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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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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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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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至 06:02 

（2）詩歌敬拜 

耶穌我的救主！當我信靠祢的那一天起，我的生命跨越了一個全新的里程碑，我裡面有一種真平安！更有一

份滿足的喜樂！這樣的平安和喜樂是高過環境的！真是何等寶貴又奇妙的恩典！主耶穌啊！我真感謝祢。 

 

播放詩歌：Happy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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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偉大的那一天 

從死亡中 祢拯救了我 

來歡呼 耶穌祂活著 

空十字架和空墳墓 

勝過死亡 永活的生命 

來歡呼 耶穌祂活著 祂活著 

Oh happy day happy day 

祢洗淨我的罪 

Oh 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變 

永遠不再一樣 

 

當我站在祢面前 

我終於 完全得自由 

我屬祢 耶穌祢屬我 

止不住 平安喜樂 

在世上 痛苦將過去 

來歡呼 耶穌祂活著 祂活著 

 
Oh happy day happy day 

祢洗淨我的罪 

Oh 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變 

永遠不再一樣 

 

喔 何等奇妙恩典 

何等榮耀作為 

主祢拯救我 

喔 何等奇妙恩典 

何等榮耀聖名 

耶穌 

詩歌敬拜至 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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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讀經-頌讚宣揚主的所是 

1. 帶著盼望 向主唱新歌 

 

詩 96:1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 

 

詩 98:1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因為祂行過奇妙的事；祂的右手和聖臂施行救恩。 

 

親愛的主，祢是使我有盼望的主，不論經過何等景況，祢始終對我不離不棄，並且一再地向我顯明祢的信實！

在祢裡面不致絕望，也從不失望。我因著祢所行過奇妙的事，並祢所施展的救恩，每天都要到祢面前，向祢

唱新歌！哦，主啊，祢就是我的詩歌，祢配得我一生不住地歌頌、讚揚，神哪，我要高舉祢的名！ 

 

2. 帶著信心 進入新的一天 

 

申 33:25  你的門閂是銅的，鐵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詩 84:10-12  在祢的院宇住一日，勝似在別處住千日；寧可在我神殿中看門，不願住在惡人的帳棚裡。因為

耶和華  神是日頭，是盾牌，要賜下恩惠和榮耀。祂未嘗留下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萬軍之耶和

華啊，倚靠祢的人便為有福！ 

 

神哪，既然祢已經應許，「日子如何，力量如何」，我就一無掛慮地帶著信心進入新的一天，主啊，我相信

祢要作我的日頭和盾牌，祢必賜下恩惠和榮耀！我要竭力保守我的正直，天天活在祢面前，時時倚靠祢，因

為我知道，祢未嘗留下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主啊，我要大大地稱讚祢！ 

 

請播放詩歌：主 祢是我最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3Re-IQGg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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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司當純一清潔，我卻仍喜愛罪中之樂  

 

林後 11:3 我只怕你們的心或偏於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純一清潔的心，就像蛇用詭詐誘惑了夏娃一樣。  

 

主啊，赦免我的心會偏於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時而任性使肉體舒暢、享受心所樂的，明知有違主

話語，仍止不住腳步，眼目的情慾、肉體的情慾、今生的驕傲，仍然對我有影響力，求主保守我的心持守真

道，靈裡剛強勝過肉體的聲音。  

 

2. 祭司當對生活知足，對天上基業渴慕  

 

腓 4:11 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我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3Re-IQGgCc


西 3:2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彼前 1:4 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  

 

求主赦免我為問題憂慮，為不足禱告，卻沒有為天上的事渴慕更多、付出更多、尋求主更多，求主赦免我思

念地上的事，多過思念上面的事；求主幫助我有衣有食就當知足，作一個以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的人，

為天國的實現更多擺上生命。  

 

3. 祭司當以神的愛為根基，不再尋求人的愛替代  

 

約 15:9 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裏。  

 

主的愛使人心裡的空缺被補足被醫治，主的愛沒有條件、永遠不變，主的愛使人與父神和好、與自己和好且

與人和好，主的愛使人明白愛、學習愛、主的愛是生命的根基，祭司要常在主的愛裡！  

 

求主赦免我顛倒次序，想尋求人的愛補滿心裡的空缺，想尋求人的愛感受自己是被愛的，想尋求人的稱讚認

定自己的價值，求主除去我的蒙蔽！  

 

請播放詩歌：主啊我們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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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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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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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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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教會不再耽溺於四牆之內，不再作自我中心的基督徒華麗遊艇，教會要作救生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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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祢的心中的

負擔。  

 

3. 求主興起教會成為能夠打仗的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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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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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作祢的見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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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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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為著祭司和教會持守在上帝的心意中，迫切禱告！  

 

1. 祭司要領受基督的純一清潔、內裡誠實  

 

林後 11:3 我只怕你們的心或偏於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純一清潔的心，就像蛇用詭詐誘惑了夏娃一樣。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我們宣告：屬神的祭司要在每天所面對的第一場戰役－心思之戰中，靠主成為常勝軍！

主耶穌在曠野以神的話語擊退曲解真理的撒但，在客西馬尼園以順服勝過悖逆的撒但，從墳墓裡出來勝過掌

死權的撒但！我們跟隨基督的人，要帶著基督的純一清潔、內裡誠實，在心思戰場上經歷這樣的得勝！哈利

路亞！  

 

2. 基督的教會要恢復傳講「純正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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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羅也作了這福音的執事。  

 

奉主耶穌的名，教會要除去這世上似是而非的混雜，主的道如同水一般洗淨祂的教會！神羔羊的寶血要解去

教會所中的毒，我們要在所信的道上恆心持守，信從、順服純正的真理！主啊，我們不再按著我們的私慾把

福音複雜、稀釋了，我們要起來傳揚「這『天國』的福音」，是有君王掌權的福音，是有國度法則的福音，

是充滿永恆榮耀的福音！阿們！  

 

3. 神的兒女當「以神為樂」  

 

詩 37:3-4  你當倚靠耶和華而行善，住在地上，以祂的信實為糧；又要以耶和華為樂，祂就將你心裡所求的

賜給你。  

 

羅 5:11  …我們既藉著我主耶穌基督得與神和好，也就藉著祂以神為樂。  

 

主耶穌啊，我們藉著祢與神和好了，就必要藉著祢以神為樂！從此，我們心裡所求的，就不再是這個世上所

標榜的，我們也就不再汲汲營營於「地上的事」。神哪，當祢的兒女全然轉向祢，「以耶和華為樂」，祢就

要將我們心裡所求的賜下，主啊，我們所求的是祢的國！祢的義！求主成全！阿們！  

 

請播放詩歌：Blessed Is The Lord 頌讚歸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9MdtDlpNr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iL_DF6RJi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9MdtDlpN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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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d God Of Abraham - Paul Wilbur https://m.youtube.com/watch?v=E4T8XKxSOzw  

 

1.  祢是以色列選民 與應許之地永遠的保護  

   

詩 121:4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  

   

保護以色列不打盹不睡覺的神啊，求主看顧保守主自己的產業，如保護眼中的僮人；仇敵從ㄧ條路來，必從

七條路轉背逃跑，以馬內利的神必與以色列同在，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充滿以色列全地 和百姓中。  

             

2.  神救祂的選民必救到底。  

   

亞 8:7-8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從東方從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領他們來，使他們住在耶路撒冷中。他

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都憑誠實和公義。  

   

親愛的天父，我們憑著祢的誠實和公義宣告祢的應許：東方、西方的猶太子民必救回！奉主耶穌彌賽亞的名，

我們宣告：萬軍之耶和華必要將世界各處救回，他們必住在耶路撒冷中，作神的子民！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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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晨禱即將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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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要按公正審判眾民。  

 

願你們平安！請再自行撥出讀經時間！我們週五見！ 

https://m.youtube.com/watch?v=E4T8XKxSOz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