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11-2017 

（1） 問安 

 

耶穌基督在新西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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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用自己的言語 向神發出的問安！（ 2 分鐘）！ 

 

祢是初，祢是終，祢亙古長存，從不改變，天地都要廢去，祢的口裡的話卻是永遠長

存，祢的寶座和榮耀也存到永永遠遠，神啊！祢的愛極深，祢的恩典何其廣，為我成

全諸事的神啊！我感謝祢。 

 

今天讓我再次將我的心歸祢，將我的心歸正，祢是我永遠的救主，我的保惠師，我是

屬祢的，單單屬祢。 

 

禱告至 8:02 

 

 

（2）詩歌敬拜 

 

詩 46:1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親愛的父神，謝謝祢體會我的所需，在我還沒有向主求的時候，主都明瞭並且已經預

備。神就是我們實實在在的幫助，我的靈啊，要奮興起來，與聖靈同工，單單敬拜這

位獨一的真神。 

 

請播放詩歌：祂是你的幫助 https://youtu.be/jEX-fH02u5I 

歌詞： 

你的軟弱祂都知道 祂能體會你的需要 

祂定的日子 你尚未度一日 

都已記在祂冊上 

所以你要專心仰望 專心尋求就必尋見 

儘管把挫折 憑信心交給祂 

讓祂為你來成就一切 

 

[chorus] 

祂必不讓你雙腳動搖 保護你的也從不停歇 

當你向山舉目 你的幫助 

將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保護你的就是耶和華 白天黑夜都不必懼怕 

不管你出你入 你的幫助 

https://youtu.be/jEX-fH02u5I


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 都在你的身旁 

 

[bridge] 

你求告祂 祂就應允你 

專心愛祂 祂必搭救你 

在急難中 祂與你同行 讓祂幫助你 

祂要差派使者保護你 祂要用手一生托著你 

祂要讓你享長久生命 讓祂幫助你 

 

詩歌敬拜至 8:10 

 

 

 

（3）讀經-頌讚宣揚主的所是 

 

花 3 分鐘頌讀箴言 10 篇，接下來再稱頌我們的主。 

所羅門的箴言：智慧之子使父親歡樂；愚昧之子叫母親擔憂。 不義之財毫無益處；惟

有公義能救人脫離死亡。 耶和華不使義人受飢餓；惡人所欲的，他必推開。 手懶的，

要受貧窮；手勤的，卻要富足。 夏天聚斂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時沉睡的，是貽羞之

子。 福祉臨到義人的頭；強暴蒙蔽惡人的口。 義人的紀念被稱讚；惡人的名字必朽爛。 

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口裡愚妄的，必致傾倒。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穩；走彎曲道

的，必致敗露。 以眼傳神的，使人憂患；口裡愚妄的，必致傾倒。 義人的口是生命的

泉源；強暴蒙蔽惡人的口。 恨能挑啟爭端；愛能遮掩一切過錯。 明哲人嘴裡有智慧；

無知人背上受刑杖。 智慧人積存知識；愚妄人的口速致敗壞。 富戶的財物是他的堅城；

窮人的貧乏是他的敗壞。 義人的勤勞致生；惡人的進項致死（死：原文是罪）。 謹守

訓誨的，乃在生命的道上；違棄責備的，便失迷了路。 隱藏怨恨的，有說謊的嘴；口

出讒謗的，是愚妄的人。 多言多語難免有過；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義人的舌乃似高銀；

惡人的心所值無幾。 義人的口教養多人；愚昧人因無知而死亡。 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

富足，並不加上憂慮。 愚妄人以行惡為戲耍；明哲人卻以智慧為樂。 惡人所怕的，必

臨到他；義人所願的，必蒙應允。 暴風一過，惡人歸於無有；義人的根基卻是永久。 

懶惰人叫差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煙薰目。 敬畏耶和華使人日子加多；但惡人的年歲必

被減少。 義人的盼望必得喜樂；惡人的指望必致滅沒。 耶和華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

卻成了作孽人的敗壞。 義人永不挪移；惡人不得住在地上。 義人的口滋生智慧；乖謬

的舌必被割斷。 義人的嘴能令人喜悅；惡人的口說乖謬的話 

1.讚美神賜的福是富足不加上憂慮，使我們殷勤脫離懶散的道路，不讓不義之財佔據

我們的生命。(V2-5、V15、V22) 

 

2.讚美神高坐在天上寶座察看萬事，因此我們可以言語寡少，以智慧的心仰望全能的

上帝，禁止自己的口說出惡言，並且靠著神的法則成為智慧人勸勉眾人。(V8、V11、

V13-14、V19-21、V31-32) 



 

3.讚美神就是義人的指望和根基，神阿，如今我的指望都在乎祢，祢使我們心願知足，

有哪一位神能像祢鑒察人心，施行公平公義，我們要大大宣揚祢的名！(V7、V23-25、

V28-30) 

 

請播放詩歌：在祢手中 - 讚美之泉 https://youtu.be/YY6eObGFq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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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赦免我如非利士人驕傲的生命 求主施恩使我悔改 

 

亞 9:6 私生子（或譯：外族人）必住在亞實突；我必除滅非利士人的驕傲。 

 

是的主，非利士（驕傲）一直是以色列的心腹大患，但當以色列投靠以便以謝的神，

祂就救以色列脫離仇敵的手！主啊，我也要投靠祢，勝過我生命中的非利士（驕傲），

我的軟弱，纏累我的老我，在以便以謝獻祭讚美祢！ 

 

2.赦免我如雅各憑血氣而行的生命 求主施恩使我悔改 

 

創 25:26 隨後又生了以掃的兄弟，手抓住以掃的腳跟，因此給他起名叫雅各【就是抓

住的意思】。利百加生下兩個兒子的時候，以撒年正六十歲。 

 

是的，祭壇始於獻上與捨去，我卻像雅各一樣，什麼都要抓在手上。主啊，我寧可讓

祢來對付我，從出生到雅博渡口他是一個認識神應許的人，但他卻不肯等候神的時間

https://youtu.be/YY6eObGFqsU


和方法，讓神成就他的應許。他不單在信靠神的事上失敗，也在自己的計劃上失敗。

像對付雅各一樣，讓雅各認輸！我要成為得勝的以色列！ 

 

3. 赦免我如猶大出賣主的生命 求主施恩使我悔改 

 

徒 1:24 眾人就禱告說：主啊，你知道萬人的心，求你從這兩個人中，指明你所揀選的

是誰，叫他得這使徒的位分。這位分猶大已經丟棄，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求主除去我生命中門徒猶大的生命，看重世界、輕視位分。我常常因小失大，常常心

不正，漠視神一再對我的提醒，如同當初耶穌蘸一點餅提醒西門猶大即將犯的大惡。

我錯失了許多機會，我多次出賣耶穌，求主赦免我。 

 

請播放詩歌：Change My Heart oh God 更新我心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H9grGXmO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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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著羔羊寶血塗抹心內的驕傲罪行，宣告耶穌基督遮蓋我們，使我們不被非利士人

擄去。 

 

羅 7:25 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這樣看來，我以內心順服神的律，

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神啊，祢讓我們看見士師時期的以利的兒子們，把約櫃請出去、安營在以便以謝，卻

被非利士人大大打敗，約櫃被擄，自己的性命也丟了。但主啊，我們卻因而明白不是

靠外在的宗教，乃是靠心內遵行、順服神的法則，奉耶穌的名宣告我要以內心順服神

的律，成為謙卑柔和的器皿，不讓非利士驕傲的權勢奪走我的生命。 

 

2.靠著主耶穌的恩典，將我所有的事交託給神，信靠祂並不再倚靠自己緊抓一切。 

 

詩篇 37:5 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箴言 10:22 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H9grGXmOO0


 

主啊，雅各花了多少年歲才真正地在主面前老練、成熟、信靠，而我承認我也是如此

的緊抓各項讓我安穩的事物。我的安穩、信心要來自神，宣告我靠著神毫無畏懼，不

再倚靠自己的能力抓取事物，宣告主必賜給我不加上憂慮的福氣！ 

 

3. 謝謝好牧人耶穌基督為羊捨命，宣告我們的生命不再是雇工，乃是學習好牧人的樣

式。 

 

約 10:10-13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

命，並且得的更豐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

是他自己的，他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趕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

是雇工，並不顧念羊。 

 

主啊，猶大為甚麼要出賣祢呢？無非是他不認識自己的身分，若我們只是一個雇工，

我們將只顧自己。但是今天我們要奉主的名宣告，耶穌基督成為我們的榜樣，好牧人

為羊捨命，既是捨命，就不再是出賣主人、出賣羊群，乃是捨了自己，求神為我們破

除那只為自己而活的雇工心態。 

 

 

請播詩歌：古舊十架 https://youtu.be/clXLW2fFp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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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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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outu.be/clXLW2fFp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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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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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1. 奉主的名斷開那拜偶像所帶來的轄制，並宣告教會興起成為能帶來生命氣息的管道。 

 

民 10:35-36 約櫃往前行的時候，摩西就說：耶和華啊，求你興起！願你的仇敵四散！

願恨你的人從你面前逃跑！ 約櫃停住的時候，他就說：耶和華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

千萬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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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主的名宣告主的寶血要塗抹這地拜偶像帶來的轄制，神的生命及氣息要吹入枯乾的

骸骨、主的真光要照耀人心，藉著眾教會同心禱告及傳揚福音，發出光輝真理的烈焰，

使這土地上敗壞、死亡權勢的仇敵四散。 

 

2.奉主名宣告十字架的救贖有大能，那一切失喪在黑暗中的百姓要得平安。 

路 22:20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 

 

  因主耶穌在我們的國家行走，要以真理甦醒百姓，使我們得真自由，因主的靈是真理

的靈，引導我們進入真自由。奉主名宣告主耶穌的寶血之約是不改變的記號、保障，

仇敵撒旦沒有任何立足點，在基督裡，破碎及傷害都要被擊潰。 

 

3 奉主名醫治那些被害的百姓，不再憑藉己的理來處理情緒，靠著耶穌得著全然的醫

治。 

 

詩篇 94:16-19 誰肯為我起來攻擊作惡的？誰肯為我站起抵擋作孽的？ 若不是耶和華

幫助我，我就住在寂靜之中了。 我正說我失了腳，耶和華啊，那時你的慈愛扶助我。 

我心裡多憂多疑，你安慰我，就使我歡樂。  

 

是的，主耶穌基督救贖的大光臨到我們生命，照亮這塊土地上一切受傷害的百姓，我

們宣告主的醫治光線要照進人心，除去人心因受傷而帶來的扭曲性格，我們代表這些

受傷的百姓宣告，我願披戴基督，使基督的良善充滿在我內裡 

 

請播放詩歌：獻上感恩的心 https://youtu.be/hrRKEk2FE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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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outu.be/hrRKEk2FE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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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 9:9 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看哪，你的王來到

你這裡！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地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 

 

願你們平安！請再自行撥出讀經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