶和華拉法 我必甦醒走義路  

 

主祢是我的醫治者，我把身體的疾病帶到主前，求主光照醫治我的傷害，我靈裡眼瞎心盲，主啊！憐憫我使

我靈甦醒，加添力量領我走義路！因為主祢名是耶和華拉法，因祢名的緣故，祢使我甦醒，祢知道我如蟲如

蟻如土，身體無法得知祢的義路，但因祢的憐憫、權能，我必甦醒走義路。  

 

3. 主祢是耶和華沙瑪 或竿或杖都要與你同在  

 

主祢的同在何其寶貴！我的一生都是祢的恩惠祢的憐憫。我要竭力，我要竭力更認識祢主，祢樂意與我們同

在，我要宣告，我要捉住，主啊讓我不再懷疑，因主祢的同在勝過世上一切，願棄萬事如糞土，帶我爭戰不

失信心，雖經幽谷卻得見祢面，讚美主。  

 

請播放詩歌：MORE THAN ENOUGH (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FPa_147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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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FPa_147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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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赦免我這祭物充滿了疲勞 痠痛 因我竟自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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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幫助教會如新婦 預備得以見主榮面。  

 

徒 2:28 祢已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見祢的面（或作：叫我在祢面前）得著滿足的快樂。  

 

是的主，赦免我不熟讀操作手冊就開始操作，憑著感覺，憑著過去聽來的操作；主啊，我要每天細讀祢給的

操作手冊，靠著主聖靈隨時成為全備聖潔的新婦。不只外面做，更使我的心，我的口都一致到位。  

 

主啊，讓我嘴唇親近祢，心更要親近祢；主啊，讓我的裡面不再有阻塞，使我的心裡、我的眼前，沒有任何

偶像可以阻止我與祢之間的關係，主啊幫助我！  

 

2.赦免教會油盡燈枯 如同愚拙的童女 預備要獻上在半途全耗盡  

 

太 25:3 愚拙的拿著燈，卻不預備油；  

 

太 25:8 愚拙的對聰明的說：請分點油給我們，因為我們的燈要滅了。  

 

求祢赦免我，因為我不專心愛祢，我把時間、感情、心力都給了世界，最多的油都耗在我的憂慮、懼怕、猜

測、討好、驕傲中；我把剩下一點點油要獻給祢時，卻已經是油渣了。  

 

主啊，救我脫離這樣的光景，求聖靈幫助我調整優先順序，以對祢的真愛重新點燃心中的聖潔之火，使祢的

燈常照我心，為祢成為這世界的光！  

 

3.十二支派中只有那分別 被揀選的為祭司 求主興起教會承接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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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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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耀職分全是從祢而來，只有在基督裡的時候，我們才能盡祭司的職分。如果我們不是住在基督裡，就不能

夠作祭司！成為分別為聖的教會。主啊！保守我可以常住在祢的裡面！住在祢的裡面我什麼都不一樣，我可

以與天連結，可以穿上這麼榮耀華美的衣服與華冠；幫助我天天的甦醒，我真的明白要保護一切，珍惜這個

榮耀祭司的職分！  

 

請播放詩歌：《彰顯祢榮面》Paul Wilbur - Show Me Your Fa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ut1U0eqSrc  

 

請禱告 10分鐘 06:40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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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釋放信心委身的世代  

 

路 18:7-8神的選民晝夜呼籲他，他縱然為他們忍了多時，豈不終久給他們伸冤嗎？我告訴你們，要快快的給

他們伸冤了。然而，人子來的時候，遇得見世上有信德嗎？  

 

太 15:28 耶穌說：婦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給你成全了吧。從那時候，他女兒就好了。  

 

太 26:39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

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主啊！這是禱告代求的時候，我要向我的主晝夜呼籲，我們豈可再忍耐，我主要等到何時呢？奉主名興起聖

潔的祭司對主是委身並充滿信心的年輕世代，主看為美好成就；興起成就父神旨意的一代，超越人心所想所

見！  

 

2. 釋放合一的世代  

 

林後 13:11-12還有末了的話：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

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同在。你們親嘴問安，彼此務要聖潔。  

 

結 11:19-20 我要使他們有合一的心，也要將新靈放在他們裡面，又從他們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他們肉心，

使他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  

 

奉主名釋放行在神的道上並宣告神將新靈放在這群願意委身與主合一的世代，渴慕神的道不但聽道並且行道

合乎神的心意中！  

 

請播放詩歌：能不能 Let Me Stay - 讚美之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W6aFoCCaIg 

請禱告至 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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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 願妳平安 Shalom! Jerusale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IkkVlDZ3To 

1.求主幫助以色列的年輕人開墾建設以色列這應許之地 

 

出 32:13 求祢記念祢的僕人亞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祢曾指著自己起誓說：我必使你們的後裔像天上的星

那樣多，並且我所應許的這全地，必給你們的後裔，他們要永遠承受為業。 

 

親愛的主耶穌，我們的父母是回歸以色列的猶太人，我們從歐美、前蘇聯回到故國。雖然環境不容易，但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ut1U0eqSr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W6aFoCCaI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IkkVlDZ3To


們的父母堅定，篳路藍縷，開墾荒地，成就如今的以色列。求祢幫助我們年輕人，繼續持守前人的腳蹤往前

邁進！ 

 

我們要熟讀祢的律法，信祢與我祖和我民族的約與應許；我相信耶穌祢是彌賽亞；我相信祢已拯救我們；祢

還要再來，在耶路撒冷作王掌權，治理全地。 

 

2.求主赦免除去以色列地上一切的淫穢拜偶像等玷污土地的罪 

 

利 20:2-3 你還要曉諭以色列人說：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把自己的兒女獻給摩洛的，總

要治死他；本地人要用石頭把他打死。我也要向那人變臉，把他從民中剪除；因為他把兒女獻給摩洛，玷污

我的聖所，褻瀆我的聖名。 

 

主啊，赦免我們以色列的百姓，直到如今還是獻嬰孩、拜偶像，摩洛不在邱壇上，牠已經跑到我們心裡了，

我們為了工作、事業、不想進入婚姻、不想自己賺的錢花在尿布奶粉的開銷上...，這種種看來合理卻是自私

且愚昧的做法想法，就是我們心中的摩洛！主啊，赦免我們、拯救我們！ 

 

3.求主將聖靈的能力澆灌以色列內凡有血氣的 

 

珥 2:28 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老年人要做異夢，少年人要見異

象。 

 

求主澆灌悔改、甦醒的心進入猶太人心中，讓她們心中的思念及主意都能辨明出來，當她們幾時歸向主，她

們的帕子就要除去。求主聖靈光照並調轉她們的心，讓她們回轉過來，相信耶穌基督就是她們期盼的彌賽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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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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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2:14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有古卷作：喜悅歸與人）！ 

 

願你們平安！請再自行撥出讀經時間！我們下週二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