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10-2016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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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1-12 天離地何等的高，他的慈愛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東離西有多遠，

他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他

的人！ 

  

親愛的天父，祢對我們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是超乎人的智慧所明白，越過人的情感

所認知，就好似剛學走的孩子，站起，跨出第一步，以為是自己所及，卻不知是父眼

中的瞳人，用手小心的牽著，用心細心的呵護……天父，我們獻上感謝。 

（2）詩歌敬拜 

  

羅 8:38-39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

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 

  

天父在基督所顯明的愛，不論在何時、何地、何處、何事，都不能將我們與神隔絕！ 

  

請播放詩歌：堅強的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deMOziWEqk 
  

無論或死或生或天使 

執政掌權現在或將來 

或高處低處任何受造物 

都不能將我與祢愛隔絕 x2 

Oh....Oh....Oh.... 

主祢的愛情 刻在我心版上 

眾水不能熄滅 海不能淹沒 

主祢的愛情 堅強勝過死亡 

都不能將我與祢愛隔絕 

  

我知道故事結局 

我終將從曠野出來 

是靠著我心所愛 

  

祢愛最高 祢愛最寬廣 

祢愛最深 祢愛無止盡 x4 

  
Your strong love 
Your strong lov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deMOziWEqk


It is Your strong love 
Your strong love 

  

請播放 至 8:10 

（3)讀經-頌讚宣揚主的所是 

  

腓立比書 2：5-18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

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

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

主，使榮耀歸與父神。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不但我在你們

那裡，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裡，更是順服的，就當恐懼戰兢做成你們得救的工夫。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發

怨言，起爭論，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

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
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我以你們的信心為供獻的祭物，我若被澆奠在其上，也是喜

樂，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你們也要照樣喜樂，並且與我一同喜樂。」 

  

1.讚美主耶穌基督是虛己、謙卑的神 

  

主我們讚美祢，祢如此至高、榮耀，卻不看自己所有的，為了我們，祢甚至願意捨棄

一切。讚美祢是神，卻為我們擺上一切，取了奴僕的形象。讚美主是謙謙和和、不喧

嚷、不爭競，主我們讚美祢，祢是我們謙卑的榜樣，使我們效法祢，以耶穌基督的心

為心，看不見自己，成為謙卑，不看自己所擁有的，乃是定睛在主祢身上，主我們讚
美祢。 

  

2. 讚美耶穌的名是榮耀、至高、美好的名 

  

讚美主，祢的名本為大，配得所有的讚美，在天上除了祢的名，沒有別的名，在地上

也沒有可以媲美祢榮耀名的存在，主讚美祢，祢超乎萬物之上，勝過君王和首領，因

為萬物都是祢創造的，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要來到祢面前獻上讚美、敬拜、尊崇，主的

名在全地上何奇美。 

  

3. 讚美神是在我們心中成就祂美意的神 

  

讚美主，創造萬物，做成大地的神，祢照著祢的美意，將祢的能力彰顯在宇宙、芎蒼

之中，主的大能何等可畏，讚美主將如此榮耀的美意，放在我們的心中，我們獻上所

有的讚美，高舉祢的名被尊崇，成就祢榮耀無比的心意。 

  

請播放詩歌：In Jesus nam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VsRM55_jsE  
  

我們讀經禱告宣告 10 分鐘至 8: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VsRM55_j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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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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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物不能眼瞎 我卻是斜眼瞎眼 專要以「眼見」為憑 

  

約 20:29 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主啊，求祢赦免我！在跟隨祢的路上，所有的事若不讓我親眼看見，我總是不信， 我

也無法信入，所以我不敢放膽走在還沒有看見的路上，我不敢放膽去相信，若海不分

開，我是不會先踏下去，若不符合科學證據，我就不能採信，所以我要「眼見為憑」

的生命，限制了祢在我身上的工作，也使我無法參與祢更偉大的計劃，求主改變我！

增添我信心！ 

  

2.我這祭物專以眼見為憑 專注外在祭物的樣子 順從外在風俗 

  

創 3:6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

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 

  

我們的己意就是「悅人眼目」的選擇。深淵與深淵響應；我是什麼就會挑到什麼，我

愛什麼就會被什麼吸引，我是什麼身量就只能吃什麼果子，求主赦免我總是以外在為
標準的選擇，我們只注意教會的外觀體面不體面，只注意人的穿著、裝飾、打扮、開

的名車、豪宅來斷定上帝的祝福。 

  

求主赦免我們在「外貌協會」當中，也因此跟隨這個風俗，加強這個風俗的堅固與結

構，因為我們認同並且隨波逐流，求主釋放、赦免我們。 

  

3.我這祭物專以外表論斷 重外輕內 「隨意」挑選 

  

創 6:2 神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就隨意挑選，娶來為妻 

  

求主赦免我在教會裡讀一套聖經，在世界裡做另一套方法。 

  

當我們遇見擇偶對象，當我們遇見挑選工作、所讀學校與科系，我們就會忘記神話語
的準繩，信靠世界的法則「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求主赦免我們並沒有願意全

心相信祢的話語，看重祢的法度。單單只活在主日短短的一兩個小時裡，在那段時間

做一個敬虔的乖乖牌，其他時間我們仍跪拜法老與金牛犢，活在埃及的系統裡，求主



赦免。 

  

請播放詩歌：OH THE BLOOD (in Hebrew & English) Messianic Praise and Worship 

https://m.youtube.com/watch?v=q8hrOhHnxxY 
  

請禱告至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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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赦免教會內的妥協 

  

加 2：5 我們就是一刻的工夫也沒有容讓順服他們，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們中

間。 

  

主求祢憐憫我們，我們總是說教會要有愛心、要包容、要關懷、要有祢的樣式，因為

我們也是罪人。但主我們卻分不清楚接納、包容與妥協的差別，主憐憫我們，我們接

納到一個地步已經是妥協了，求主赦免我們，赦免我們把祢的教會變成是一個妥協、

沒有除罪功能的教會，求主赦免，提醒我們的心，幫助我們辨別接納、包容與妥協的

差異，讓我們回到除罪、包容、接納人，因為我們同時需要祢的罪人，卻是依照祢的

標準，絕不妥協的教會。 

  

2.教會目光短淺，只看自己的成長，忽略神國 

  

腓 3：7-8 只是我先前以為於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不但如此，我也

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
土，為要得著基督； 

  

主，來到祢面前我承認，我只看中教會成長，我只看重人數，奉獻、小組、主憐憫我，

我看重的一切都不是祢所看重的，憐憫我，赦免我的方向跟祢的異象完全背道而馳，

赦免我口中說服事祢，其實教會的人數已經變成我服事的對象了，求主幫助我，回轉

我的眼目，看重祢的國、祢的義，主幫助我回到起初祢呼召我的那個心志，讓我看重
靈魂、生命，看重祢的讚許勝過世界的讚美。 

  

3.求主幫助我們回想從哪裡跌倒的，使我們從新再來過 

  

啟 2：4-5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所以，應當回想你
是從哪裡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裡，把你

的燈臺從原處挪去。 

  

求主聖靈幫助我們，這是祢聖靈用大能的雙手建立的教會，是祢榮耀的居所，為彰顯

祢的榮耀所建造的，主憐憫我們有許多的不足，我們走叉了路，求主幫助我們，回到

https://m.youtube.com/watch?v=q8hrOhHnxxY


我們走錯路的地方，再給我們一次機會，使我們回到祢面前，繼續為主而活，繼續為

主發光，聖靈，求祢時刻提醒我們，幫助我們檢視自己，是不是又有走錯路的狀況，

讓我們時刻都與祢同行，使祢的教會再一次發出祢榮耀的光輝、祢聖靈同在的大能。 

  

請播放詩歌：教會啊你要興起 

 https://youtu.be/MJTn8GJdF6s  

  

請禱告 15 分鐘至 8:40 

（6）集中火力的代禱 祭司行使職任 

  

為青年「未來感到茫然」來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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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 4 成年輕人 對未來感到茫

然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210060012-1.aspx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 

(1).有 44%的 15 到 29 歲的年輕人，對自己的未來感到茫然、不明確；甚至一點方向

也沒有。 

(2).同時也出現了月光族、窮忙族等名詞，形容年輕人生活的辛酸。 

  

"請用祭司第一人稱悔改禱告" 

  

1. 年輕人對未來感到茫然，沒有明確的方向---為新西蘭教育體制與年輕人沒有異象禱

告 

  

箴 29:18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 

  

神啊，求祢赦免我，長期漠視新西蘭教育體制的問題，學術單位只教導年輕人追求知

識就是財富，卻沒有教導如何規劃人生的道路，導致青年世代對於未來茫然沒有盼望，

新西蘭正朝向「高文憑階段」邁進。 

  

神啊，赦免我們以學歷代表財富的象徵，以為讀越高就有好的工作或好的出路，出了

社會卻常抱怨工作太累或沒有工作機會，神啊，求祢調轉年輕人的眼目，不被世界綑

綁，學習靜默等候祢，禱告尋求方向，謙卑學習，在祢話語中尋求異象，走出蒙福人

生。 

  

2. 新西蘭的政府決策及經濟政策---為新西蘭的執政掌權者有智慧的管理這地 

  

腓 4:19 我的 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裡，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代上 29:12 豐富尊榮都從你而來，你也治理萬物，在你手裡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強

https://youtu.be/MJTn8GJdF6s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210060012-1.aspx


盛都出於你。 

  

神啊，祢赦免我的口舌，面對政府的對於經濟的政策或決策感到失望時，只有謾罵與

嘲諷，卻忘記祢是賜人資財豐富使人能以享用的上帝。赦免我只追求自己的權力，求

祢保守新西蘭的政府官員與經濟學者們有智慧面對經濟挑戰、通貨膨脹、貧富差距、

失業率等問題，求主賜福在我們國家領袖有從神來的智慧應變，也求主赦免我只追求

名利，求祢讓新西蘭各個企業的老闆有正確的判斷，使政府有遠見有謀略，讓各企業

相互合作，使新西蘭的經濟發展有正確的方向。 

  

播放詩歌：凡事都能做 

https://youtu.be/5SpvP4VRzvw  
  

請禱告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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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6）來爭戰禱告： 

  

1.主對每個人的命定，都要被發現 

  

奉耶穌的名宣告，主開我們信心的眼，使我們看見、知道祢對我們的呼召，因為這份

呼召是祢放在我們裡面的，我們必有熱情、動力、恩賜在這份呼召上，奉主的名宣告，

我們都要看見，都要清楚明白神的心意，沒有蒙蔽的、沒有瞎眼的，只有完成神託付

使命的國家、族群、百姓。 

  

2.釋放神的治理能力在執政團隊上 

  

奉耶穌的名宣告，我們的執政團隊要依靠神、尋求神，讓主的能力充滿在執政團隊上，

我們的政府所作所為，都是依靠神的智慧，是有從神來的啟示而做的，奉主耶穌的名
宣告，我們的執政團隊依靠神行事，必能讓人看出這個執政團隊是不一樣的，依靠神

而做的決策是有別於一般人的、是備受祝福的，像這樣的執政團隊，有神的靈在他們

裡面，豈能找的著呢？ 

  

3.釋放信心、盼望在青年世代當中 

  

羅 4：17-18 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作我

們世人的父。如經上所記：我已經立你作多國的父。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因信仍有

指望，就得以作多國的父，正如先前所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 

  

奉耶穌的名宣告，神是我們的盼望，雖然還沒看到，但我們憑信心宣告，我們要經歷

神榮耀的作為。奉耶穌的名宣告，在三低的世代當中，我們要因著神經歷三高，高就

業在神的國度、享受高工資及高成就。奉主耶穌的名宣告，我們學習亞伯拉罕的信心，

就是在這種環境中，我們也宣告，這些事已經發生了，主釋放信心及盼望在我們當中。  

https://youtu.be/5SpvP4VRzvw


  

請播放詩歌：Follo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DXlKMqlA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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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祝禱 

  

今天禱告即將結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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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57:3 那要吞我的人辱罵我的時候，神從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發出慈愛和誠實。  

  

願你們平安！請再自行撥出讀經和靈修時間！ 

  

  

【感謝台灣轉化團隊，以上禱告詞是他們提供，我們配合新西蘭情況而修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DXlKMqlA2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