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問安 

耶穌基督眾教會大家庭的每一位，在基督裡問候大家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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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23:5 在我敵人面前，祢為我擺設筵席；祢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詩 24:9 眾城門哪，你們要擡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把頭擡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 

全能的父神！感謝祢從年初到年尾，使我天天過得勝的日子。是祢在我遇到任何情況之前都先一步的保護我，

為我預備所有一切需用的。我一生的祝福不在祢以外，因為祢名叫以馬內利！ 

 

我要醒起，歡喜歌頌祢，因祢是叫我抬起頭來的。靠著祢的恩典，任何環境的壓力、挑戰， 我都相信祢會與

我一同前往、一同面對。我感謝祢使我能夠抬起頭來，我要高聲讚美祢的恩典和救贖！ 

 

禱告至 06:02 

（1-2）詩歌敬拜 

 

我要以我的全心、全人、全意，讚美那位叫我抬起頭來的神！ 

讚美祢本是理所當然的！尊貴榮耀的大君王，祢造我、愛我、護庇我、引導我一生，我敬拜祢，我的主、我

的神！ 

請播放詩歌：抬起我的頭 

https://m.youtube.com/watch?v=rliR1n4VXLA 
 

祢按著我的名來認識我  

不止息的愛將我擁抱  

祢為我穿上公義聖潔衣裳  

使我活出神的尊榮  

不灰心 不喪膽 倚靠主必無所缺 

全能神 慈愛主  

祢用笑臉幫助我  

我的力量和拯救  

我的山寨和高台  

有誰像祢 扶持我  

應允我的呼求 

我要抬起我的頭  

仰望主耶穌基督  

榮耀君王 我四圍的盾牌  

我要抬起我的頭  

高唱哈利路亞  

大聲宣告 一生靠主得勝  

 

請播放 2 次 至 06:10 

（2）讀經－頌讚宣揚主的所是 

 

箴 18:10 耶和華的名是堅固臺；義人奔入便得安穩。 

當我們頌揚、稱謝、讚美神的大名，讓我們更深思想、探索、認識神的大名，用信心「進入」神的名，經歷

高舉神之名所帶下的無比大能！求主聖靈光照我們，更新祭牲的生命，成為可蒙悅納的活祭。 

https://m.youtube.com/watch?v=rliR1n4VXLA


耶和華以勒 Hashem Yireh 

創 22:13-14 亞伯拉罕舉目觀看，不料，有一隻公羊，兩角扣在稠密的小樹中，亞伯拉罕就取了那隻公羊來，

獻為燔祭，代替他的兒子。亞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直到今日人還說：「在耶和華的山上

必有預備。」 

1. 神是「看見」、「看顧」的神 

創 16:13 夏甲就稱那對她說話的耶和華為「看顧人的神」。因而說：「在這裡我也看見那看顧我的嗎？」 

2. 神是看見就「紀念約」、「守約」的神 

創 9:16 虹必現在雲彩中，我看見，就要記念我與地上各樣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約。 

出 34:10 耶和華說：「我要立約，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萬國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圍的外邦

人就要看見耶和華的作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懼的事。 

3. 神是主動使人看見的神 

約 1:18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 

路 24:15-16 正談論相問的時候，耶穌親自就近他們，和他們同行；只是他們的眼睛迷糊了，不認識祂。 

請播放詩歌：我永遠的救主 God of my Forev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nippDkD7JM 

我們讀經禱告宣告 10 分鐘  至 06:2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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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司得著基督內在生命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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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赦免我身為祭司，卻只有外在行為的敬虔，沒有內在生命的得勝，以致我說出來的話、做出來的事與世

人無異，生出罪中的臭味，成了絆人跌倒的頑石。 

 

求主幫助我能夠在基督耶穌裡領受更新的生命，雖立志行善由不得我，但是基督的能力護庇我，使我有得勝

的能力，可以走上與世人迥別的道路，在生命中活出有基督馨香之氣的樣式來榮耀主的名。 

 

2. 祭司得著十字架贖回的恩膏 

 

林前 1:17-18 基督差遣我，原不是為施洗，乃是為傳福音，並不用智慧的言語，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nippDkD7JM


求主赦免我領受從基督來的十字架的恩典與好處，但是我卻將如此的恩典隱藏在我個人身上，停留在只與我

自己有益的事上，而沒有將周圍人們靈魂的得救放在我生命中重要的次序裡。 

 

求主幫助我既白白得來福音的好處，就當站在祭司的位份上為周圍的人代求，領受基督君王權柄的印記，讓

這瓦器中的寶貝顯出大能來，完成傳講福音大能的大使命，出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3. 祭司得著國度服事的擴張 

 

路 12:31-32 你們只要求祂的國，這些東西就必加給你們了。你們這小群，不要懼怕，因為你們的父樂意把國

賜給你們。  

 

求主赦免我身為祭司本當以神的國為念，但是我的眼光和心思卻只停留在我自己，和我的家庭與教會，我不

曉得父神不只單單把國給了亞伯拉罕，更是將國給了凡求告祂的人。 

 

求主幫助我打開屬靈的心竅，將天國的奧秘與智慧顯明出來，將我的生命連結於土地和國家的命定與呼召中，

提升擴張我的身量，使我看見我活著的目的，就是為要滿足父神在台灣與列國那極大、極美好的心意！ 

請播放詩歌：直到列國萬民看見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5xO7QkiUxc 
 

請禱告 10 分鐘 至 06:3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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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也是教會全體之首。祂是元始，是從死裡首先復生的，使祂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1. 教會新婦  等待良人 遠離本地 本族 父家 

 

創 12:1-2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

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主耶穌，我總是眷戀本地、本族、父家，我如羅得的妻子，明明知道應該分別為聖，離開世界的價值，我卻

心裡掙扎，拖拖拉拉，一再回頭眺望，一再為屬世界的動心。主啊，我捨不得！ 

主啊，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幫助我活出聖潔的生命！我很難做到，主啊，我需要聖靈幫助我，時刻提醒

我，我願意聽從、跟隨，求祢幫助我跟隨祢到世界的末了！ 

 

2. 教會新婦  活出良人生命 成為光鹽 

 

太 5:13-14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你們

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 

 

主耶穌，我歡歡喜喜的來到主日，敬拜、聽道、與弟兄姊妹團契，滿足且平安的回家。 

一天、二天，我浸泡在祢的話語的飽足中。 

三天、四天，我開始心煩氣躁。 

五天、六天，我在家庭和職場中，比較、計較、競爭、忌妒、抱怨、苦毒，一點也不像是跟過基督的，我的

言語行為與世人無異，所說所做常羞辱祢名。 

主啊，赦免我生命的根基沒有扎根在磐石，任由風吹日曬雨淋，把祢落在我心中的真理給偷走、奪取！求祢

幫助我成為好土，承接祢天國的種子，也求祢聖靈澆灌，使我生命長出天國之子的樣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5xO7QkiUxc


 

3. 教會新婦  真理中彼此相愛 聯絡得合適 

弗 4:3-6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

同有一個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 

 

一主、一信、一洗、一神、一靈、一個身體！主耶穌，祢要我竭力保守合一，用和平彼此聯絡，因為我們同

蒙呼召，建立基督的身體，在這地成為祢話語的出口、愛的管道、神國的大使館，來彰顯永生神的榮耀和能

力。可是，我想事情多是單點、直線思考。且因著懼怕、擔憂、沒有信心，時時刻刻考慮的是攔阻我連結於

祢的荊棘和蒺藜。 

 

主啊，求祢赦免我的狹隘，求祢幫助我擴張境界，擁有整個基督的身體全視界的角度和眼光。為了祢的國、

祢的義，為了祢的永恆的救贖，為了祢命定的治理和復興萬物的大計畫、大日子，勇往直前，奔跑不懈！ 

 

請播放詩歌：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XQ6J4zeSrI 
 

請禱告 10 分鐘 至 06:40 

（5）集中火力的代禱 祭司行使職任！ 

    

「看哪！他是我弟兄」禱告專區 

 

1. 赦免我們 我們所做的 真是大大褻瀆得罪了神 

 

路 23:34 當下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的所做的，他們不曉得。兵丁就拈鬮分祂的衣服。 

 

全能的神！我們為著我們的骨肉之親大行褻瀆之事，明明的得罪了祢，藐視耶和華的作為，我們所行的必是

用捨去生命也無法抵過的。 

 

求祢赦免我們的蒙蔽，赦免我們的硬心，為著我們今天所要行的求祢赦免我們，為著我們今天在城裡所要造

反的事，大行褻瀆了這個城市。求祢赦免我們！ 

 

2. 求主興起敗壞狡猾人的計謀 

 

伯 5:12 破壞狡猾人的計謀，使他們所謀的不得成就。 

 

伯 5:13 祂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詭計，使狡詐人的計謀速速滅亡。 

 

全能的上帝，求祢因著我們眾祭司今天清晨在祢面前的禱告，願祢在我們的街道上，在我們的城市裡掌權居

首位，破壞狡猾人的計謀，使他們所謀的不得成就， 好叫世人知道祢是滿有智慧的神，祢是獨一掌權的上帝。 

 

3. 求主興起 變亂城中 街上一切非合神心意的謀算與行動 

 

創 11:9 因為耶和華在那裡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別【就是變亂的意思】。 

 

惡人、惡勢力、惡謀與籌算都要被人民所厭棄！人民百姓都要甦醒，一切得罪神的人權，與建造「巴別塔」

的運動都要分裂！主必要來變亂巴別！ 

 

4. 求主興起 ，使祂的仇敵四散，叫那恨祂的人從祂面前逃跑。 

 

撒上 17:45 大衛對非利士人說：你來攻擊我，是靠著刀槍和銅戟；我來攻擊你，是靠著萬軍之耶和華的名，

就是你所怒罵帶領以色列軍隊的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XQ6J4zeSrI


 

民 10:35 約櫃往前行的時候，摩西就說：耶和華啊，求祢興起！願祢的仇敵四散！願恨祢的人從祢面前逃跑！ 

 

耶和華必興起，像在毘拉心山；祂必發怒，像在基遍谷，好做成祂的工，就是非常的工，成就祂的事，就是

奇異的事。耶和華有智慧，祂必降災禍，並不反悔自己的話，卻要興起攻擊那作惡之家，又攻擊那作孽幫助

人的。 

 

請播放詩歌：Make me a channel of peace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GHOtR-

v4yQ 

 

請禱告 10 分鐘 至 06:50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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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站在與主立約的位置 

 

出 34:10 耶和華說：我要立約，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萬國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圍的外邦人

就要看見耶和華的作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懼的事。 

 

主啊，我們因信成為祢立約的子民、聖潔的國度、君尊的祭司，祢將我們如小鷹一樣揹在祢的背上，我們信

靠祢，我們無所懼怕！祢使基督從死裡復活的大能，運行在我們心中，因著祢立約的血，我們有得勝的憑據、

得勝的信心、得勝的決心！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教會在這地要興起，站穩在立約的位置，我們宣告，在這地上我們捆綁的，祢在天上

也捆綁，我們在地上釋放的，祢在天上也釋放！祢在我們面前要行奇妙的事，所有抵擋祢創造美意的計謀都

要敗落！祢對受造之物的命定必定要成就！ 

 

2. 教會拿起神賜給我們的權柄 

 

弗 1:20-22 就是照祂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祂從死裡復活，叫祂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遠超過

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又將萬有服

在祂的腳下，使祂為教會作萬有之首。 

 

太 28: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主耶穌，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在祢手中，祢是教會的頭，教會是祢這位權能者的身體。我們讚美祢、尊崇

祢的名，我們奉祢的名，拿起祢賜給我們的權柄，要踐踏蛇和蠍子！任何黑暗權勢無法繼續擄掠祢所愛的靈

魂，祢的寶血已經完成赦罪與救贖的大功！天上、地下、地底下，沒有任何的名字可以高過於祢榮耀尊貴的

聖名，祢的名是拯救，一切被擄的都要被釋放、都要得自由！ 

 

3. 教會使用神的話語宣告神的掌權與治理 

 

西 1:16 因為萬有都是靠祂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

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祂造的，又是為祂造的。 

但 7:27 國度、權柄，和天下諸國的大權必賜給至高者的聖民。祂的國是永遠的；一切掌權的都必事奉祂，順

從祂。 

 

主耶穌，祢是大祭司，祢是大君王，萬有是靠祢而造，萬有是藉著祢而造，萬有是為祢而造，我們屬於祢，

全地屬於祢，新西蘭與新西蘭的百姓都屬於祢。 

我們要堅定信心，堅持到底，成為祢的家，願祢的國降臨新西蘭每一個家庭、每一個職場、每一寸土地、每

一顆人心，得著每一個靈魂歸給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GHOtR-v4y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GHOtR-v4yQ


請播放詩歌：In Jesus’Name  (歌詞翻譯：新恩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nytGdYuRgg 
 

神為我們而戰  並肩同陣線 

主神早已得勝  祂全然得勝 

誰能動搖我們  誰能抵擋我 

耶穌正在這 

背負所有重擔  挪走我羞辱 

主神早已得勝  祂全然得勝 

誰能動搖我們  誰能抵擋我 

耶穌正在這 

不致死 仍要存活 

基督耶穌復活全能 

復甦氣息 使我自由 

In Jesus' Name 

不致死 仍要存活 

我要高舉祢聖尊名 

基督釋放 醫治大能 

In Jesus' Name 

神為我們而戰  推開黑暗權勢 

不可震動國度  聖光照耀輝煌 

奉主耶穌之名  仇敵必要敗退 

而我們要宣告  得勝主 

 

請禱告至 06:59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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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 3:6  這奧祕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弗 1:1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原文作：質），直等到神之民（原文作：產業）被贖，使祂的榮耀得著

稱讚。 

 

彼前 1:4 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 

 

願你們平安！請再自行撥出讀經時間！我們週五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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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nytGdYuR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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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