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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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2:10-12  現在，你們君王應當省悟！你們世上的審判官該受管教！當存畏懼事奉耶

和華，又當存戰兢而快樂。當以嘴親子，恐怕祂發怒，你們便在道中滅亡，因為祂的

怒氣快要發作。凡投靠祂的，都是有福的。 

 

約 4:23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祂，因為父要這

樣的人拜祂。 

 

主啊！祢再來的日子近了！除祢以外，我還投靠誰呢？我真當「存畏懼事奉耶和華，

又當存戰兢而快樂」，我要用心靈和誠實來親近祢、敬拜祢，預備燈油、等候新郎。 

 

禱告至 8:02 

 

 

（2）詩歌敬拜 

 

哈利路亞！做新事的神配得我們獻上全新的一天，單單為祂而興奮、為祂而歡呼、為

祂而活！ 

 

請播放詩歌：新的事將要成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UBC6SN5BXw 

 

新的事新的事將要成就 

新的恩膏新的恩寵 

我們要我們要唱新歌 

稱讚我們神為高 

新的事新的事將要成就 

新的恩典新的盼望 

我們要我們要唱新歌 

充滿神的榮耀 

 

祢是做新事的神 

我要向祢唱新歌 

恩典憐憫每天都是新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UBC6SN5BXw


新酒新皮袋每天要賜下 

 

詩歌敬拜至 8:10 

 

 

（3）讀經-頌讚宣揚主的所是 

 

箴言 22 篇 

 

1.美名勝過大財；恩寵強如金銀。2.富戶窮人在世相遇，都為耶和華所造。3.通達人見

禍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4.敬畏耶和華心存謙卑，就得富有、尊榮、生命為賞賜。5.

乖僻人的路上有荊棘和網羅；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遠離。6.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

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7.富戶管轄窮人；欠債的是債主的僕人。8.撒罪孽的，

必收災禍；他逞怒的杖也必廢掉。9.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將食物分給窮人。

10.趕出褻慢人，爭端就消除；紛爭和羞辱也必止息。11.喜愛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

言，王必與他為友。12.耶和華的眼目眷顧聰明人，卻傾敗奸詐人的言語。13.懶惰人

說：外頭有獅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殺。14.淫婦的口為深坑；耶和華所憎惡的，必陷在

其中。15.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遠遠趕除。16.欺壓貧窮為要利己的，

並送禮與富戶的，都必缺乏。17.你須側耳聽受智慧人的言語，留心領會我的知識。18.

你若心中存記，嘴上咬定，這便為美。19.我今日以此特特指教你，為要使你倚靠耶和

華。20.謀略和知識的美事，我豈沒有寫給你嗎？21.要使你知道真言的實理，你好將

真言回覆那打發你來的人。22.貧窮人，你不可因他貧窮就搶奪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門

口欺壓困苦人；23.因耶和華必為他辨屈；搶奪他的，耶和華必奪取那人的命。24.好

生氣的人，不可與他結交；暴怒的人，不可與他來往；25.恐怕你效法他的行為，自己

就陷在網羅裏。26.不要與人擊掌，不要為欠債的作保。27.你若沒有甚麼償還，何必

使人奪去你睡臥的床呢？28.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29.你看見辦事殷勤的

人嗎？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賤人面前。 

 

1. 不計較屬世的得失，乃在乎屬靈的產業。 

 

主啊，我讚美祢。祢的指教勝過金銀的賞賜，強過世界的恩寵。是祢恩待我，賜我謙

卑的心，使我願意凡事尋求祢的面，若不是祢的保守，有誰能在世界裡不迷失，不墮

落呢？有誰能說自己是完全的呢？所以，主啊，將祢的道路指示我，好叫我和我的家，

我的國家可以遵行。叫敬畏耶和華的所蒙的福可以充滿在這塊土地上。 

 

2. 在惡事上愚昧，在善事上聰明。 

 

主啊，求祢賜給我智慧的靈，使我有受教的心。叫我在一切邪惡乖僻的事上是愚拙的，

在主看重的事上是有聰明智慧的。讓我不論在施捨錢財、公平審判、養育兒女、接待

遠人、洗聖徒的腳、救濟遭難的人....一切合主心意的事上，都能在盡心、盡性、盡意、



盡力愛主，其次要愛人如己的原則裡，於暗處留心行善。因為我要得著是主的稱讚，

不是人的讚美。我相信天上有最好的賞賜等著我。 

 

請播放詩歌：這是耶和華所定日子  

https://youtu.be/HxxPSIOk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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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壇之處有「安息」 

 

詩 132:7-8 我們要進祂的居所，在祂腳凳前下拜。耶和華啊，求祢興起，和祢有能力

的約櫃同入安息之所！ 

 

賽 11:10 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尋求祂，祂安息之所大有榮耀。 

 

詩 46:10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祭壇是爭戰最劇烈之處，卻也是最需要安息之處。主啊，求祢教導我，使我得著安息

的秘訣，如同保羅一樣能說：「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腓 4:12) 。讓我知道爭戰

得勝的秘訣就是讓祢來接手，就是知道一個事實：我的爭戰是先勝再戰的！主耶穌已

經為我得勝了！主聖靈啊，我迫切需要進入到這安息與得勝的真理中，求祢帶領，讓

我的宣告不是「信心喊話」，是「信心成就」！ 

 

2. 求主救我離開「比較」進入「跟隨」 

 

https://youtu.be/HxxPSIOkTOY


路 18:11-13 法利賽人站著，自言自語的禱告說：「神啊，我感謝祢，我不像別人勒索、

不義、姦淫，也不像這個稅吏。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那稅吏遠遠的站著，連舉目望天也不敢，只捶著胸說：「神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

人！」 

 

主耶穌，祢是我的絕對座標，找到祢，我就能定位自己、認同自己！找到祢，我就不

用再找偶像、同儕這些不可靠的相對座標了！我過去以為獻祭只要獻得「比別人好」

(我認為的好)就可以蒙悅納，我錯了！求主赦免我在獻祭的事上到處跟人比較，卻不

知要向主對齊。 

 

3. 靠神的光找到服事的道路 

 

出 40:4-5  把桌子搬進去，擺設上面的物。把燈臺搬進去，點其上的燈。把燒香的金

壇安在法櫃前，掛上帳幕的門簾。 

 

主啊，進入漆黑的會幕中，我根本分不出方向，更不用說要如何來事奉祢。祢的話語

是我的燈，「祢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使愚人通達」(詩 119:130) 。求主聖靈賜

我話語的亮光！讓我在會幕裡能知道服事的方向！讓我可以支取陳設餅的供應，更可

以走到金香壇前，找到通往幔內的道路，獻上我的禱告，進入祢的同在。 

 

播放詩歌：神是我們避難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mr2bCDxs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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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著「約」的應許全然進入主的安息。 

 

來 4:9-11 這樣看來，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留。因為那進入安息的，

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一樣。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

人學那不信從的樣子跌倒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mr2bCDxstc


賽 30:15a 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 

 

感謝主的憐憫，使我因著基督的寶血得著救贖，得以進入主約的地位中。因為在救贖

中就有主的安息，所以我要支取主話語的應許，宣告我們因著寶血能夠進入主的安息，

因著遵行主的話語，我們的土地可以進入神的安息。安息是神創造計劃的頂點，靠著

聖靈的幫助，我們的國家可以全然進入主永恆的命定中。 

 

2.跟隨基督，自卑背起十架。 

 

雅 4:6-10 但他賜更多的恩典，所以經上說：上帝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故

此，你們要順服上帝。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你們親近上帝，上

帝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哪，要潔淨你們的手！心懷二意的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

你們要愁苦、悲哀、哭泣，將喜笑變作悲哀，歡樂變作愁悶。務要在主面前自卑，主

就必叫你們升高。 

 

主啊，讚美祢！人靠著自己獻的祭永遠無法滿足天父對聖潔的標准。唯靠基督一次獻

上，就永遠獻上，我們吃喝基督的身體與羔羊的寶血，才與主的聖潔有份，可以滿足

父神的標准，所以因著基督的恩典，我們可以自卑；因為主的寶血，在祭壇那裡可以

勝過一切陰間死亡的權勢。我們宣告魔鬼在人心裡的工作全然失敗，因著神百姓的順

服與彼此相愛，牠就害怕逃跑了。 

 

3.遵行神話語，神永遠同在。 

 

詩 119:105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約 14:23 耶穌回答說：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

那裏去，與他同住。 

 

太 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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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祢的話語信實，祢的應許存到萬代，凡投靠祢的都是有福的。當我們遵守祢愛

的誡命、生命的律、聖靈的帶領及基督的永遠贖罪祭時，我們就能越過幔子進入主祢

的同在中。靠的是披戴基督，不再靠自己，以致我們可以宣告主的同在在祢的百姓當

中，這土地可以進入主應許的能力與榮耀中。 

 

請播放詩歌：主啊我們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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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10 分鐘至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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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集中火力的代禱祭司行使職任 

 

請宣讀：我們既然在全能主面前取得了「合法代禱的地位」，就不再接受任何從仇敵

來的控告、定罪攪擾，和一切試圖想破壞我們與父神之間緊密連合，各種形式分散注

意力的戰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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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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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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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的不義。 

 

四、近一週玷污事件與事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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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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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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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靠神羔羊寶血 斷開咒詛  

 

申 28:15~16「你若不聽從耶和華─你 神的話，不謹守遵行他的一切誡命律例，就是我

今日所吩咐你的，這以下的咒詛都必追隨你，臨到你身上： 你在城裡必受咒詛，在田

間也必受咒詛。 

 

主啊，我們活在一個不信靠祢的環境與社會系統下，我的家族及國家都以別神代替祢，

主啊，我們活在悖逆祢並與假神立約的光景中，我們及我們的國家領袖將自己獻於鬼

魔，使仇敵合法地用各樣心驚、癲狂、驚駭攻擊我家及這塊土地，主啊，是我允許讓

黑暗權勢來到我生命中，使我活在咒詛、死亡的泥沼中主啊，救我及我的國家！  

 

求祢賜下寶血洗淨我和我父家一切的過犯與不義，救我們脫離一切的綑綁與轄制，撤

銷所有的咒詛與邪惡之約，使我得自由。  

 

2. 靠主復活大能 驅散一切驚駭、愁苦、死亡  

 

詩 91:4-5 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誠實是大小的盾

牌。你必不怕黑夜的驚駭，或是白日飛的箭。  

 

詩 16:4 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他們所澆奠的血我不獻上；我嘴唇

也不提別神的名號。  

 

主啊，祢看見這塊土地上，還有那麼多尋死及奪人命的人，我們為此哀痛呼求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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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憐憫，讓這地的百姓從苦境中轉回，尋找生命、尋找出路、尋找真理!不再尋找死亡。

主耶穌，我們稱頌祢是永生神的兒子，並且祢已勝過死亡陰間的權勢，祢從死裡復活，

不被死亡拘禁，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斥責死亡的靈

對人心的綑綁與轄制，釋放人心追求永生的道路。  

 

3. 宣告天國的福音傳遍新西蘭，帶來這土地的拯救與幫助  

   

太 4:23-24  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裡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病

症。祂的名聲就傳遍了敘利亞。那裡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樣疾病、各樣疼痛

的和被鬼附的、癲癇的、癱瘓的，都帶了來，耶穌就治好了他們。  

   

主啊，人算什麼?人的力量有限而啟是無限的神，人的幫助全是枉然，就算再厲害的醫

生也只能醫治我的身體，卻無法救我脫離心中的監牢與綑綁，主啊，祢是醫治各樣病

症的醫生，奉主耶穌的名，主的憐憫及施恩肯求的靈臨到這地，呼求祢救我們脫離撒

旦的權下，進入神的國度與掌權之中，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天國福音的大能傳遍

新西蘭，使新西蘭百姓得拯救、得醫治與靈魂的自由。  

 

請播放詩歌：向列國宣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VGLt8BeN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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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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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建輝 Kien W. Choo  20:5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VGLt8BeN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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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 32:28  那人說：「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為你與神與人較力，都得

了勝。」 

 

願你們平安！請再自行撥出讀經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