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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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我們要去得為業的那地是祢所眷顧的，從歲首到年終，祢的眼目時常看顧這

地。仇敵要我們相信在這地是窮途末路的，但，守約施慈愛的父神是在逆境中雕塑我

們經歷恩典的大能者。 

 

伯 42:1-4 約伯回答耶和華說：我知道，祢萬事都能做；祢的旨意不能攔阻。誰用無知

的言語使祢的旨意隱藏呢？我所說的是我不明白的；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求祢聽我，我要說話；我問祢，求祢指示我。 

 

約伯即便失去一切，在這一切的事上，他不以口犯罪。賜我日用飲食的父神，求祢謙

卑柔軟我的心，從前我只風聞祢的豐盛，在這一天的開始，求祢指教我，開我的眼，

好讓我親眼看見祢扶持、栽種我的國家的美意！ 

 

禱告至 8:02 

 
 
 

（2）詩歌敬拜 

 

全地的神我們感謝祢，我們的生命是祢用祢的寶血所買贖的，祢是在十字架上無罪的

被殺羔羊！如今我們已經不再屬於自己，是全然屬於祢的，我們要將我們的生命獻上

給祢，願祢悅納我們在祢面前的奉獻！ 

 

請播放詩歌：主，我獻上生命給祢 

https://m.youtube.com/watch?v=XrP9stUyjNg4:31 
 

我將自己完全獻上 

毫無保留放在祢的腳前 

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稱讚 

無論苦與樂都交托給祢 

過去的事將來的事 

還有那沒有實現的夢想 

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計劃 

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給祢 

喔主我獻上生命給祢 

用我一切經歷來榮耀祢聖名 

主我獻上一生給祢 

願我讚美升起 

能成為馨香活祭 

我獻上生命給祢 

https://m.youtube.com/watch?v=XrP9stUyjNg4:31


 

請播放至 8:10 

 
 
 

（3）讀經-頌讚宣揚主的所是 

 

詩 3 篇 

1（大衛逃避他兒子押沙龍的時候作的詩。）耶和華啊，我的敵人何其加增；有許多人

起來攻擊我。 2 有許多人議論我說：他得不著 神的幫助。（細拉） 3 但你─耶和華

是我四圍的盾牌，是我的榮耀，又是叫我抬起頭來的。 4 我用我的聲音求告耶和華，

他就從他的聖山上應允我。（細拉） 5 我躺下睡覺，我醒著，耶和華都保佑我。 6 雖

有成萬的百姓來周圍攻擊我，我也不怕。 7 耶和華啊，求你起來！我的 神啊，求你

救我！因為你打了我一切仇敵的腮骨，敲碎了惡人的牙齒。 8 救恩屬乎耶和華；願你

賜福給你的百姓。（細拉） 

 

1.耶和華不打盹不睡覺，保護看顧祂的百姓 

 

神啊，祢是我四圍的盾牌，祢的眼目看顧我如祢眼中的瞳人，將我隱藏在祢翅膀的蔭

下，祢抬舉我，高過一切的仇敵，祢是我的榮耀不叫我羞愧。 

 

2.爭戰在乎耶和華，得勝在乎耶和華 

 

神啊，願祢興起，我的仇敵就四散，我的幫助和力量從祢而來，祢是我的救恩磐石祢

打了我一切仇敵的腮骨，願祢賜福給祢的百姓。 

 

請播放詩歌：祂是你的幫助 

https://youtu.be/jEX-fH02u5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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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outu.be/jEX-fH02u5I


1. 不陷入分散注意力的戰場  

 

林前 9:24 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你們也當這樣跑，好叫你

們得著獎賞。 

 

主，赦免我們仍是愚蒙，無法分辨破口之處，也無法跟隨祢動工之時，被仇敵的煙霧

彈影響，以致手所做的皆屬無意義，成為忙碌的滅火隊，卻無法滅掉起火的源頭，成

為勞碌的工頭，卻無法完成主人所託付；主，求祢開啟我們的心眼，讓我們不再陷入

分散注意力的戰場，我們的行動要有果效，能打中標靶，使仇敵會害怕、驚恐、逃

跑…，成就神國度的使命 

 

2. 離開血氣的無意之爭 

 

林後 10:3-5 因為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卻不憑著血氣爭戰。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

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

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 

 

主，赦免我們在血氣中行事，卻無法保守自己的心、拉高自己的眼界，讓自己陷入血

氣之爭中，在屬世中爭輸贏，卻不知在屬靈中是開戰即敗；主，求祢教導我們如何保

守自己的「心」勝過保守一切，我們雖在血氣中行事卻不陷入血氣之爭，我們要與基

督同工，在屬靈爭戰得勝，使人歸向基督。 

 

3. 走出傷害、苦毒的心牢 

 

主，求祢醫治我們心中的傷，我們要脫掉傷害的眼鏡，心意更新而變化，能真明白祢

的美意與計劃，我們要用健康的心走成聖之路，健壯的生命面對挑戰，不再傷害自己

與別人，並陪伴傷心人同得安慰。 

 

請播放詩歌：純潔的心 

https://youtu.be/c2IzSA7GqwA 
 

請禱告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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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睛仰望 向著標竿直奔 

 

腓 3:12-14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

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所以得著我的：或譯所要我得的）。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

https://youtu.be/c2IzSA7GqwA


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 神

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主啊，祢才是我一生所追尋的，我要竭力追求得著基督要我得著的，我再次獻上我的

心，求祢掌管我的心。子不憑著自己做甚麼，唯有父祢所做的我才做，我所有的焦點

要擺放在祢身上，。 

 
 

2.保守己心 遠勝過一切 

 

箴 4:23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或譯：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發出。 

箴 16:32 不輕易發怒的，勝過勇士；治服己心的，強如取城。 

 

主啊，一切的果效都是由心出發，我將我的心交給祢來掌管，求祢賜我一顆平靜安穩

的心，不再輕易被環境所影響，我要奉主的名宣告，我有治理管理的能力，我有好的

情緒管理，我能夠勝過外來的打擾，因為我已治服了自己的心。 

 

3.祝福代替咒詛 喜樂代替憂傷 

 

羅 12:14-21 逼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詛。與喜樂的人要同樂；

與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氣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人：或譯事）。

不要自以為聰明。不要以惡報惡；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總要盡力

與眾人和睦。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或譯：讓人發怒）；

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所以，「你的仇敵若餓了，就

給他吃，若渴了，就給他喝；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你不可為惡

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感謝耶穌，祢說只要祝福不要咒詛，伸冤在祢，祢必報應。祢已挪去我的憂傷，我不

要再受仇敵欺騙活在自己的傷害裏走不出來，我要一次次的學習順服祢的教導，我要

以祢的良善勝過惡，我要奉主的名宣告祝福，祝福那傷害我的人，釋放自己出走苦毒

的監牢。 

 

請播放詩歌：主祢是我的一切 

https://youtu.be/tmETOqTRvEQ 
 

禱告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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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tmETOqTRv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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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週玷污事件與事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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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outube.com/watch?v=EX742-NmARg 
 

請禱告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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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youtube.com/watch?v=EX742-NmARg


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1.拆毀社會「冷漠」的價值觀 

 

腓 2:3-4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林前 10:24 無論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處，乃要求別人的益處。 

 

主，求祢把愛放在我裡面，除去我的懼怕，打破冷漠無情的堅固營壘，使我的愛心在

祢裡面，不再害怕和人建立關係，求主賜我新心，使我能活出愛人如己的生命，顧念

我的鄰舍，用屬神的價值，戰勝世界的價值。 

 

2. 主已經捨命救贖  撤銷仇敵的控訴 

 

西 2:14 又塗抹了在律例上所寫、攻擊我們、有礙於我們的字據，把它撤去，釘在十字

架上。  

 

主啊，我悔改來到祢面前，祢必定照著祢的應許赦免我，使我不再受撒旦的控訴！ 

奉主的名宣告，所有有礙於我的字據，都因著羔羊的寶血完全的撤去，釘在十架上，

我奉祢賜給我的權柄，宣告，我過去所犯的一切罪孽，不再能夠成為撒但可以抓住來

轄制的把柄！我宣告，我靠耶穌基督已經得救贖、得赦免、得自由！ 

祢的寶血已經潔淨我，使我成為聖潔。 

 

3.宣告耶穌基督的愛補償一切傷痛 帶來和好 

 

來 2:17 所以，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為要在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為

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耶穌所受的鞭傷使我得醫治，我已得救贖，我不再被罪惡轄

制、綑綁，因主耶穌的恩典，使我能得安慰，釋放我脫離罪惡的鎖鏈，使我與父神、

與人和好。 

 

請播放詩歌： 我們呼求 

https://youtu.be/KQhtTopSb_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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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outu.be/KQhtTopSb_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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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禱告即將結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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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7:13 他必愛你，賜福與你，使你人數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應許給你的地上

賜福與你身所生的，地所產的，並你的五穀、新酒，和油，以及牛犢、羊羔。 

 

願你們平安！請再自行撥出讀經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