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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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奉主耶穌的名開始今天的晨禱！用自己的言語 向神發出問安！（2 分鐘）！ 

  

神啊！我要思念祢的慈愛，數算祢的恩典，滿心感謝。祢是為我成就諸事的神，我讚美祢。 

  

神啊！因祢的救恩我們的快樂何其大。祢將尊榮威嚴加給我們，我們在祢面前歡喜快樂。神啊，

願祢因自己的能力顯為至高，我們要唱詩歌頌祢的大能。 

  

禱告至 06:02 

（2） 詩歌敬拜 

  

賜我生命的父神，統管宇宙的大君王，我活著為要敬拜祢！祢是我生命的初，我生命的終，我

一生要向祢歌唱，我永遠屬於祢！ 

  

播放詩歌：祢是全能神 3.5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Q0IFM74wfI 

  

無人能形容  

祢所賜奇妙大愛 

祢偉大作為  

世上無人能相比 

祢信實的愛  

眷顧我一切所需 

我高聲宣揚  

唯有耶穌是救主 

  

祢是全能神  

榮耀的救主 

在寶座上祢統管萬有 

祢是全能神  

榮耀的君王 

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 

  

請播放 2 次 至 06:10 

（3） （3）讀經-頌讚宣揚主的所是 

  

詩篇 2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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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耶和華羅以的神 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 

  

主是我的牧者，在我人生的每一個階段祂及時無誤的供應我一切的需要，祂帶著牧者的心腸細

心呵護屬祂的羊，並且祂的供應在基督裡是榮耀豐滿全備的，使我的生命得更新醫治，使羊得

健壯飽足並且進入昌盛的生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Q0IFM74wfI


  

2. 讚美祂是為我捨命的牧者 

  

因著祂捨下祂的愛子耶穌，呼召我進入在祂愛子裡的安息，過去隨從世界罪惡的道路走，使我

的靈魂深陷枯乾疲乏無水之地的光景，而祂為了祂名的緣故，甦醒我的靈魂，賜下赦罪的平安

並澆灌聖靈的恩惠，將生命的活水賜給我，引領我走在公義聖潔的道路上。 

  

3. 讚美祂的心意是要我們一生一世得著恩惠與慈愛 

  

因著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贖工作，我可以向仇敵誇勝，一切咒詛、貧窮、 罪惡、死亡

的鎖鏈都斷開了！在仇敵面前，神用豐盛、平安、喜樂、榮耀為我擺設宴席，用油膏我的頭，

挪去了我一切的羞愧，使我抬起頭來，並呼召我成為聖潔的祭司進入祂的同在居所敬拜服事祂。 

  

請播放詩歌：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生命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c8uSxTzIgM 

  

我們讀經禱告宣告 10 分鐘至 06:2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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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赦免我沒有時刻儆醒，壇上的禱告有時火熱，有時枯竭 

  

利 6:12 壇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燒著，不可熄滅。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燒柴，並要把燔祭擺在

壇上，在其上燒平安祭牲的脂油。 

  

主啊，赦免我在這禱告的祭壇上沒有時時將火點燃，有時火熱，充滿對國度、靈魂的負擔與熱

情；有時卻靈裡枯竭，毫無任何啟示，只是口中絮絮叨叨，堆疊著各樣的宗教字句，卻無法感

受到全然經歷被主的靈浸透的釋放與自由！ 

  

祢知道我的軟弱，我心裡固然願意，時常立志，但肉體卻軟弱了、靈卻沉睡了，求神的靈來更

新我，提升我靈到更高更高的層次，使我的禱告更進深，能與深淵相應！ 

  

2. 求赦免我這祭物徒有留肉體的敗壞和渣滓，而非生命馨香之氣 

  

創 8:21 耶和華聞那馨香之氣，就心裡說：「我不再因人的緣故咒詛地（人從小時心裡懷著惡

念），也不再按著我才行的滅各種的活物了。 

  

主啊，我將我這祭物帶到祢面前，求拔除我外面的皮毛，我各樣的裝飾與防衛，處理我的頭，

就是我的思想、情感、意志；處理我的腿，就是我任何的決定與行動，我沒有真正分別，求用

祢的聖靈如火焚燒我魂的邪情與私慾！我所有的一切都要在祭壇上被燒毀，只存留那馨香之“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c8uSxTzIgM


達到神面前。是的主！唯有我生命的氣息能到祢面前，我要用我的生命氣息來服事祢；用祢的

話語拆毀我，挪去我自己的打算，挪去我為自己的外在虛偽裝飾，模塑我的生命。 

  

3. 求赦免我這祭司沒有以「心靈與誠實」來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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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赦免我這祭司充滿血氣，在我的敬拜找不到一絲“心靈與誠實”的成分，赦免我如同裝飾漂亮的聖

誕樹，外掛太多太多外在體面的、討人喜悅的、悅人眼目的東西，卻忽略了敬拜的核心本質，

才是主所看重的，赦免我未將心真正歸給祢！赦免我服事的動機裡面有太多摻雜！ 

  

請播放詩歌：全然為祢 

https://youtu.be/FcEwLmR78jQ 

  

禱告 10 分鐘至 06:3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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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赦免教會沒有以祢為首位，反倒以人為設立的行政架構，取代了聖靈主導的工作 

  

弗:22-23又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使祂為教會作萬有之首。 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

所充滿的。 

  

聖靈！祢就是建立教會的主，感謝主應許教會，可以奉祢的名、倚靠祢的大能大力，來傳講福

音、醫治服事各樣病症的人，釋放靈性被綑綁、受壓制的人，並且耶穌應許我們能做比祂所做

的更大的事。 

  

但事實上我們往往只在神學的知識裡知道神的應許的和恩典，卻極少真實經歷聖靈的大能；赦

免我們(過度)仰賴人為的制度和行政架構來經營、管理教會，認真學習各樣的牧養策略和方法，

卻不讓聖靈來主導教會的發展，也沒有求問聖靈，尋求聖靈的感動和引導！ 

  

求主赦免我們以人為的工作和掌控取代了聖靈的工作，赦免我們沒有讓聖靈居首位，沒有按著

聖靈的意思做宣教、差派的工作！赦免我們在教會中只看到人的努力，卻沒有看到聖靈大能的

彰顯，經歷悔改復興的靈火降下來！ 

  

2. 求赦免教會沒有渴慕真理、天天查考真理！ 

  

徒 17:11 這地方的人賢於帖撒羅尼迦的人，甘心領受這道，天天考查聖經，要曉得這道是與不

是。 

  

提後 3:16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主啊，教會若離開祢的啟示和教訓，沒有扎根在祢的真理上，就會軟弱無力，如同漂浮的浮萍，

靈魂無定所；又如無錨的船沒有定向，一遇艱難、逼迫和引誘，生命就隨流失去，在世界浪潮

的衝擊下，載浮載沉，毫無招架之力！ 

  

求主在我們裡面動善工，開我們的心竅，使我們能明白真理和啟示；賜下飢渴慕義的靈來澆灌

充滿祢的教會，讓我們天天因研讀、查考主的話語，靈裡得飽足；讓教會以真理的帶子束腰，

https://youtu.be/FcEwLmR78jQ


揮舞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rhema)，高舉真理的旌旗，宣揚神的至高的名，天天傳揚祂的救

恩！ 

  

3. 求赦免教會輕忽門訓和成全眾聖徒的工作，沒有裝備眾聖徒成為神恩賜的好管家 

  

提前 4:14 你不要輕忽所得的恩賜，就是從前藉著預言、在眾長老按手的時候賜給你的。 

  

提後 1:6 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主啊，赦免我們身為教會的牧者和領袖的人，沒有按照神的心意和計劃來建立教會，我們把眼

光停留在服事個人層面的需要上，卻輕忽建造教會、栽培門徒的工作。赦免我們未能有計畫的

栽培神國工人，未積極裝備成全眾聖徒成為神恩賜的管家，也沒有擴張提升肢體的眼光看見主

更大更榮耀的事，也未鼓勵他們為了實現神在祂們身上的命定和委任而活。 

  

赦免我們的目光短淺，心腸狹窄，沒有異象，赦免我們是心裡迷糊的百姓，竟然不曉得神在教

會的作為，也沒有活出與主榮耀恩召相稱的生命！求主使我們的心意回轉，將教會眾肢體的恩

賜再次如火挑旺起來，起來服事主和祂時代性的心意，讓教會的影響力擴張到社區、職場和城

市中！ 

  

  

請播放詩歌：住在祢裡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CL6DJmIYLI 

  

請禱告至 06:40 

（6） （6）集中火力的代禱 祭司行使職任 

  

為「國家命定」與「政治治理的柱子」禱告！ 

  

1. 宣告神是新西蘭的主，祂是建立、成就新西蘭命定的創始成終者 

  

詩 127:1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

枉然警醒。 

  

聖潔、榮耀、大有權柄能力的大君王，新西蘭的主，我們的神，無論新西蘭今日如何，都是新

西蘭進入永恆命定當中的一個台階，祢的美意本是如此。祢定意要新西蘭完成的，祢必做成，

否則我們就算使盡氣力，也無法成就任何工程。 

  

我們要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一切抵擋新西蘭進入命定的黑暗權勢都要潰敗，一切不屬於神

的工程都要拆毀、傾覆；宣告唯獨主祢的真理要在新西蘭放光，一切綱紀在祢的真光中都要歸

正。我們歡迎祢在新西蘭掌權到永遠，新西蘭每一個城門要為祢而開！ 

  

2. 宣告主萬事都能做，祂對新西蘭的計劃不能攔阻 

  

伯 42:2 我知道，祢萬事都能做；祢的旨意不能攔阻。 

  

神啊，新西蘭不是政治的籌碼，是祢賜給我們的產業，是祢手中的工。調動萬有的神，宣告新

西蘭所發生的一切、所有的結果都不能攔阻 神在新西蘭的計劃！ 

  

3. 宣告主門訓新西蘭的教會，引導我們能按著祂的心意行，指引我們命定的道路。 

  

詩 33:17 靠馬得救是枉然的；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CL6DJmIYLI


  

賽 55:12 a 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平平安安蒙引導。 

  

主啊，謝謝祢教導新西蘭的教會，不要倚靠馬的力大，不要倚靠兵多得勝，讓新西蘭教會資源

用在正確的道路。赦免我們，過去時常盤算教會在歷史政治中的定位，但教會更應該在乎的是

在白色大寶座前的末日的定位，求主調整我們的目光焦點，顧念的是那永恆的天上基業！ 

  

請播放詩歌：How great is our Go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5qDljEw7Q 

  

請禱告至 06:5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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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告敬畏耶和華的靈要澆灌在新西蘭 

  

賽 11:1-5 從耶西的本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 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

他有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 他必以敬畏耶和華為樂；行

審判不憑眼見，斷是非也不憑耳聞； 卻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以正直判斷世上的謙卑人，以口

中的杖擊打世界，以嘴裡的氣殺戮惡人。 公義必當他的腰帶；信實必當他脅下的帶子。 

  

奉主的名宣告：聖靈要挪去新西蘭百姓的石心，賜下肉心。以公義的靈及澆灌焚燒的靈潔淨新

西蘭百姓的罪汙，所有抵擋真理的自高之事，都要完全的拆毀。賜下敬畏耶和華的靈，使百姓

遠離偶像歸向耶穌。奉主名宣告，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在新西蘭每個角落，聖靈要將

認識耶穌基督的知識啟示在新西蘭的百姓心裡。教會要興起，宣揚唯有耶穌是主，教會要活出

福音的大能，吸引眾百姓歸向祂。 

  

2. 宣告新西蘭的政權治理擔在耶穌的肩頭上 

  

賽 9:6-7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上；他名稱為奇妙策

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

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奉主名宣告，君王耶穌是擔當新西蘭治理權的那位，我們尊崇祢為王，願祢設立寶座在新西蘭。

祢是奇妙的策士，賜下公義的謀略給我們國家的執政團隊，叫一切所擬定的政策與祢的心意對

齊，指教我們國家行公義，好憐憫，謙卑與神同行。我們宣告祢是和平君王，澆灌和好的靈在

我們各族群之間，一切撕裂新西蘭的惡謀都要離開。我們宣告祢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在創

世之前祢已設立新西蘭的命定， 父啊！緊緊的擁抱新西蘭，帶領我們走進祢對新西蘭的計畫。 

  

3. 宣告主要在新西蘭的政治治理興起古列，為祂的旨意效力 

賽 45:1-3 我─耶和華所膏的古列；我攙扶他的右手，使列國降伏在他面前。我也要放鬆列王的

腰帶，使城門在他面前敞開，不得關閉。我對他如此說： 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嶇之地。我

必打破銅門，砍斷鐵閂。我要將暗中的寶物和隱密的財寶賜給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

我─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奉主的名宣告，為祢旨意效力的古列要被興起。為新西蘭的執政團隊束起真理的腰帶，使他們

能辦別真理與謊言。修平他們腳下的道路，使謊言、詭詐、貪婪、驕傲、悖逆神的大小石頭被

挪去，我們要踏上公義聖潔的大道。聖靈要開啟他們屬靈的眼睛， 一切眼瞎心盲的遮蔽物都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5qDljEw7Q


脫落，好能看見祢賜給新西蘭隱密的財寶。宣告祢大能的膀臂要攙扶新西蘭的執政團隊，打破

凡阻礙新西蘭命定的銅門、鐵閂。奉主名宣告：父神對新西蘭的所是，在基督裡必充充足足的

成就。 

  

  

請播放詩歌：啟示錄之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pYQyn4KIF4&feature=youtu.be 

  

請禱告至 06:5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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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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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28:7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裡倚靠祂就得幫助。所以我心中歡樂，我必用詩

歌頌讚祂。 

  

願你們平安！請再自行撥出讀經時間！我們週五晨禱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pYQyn4KIF4&feature=youtu.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