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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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68:19 天天背負我們重擔的主，就是拯救我們的神，是應當稱頌的！（細拉） 

 

詩 71:8 祢的讚美，祢的榮耀終日必滿了我的口。 

 

詩 96:2 要向耶和華歌唱，稱頌祂的名！天天傳揚祂的救恩！ 

 

詩 145:2 我要天天稱頌祢，也要永永遠遠讚美祢的名！ 

 

主啊！我感謝祢，祢天天背負了我的重擔。因此我要天天稱頌讚美祢，天天傳揚祢的

救恩！惟有祢配得我們時刻獻上感謝，我也要終日述說祢奇妙的作為！哈利路亞！ 

 

禱告 8:02 

 

 

 

（2）詩歌敬拜 

 

哈利路亞！一切榮耀都歸給永遠坐在寶座上的神羔羊！我的救主，我要歡呼喜樂來敬

拜祢，稱頌祢至高至大的聖尊名－耶穌基督復活主！ 

 

請播放詩歌：前來敬拜  

https://youtu.be/LESo18TfBPQ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前來敬拜永遠的君王，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大聲宣告主榮耀降臨。 

 

榮耀尊貴， 

能力權柄歸於祢， 

祢是我的救主， 

我的救贖， 

榮耀尊貴， 

https://youtu.be/LESo18TfBPQ


能力權柄歸於祢， 

祢是配得， 

祢是配得， 

祢是配得我的敬拜。 

 

榮耀尊貴，美麗無比， 

神的兒子，耶穌我的主， 

榮耀尊貴，美麗無比， 

神的兒子，耶穌我的主。 

 

詩歌敬拜至 8:10 

 

 

 

（3）讀經-頌讚宣揚主的所是 

 

我們一起誦讀：詩 130 篇 

 

1（上行之詩。）耶和華啊，我從深處向你求告！2 主啊，求你聽我的聲音！願你側耳

聽我懇求的聲音！3 主─耶和華啊，你若究察罪孽，誰能站得住呢？4 但在你有赦免之

恩，要叫人敬畏你。5 我等候耶和華，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話。6 我的心等候主，

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7 以色列啊，你當仰望耶和華！因

他有慈愛，有豐盛的救恩。8 他必救贖以色列脫離一切的罪孽。 

 

1 讚美神是赦免人罪的神 

 

詩篇 130：3-4 主-耶和華啊，你若究察罪孽，誰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

叫人敬畏你。 

 

2 讚美神是充滿慈愛的神 

 

詩篇 130：7 以色列啊，你當仰望耶和華！因他有慈愛，有豐盛的救恩。 

 

3 讚美神的救恩奇妙 

 

詩篇 130：7 以色列啊，你當仰望耶和華！因他有慈愛，有豐盛的救恩。 

 

4 讚美神垂聽禱告 

 

詩篇 130：1-2（上行之詩。）耶和華啊，我從深處向你求告！主啊，求你聽我的聲音！



願你側耳聽我懇求的聲音！ 

 

請播放詩歌：讚美 

https://youtu.be/x3_8yt-A25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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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 12:7 耶和華向亞伯蘭顯現，說：「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亞伯蘭就在那裡為

向他顯現的耶和華築了一座壇。 

 

徒 22:8-10 我回答說：「主啊，祢是誰？」祂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

穌。」與我同行的人看見了那光，卻沒有聽明那位對我說話的聲音。我說：「主啊，

我當做什麼？」主說：「起來，進大馬色去，在那裡，要將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訴

你。」 

 

奉獻的能力是從神的顯現來的，是從神的啟示來的。口裡講奉獻的人，不一定都是奉

獻的人；教訓人奉獻的人，不一定都是奉獻的人；明白奉獻道理的人，也不一定都是

奉獻的人。只有看見神的人，他才真是奉獻的人。亞伯拉罕遇見了神，就在那裡為耶

和華築了一座壇。保羅在路上遇見了主耶穌，就說，「主啊，我當作甚麼？」…生命

的轉機乃是因為我們看見了神。…基督徒為神活著的能力是在乎看見神！哦，不是我

要立志事奉神就能事奉神，不是我要築祭壇就能築祭壇，乃是要有神的顯現。(～倪柝

聲) 

 

1. 未認清 關乎祭壇的一切都是出於神 

 

https://youtu.be/x3_8yt-A25U


滿有憐憫的主啊，首先我該為著祢所賜給我的「祭司位份」與「特權」向祢獻上感謝，

若不是祢「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罪惡，又使我們成為國民，作祂父神的祭

司」(啟 1:5-6)，我今早根本就不可能來到祢面前禱告、獻祭。恩典的主啊，我也要為

了我能「有所獻」來感謝祢，我有什麼不是祢所賞賜的？凡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祢的，

就連我能夠「相信主耶穌」的「信心」，以及一顆願意禱告的心，都是祢所賜的，主

啊，我感謝祢。 

 

2. 未認清 燔祭的真義 

 

燔祭放在壇上作什麼用呢？是要把牠完全燒了。神啊，我常以為奉獻給神就是為神作

這個、作那個，但是祢的要求乃是「焚燒」。祢不是要一隻牛去為祢耕地，祢乃是要

這隻牛放在壇上燒了。神啊，原來祢不是要我們的工作，祢乃是要我們這個人，要我

們把整個人都獻上，為著祢燒了。喔主啊，求祢讓我真醒過來！真知道在祭壇上當獻

的是什麼。 

 

3. 未在祭壇上渴求更深「遇見主」！ 

 

神哪，我渴求真實的遇見祢，我每一天的預備、尋求、讀經、禱告，豈不是為了要遇

見祢？唯有真實遇見祢，我才能真實的獻上！亞伯蘭遇見祢就成為亞伯拉罕，掃羅遇

見祢就成為保羅，神哪，在我裡面深深知道，當我遇見祢的那天，一切都將不再一樣

了！我渴望成為祢手中的器皿，一生為祢所用。 

 

請播放詩歌：一切全獻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VLXtfE-r04 

 

請禱告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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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蒙恩領受祭司呼召，定意日日忠心行使祭司職任 

 

詩 116:12-13 我拿什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

和華的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VLXtfE-r04


 

每一天都是新的！謝謝主賜我清潔的心，正直的靈來事奉永生神，我要內裡真實地來

服事主神。感謝神的呼召使我們被分別出來服事祂，並與神的聖潔有份，能在神國度

裡得著豐盛的基業，我們要將主的話語習練得通達，體貼父神憐憫的心腸，能感同身

受在罪中的痛苦與軟弱，時常代求、代贖，成為重修路徑與人居住的，連於天、連於

地的祭司。 

 

2. 我是全然屬主，定意將自己獻上， 成為神所喜悅的活祭 

 

羅 12:1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

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以撒的蒙福在於ー順服亞伯拉罕將他獻上，一句話也不說。耶穌的榜樣也是，為著我

們全人類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無怨無悔、默然不語。我要甦醒過來，甘心樂意、毫無保

留、全然順服在祢的祭壇面前，不見一人，只見耶穌。 

 

3. 在祭壇之處，我必親眼見主，得見在基督裡的一切豐盛 

 

林前 13:12 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糢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

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以色列中再沒有興起先知像摩西的，摩西是耶和華面對面所認識的！當每一天我們來

親近主的時候，我要如同摩西般與主面對面，惟有與主相遇，我們的心才得安息、才

能滿足。求主帶領我更深、更多經歷ー祢的慈愛、恩典、憐憫、公義、信實、慷慨，

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我們在祂裡面也得了豐盛。 

 

請播放詩歌：我相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VI9-Jrs7L4 

 

禱告至 8:40 

 

 

（6）集中火力的代禱 祭司行使職任 

 

讓我們來為「國家命定」與「政治治理的柱子」禱告！ 

 

請為剛被選出的國會議員禱告，以第一人稱代求： 

 

1. 我願謙卑回轉，尋求賜聰明智慧、治理能力的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VI9-Jrs7L4


代上 22:12 但願耶和華賜你聰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國，遵行耶和華─你神的律法。  

 

主啊，我們向祢承認我們沒有智慧，沒有能力來管理祢所賜的一切豐盛的產業，我們

總是心存貪婪、心不正直，在我們的眼目裡只想著自己的利益、只求得自己的好處，

將當盡的職責治理的一塌糊塗，求主赦免我們沒有尋求主的能力，赦免我們只為自己

得名，不願高舉、榮耀主的聖名！求主幫助我們回轉尋求賜給我們聰明謀略的主，求

主幫助我們從谷底翻身，叫我們知道祢才是治理新西蘭的主！  

   

2.  求主赦免我收買人心、收受賄賂，深陷於共犯結構中無法自拔  

   

摩 5:12 我知道你們的罪過何等多，你們的罪惡何等大。你們苦待義人，收受賄賂，在

城門口屈枉窮乏人。  

 

彌 6:8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

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主啊，我們為了政治領袖收買人心的舉動向祢認罪，我們也為了自己甘心被收買求祢

赦免，主啊，我們承認我們都在這個收買、賄賂、關說、黑箱政治的文化結構當中，

求主光照，甦醒我們深知唯有祢天國的法則，能夠徹底解決政府的財政問題，有人靠

車、有人靠馬，惟有投靠賜貨財能力的主才有解決之道，求主憐憫，為新西蘭興起有

良心、有專業更有屬天智慧的人，站在對的位置上，與主同行治理這地。  

 

3. 求主赦免我身為公務人員怠忽職守，愚昧無知、短視近利  

   

箴 28:26 心中自是的，便是愚昧人；憑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  

 

耶 4:22 耶和華說：我的百性愚頑，不認識我；他們是愚昧無知的兒女，有智慧行惡，

沒有知識行善。  

   

主啊，赦免我們的愚昧，赦免我們短視近利、毫無長遠的眼光只求私人利益，赦免我

們將國家未來都賠上，我們承認是政治的過客，眼目短淺不負責任，輕看身為公務員

的職任，怠忽職守失去祢對我的委任。主啊！指教我、管教我，讓我知道祢才是主，

我只是祢所㨂選無用的僕人，沒有祢所賦予的權柄，我無法行使治理的職任，求主恢

復我治理能力，我們呼求祢在新西蘭作王掌權。  

 

請播放詩歌：從亙古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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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禱告 10 分鐘 至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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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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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新西蘭青年世代看重下一個世代，爭戰宣告禱告 

 

1.宣告合神心意的家庭建立在這世代中 

 

瑪 2：15「雖然神有靈的餘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單造一人嗎？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

他願人得虔誠的後裔。……」 

 

林前 7：2「……男子當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當各有自己的丈夫。」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神對家庭的心意，要在我們的世代建立起來，一男一女所建

立的合神心意的家庭，要重新被恢復，不再是過去混亂、隨心所欲、任意妄為的建立

沒有榮耀主的家庭，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從今以後建立的家庭，是充滿主榮耀的，

是被主的價值、光輝、能力、榮耀所充滿的。 

 

1. 奉主名綑綁與神國衝突的世界價值 

 

約壹 4：5-6「他們是屬世界的，所以論世界的事，世人也聽從他們。我們是屬神的，

認識神的就聽從我們；不屬神的就不聽從我們。從此我們可以認出真理的靈和謬妄的

靈來。」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綑綁一切充滿在人心中，不屬神的價值，婚姻是聖潔的、是

可尊重的、是榮耀的，屬神的觀念要再一次充滿，綑綁一切愛情墳墓、結婚證書只是

一張紙…等世界的價值，奉主耶穌基督的名要破除這一切謊言，重新回到神的約當中，

重新回到神的價值與心意當中，我們不再受今世的風俗所動搖，乃是辨別出謬妄的靈

來，並奉主的名趕除一切謊言，使神的價值在這世代被尊崇、被高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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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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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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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20:26 你們要歸我為聖，因為我耶和華是聖的，並叫你們與萬民有分別，使你們作

我的民。 

 

願你們平安！請再自行撥出讀經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