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11-2017 

（1） 問安 

 

耶穌基督在眾教會大家庭中的每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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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的上帝，慈悲的父神，我生命的救贖主！我要將我口中的言語、心裡的意念在祢

面前陳明。 

 

詩 19:14 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啊，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裡的意念在祢面前

蒙悅納。 

 

詩 38:9 主啊，我的心願都在祢面前；我的歎息不向祢隱瞞。 

 

詩 86:8 主啊，諸神之中沒有可比祢的；祢的作為也無可比。 

 

利 18:5 所以，祢們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著。我是耶和華。 

 

祢是偉大的神，諸神之中沒有可像祢的！全地都要遵行祢的旨意，唯有祢的旨意是使

我們長久存活的，遵行祢旨意的定要十分昌盛！十分穩妥！ 

 

禱告至 8:02 

 
 
 

（2）詩歌敬拜 

 

主啊，諸神之中沒有可比祢的；祢的作為也無可比。無一人能與祢相比，所有榮耀都

歸於祢。  

 

請播放詩歌：尊貴全能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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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真神祢掌權 

祢的慈愛永遠長存 萬民都來尊崇祢聖名 

世上萬有屬於祢 祢的慈愛永遠長存 

榮耀的名直存到永遠  哈利路亞，尊貴全能神 

天地萬有都會滅沒 唯有祢永遠不改變 

哈利路亞，聖潔全能神 無一人能與祢相比 

所有榮耀都歸於祢  宣告祢國度降臨 

祢旨意成全這地 興起祢所選子民 

高舉祢榮耀的名 

 

詩歌敬拜至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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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讀經-頌讚宣揚主的所是 

 

頌讀箴言 28 篇，以下列幾段經文來讚美、稱謝主豐盛的應許 

 

1. 離惡行善者必蒙主憐恤，常存敬畏者便為有福 

 

V1、3 惡人雖無人追趕也逃跑；義人卻膽壯像獅子。窮人欺壓貧民，好像暴雨沖沒糧

食。 

 

V9-10 轉耳不聽律法的，他的祈禱也為可憎。誘惑正直人行惡道的，必掉在自己的坑

裡；惟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 

 

V13-14 遮掩自己罪過的，必不亨通；承認離棄罪過的，必蒙憐恤。常存敬畏的，便為

有福；心存剛硬的，必陷在禍患裡。 

 

2. 遵守主令者為智慧之子，尋求耶和華的必明白公義之道 

 

V4-5 違棄律法的，誇獎惡人；遵守律法的，卻與惡人相爭。壞人不明白公義；惟有尋

求耶和華的，無不明白。 

 

V7 謹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與貪食人作伴的，卻羞辱其父。 

 

3. 誠實得財倚靠主必得豐裕，憑智慧行事必蒙主拯救 

 

V19-20 耕種自己田地的，必得飽食；追隨虛浮的，足受窮乏。誠實人必多得福；想要

急速發財的，不免受罰。 

 

V22 人有惡眼想要急速發財，卻不知窮乏必臨到他身。 

 

V25-27 心中貪婪的，挑起爭端；倚靠耶和華的，必得豐裕。心中自是的，便是愚昧人；

憑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賙濟貧窮的，不致缺乏；佯為不見的，必多受咒詛。 

 

請播放詩歌：豐盛的應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0hRVmoYv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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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0hRVmoYv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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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司當更深的悔改，好在基督裡得潔淨  

 

出 30:20 他們進會幕，或是就近壇前供職給耶和華獻火祭的時候，必用水洗濯，免得

死亡。  

 

主，每次來到祢面前都當悔改，但我的心卻對悔改疲乏，想說還要悔改多久、還有多

少罪可認、每次似乎都差不多…；主，求祢赦免我輕看悔改的意義與果效，赦免我輕

忽來到祢面前的腳步，赦免我仍在罪中卻沒有能力回轉…；主啊，求祢赦免，用基督

的寶血潔淨並遮蓋，憐憫我這罪人中的罪魁。 

 

2. 祭司是專職，無法替代或委外  

 

出 30:15 他們為贖生命將禮物奉給耶和華，富足的不可多出，貧窮的也不可少出，各

人要出半舍客勒。  

 

主，赦免我總衡量我能做什麼、我要做什麼、我能得什麼、我要放掉什麼…將「我」

擺在前，隨己意選擇，忘了祢才是主，而祢的話語早已定準一切；主，祢為每個人都

付上的同等的贖價，每人都該將自己的那份擺在祢面前，不論恩賜、才幹、能力…的

大小，求祢甦醒我心，祭司是專職，讓我不再逃避、拖延、委外…，願將自己的那份

獻上，且是日日獻上，歸於我的主，我的神。  

 

3. 祭司當將榮耀全然歸主  

 

可 14:3 耶穌在伯大尼長大痲瘋的西門家裡坐席的時候，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至貴的

真哪噠香膏來，打破玉瓶，把膏澆在耶穌的頭上。  

 

主，赦免我們常將香膏帶去職場、家庭、社區…卻倒在人的身上，說人好、說人棒，

卻不知已竊取那本當歸祢的榮耀；主啊，祢是我的神，求祢教導我如何將榮耀全然歸

祢，不論到那都將香膏唯獨抹在基督的身上，成為述說祢榮耀之處，見證我神是獨一

的真神。 

 

請播放詩歌：求主為我造清潔的心  

https://youtu.be/wXEjzwjFk0k  
 

請禱告至 8:30 

 
 
 

（5） 披戴基督、在基督裡誇勝 

https://youtu.be/wXEjzwjFk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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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羔羊的血和主的道 得潔淨 

 

神哪，我知道「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唯有羔羊寶血可以潔除我的罪污，並將我心

中天良的虧欠灑去！我要用信心支取神羔羊的寶血！神哪，我也不再追求世界的價值

觀，求主用祢的話語來潔淨我的心思，轉化我的邏輯，我要常在主的裡面，主的道要

修剪我的生命，使我結果子更多。 

 

2. 效法基督 忠於職任 順服且專注 

 

路 2:49 耶穌說：「為什麼找我呢？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嗎？」 

 

約 9:4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 

 

主耶穌基督，祢是永生上帝的兒子，祢也是先知書上所指的那位忠僕，甘心順服，並

且極其專注，殷勤做工。主啊，祢忠於職任，不負父神的委任，至終當祢必須將自己

獻上的關鍵時刻，祢也不眷戀自己手上的工作，全然捨己。我要起來效法祢，忠心順

服。求主幫助。 

 

3. 學像耶穌 謙卑柔和 榮耀全歸主 

 

太 11:29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

安息。 

 

主啊，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祢的，我所願意獻上的，都出於祢，我起心動念要來事奉祢，

也是祢在我心裡動善工的結果。主啊，在祢面前，我只有敬畏，只有感恩，在祢面前，

我一無自誇，我將一切榮耀都歸給祢！主耶穌，我要起來負祢的軛，學祢的樣式，求

帶我進入祢的安息。 

 

請播放詩歌：我美好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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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至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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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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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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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周玷污事件與事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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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E-n8wkQ_1Xc  
 

請禱告至 8:50 

 
 
 

（7）宣告爭戰得勝--教會拿起神給我們的權柄 

 

https://youtu.be/E-n8wkQ_1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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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後 3:1-5  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

自誇、狂傲、謗讟、違背父母、忘恩負義、心不聖潔、無親情、不解怨、好說讒言、

不能自約、性情兇暴、不愛良善、賣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大、愛宴樂、不愛神，

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這等人你要躲開。 

 

我們按著以上經文，為末後失喪的世代持續加強禱告，爭戰奪回！ 

 

1. 打破「自我中心」的人際模式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我們打破這個世代當中錯謬的人際互動模式，一切專顧自己、自

私自利的自我中心式思維要被打破，自我標榜、自誇狂傲的氣焰要止息！彼此相顧相

惜的大社群觀念要被高舉，基督耶穌捨己利他的思想，要在這個世代全然得勝！ 

 

2. 拔除「萬惡之根」－貪財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我們拔除累代以來萬惡的根源，讓一切貪愛錢財、忘恩負義的光

景不再，整個世代要能辨明發展經濟與貪財逐利之間的區別，明白經濟乃關乎屬神的

治理。奉主耶穌的名，打破一切盲目的追求與恐慌式的經濟操作！人們不再因為追隨

財利而忘恩負義、賣主賣友。 

 

3. 除去「兇暴邪惡」的血氣模式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我們宣告神羔羊的寶血除去這世代的血氣反應模式，社會上一切

性情兇暴、不愛良善的惡俗要被廢止，特別所有與拜偶像相關的血氣衝突鬥毆，我們

都要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綑綁黑暗權勢，神的兒子顯出來，除滅魔鬼的作為！人心要

甦醒，羨慕良善，敬畏真神。 

 

請播放詩歌： 轉化我國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R_DP74Pf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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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R_DP74Pf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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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禱告即將結束了！ 

 

我們也一起來守望耶路撒冷 為她求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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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3:1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 

 

願你們平安！請再自行撥出讀經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