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三 22/03/2017 

（1）問安 

 

耶穌基督在新西兰眾教會大家庭的每一位  我们在基督裡問候大家 平安！ 

 

賽 44:6    耶和華─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贖主─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後的；除我以外再沒有真神。 

 

奉主耶穌的名開始今天的禱告。用自己的言語 向神發出 問安！（2 分鐘）！ 

 

禱告   至 8:02 

 

 

 

（2）詩歌敬拜 

 

哪裡有神的同在，那裡就有榮耀、醫治、盼望、得勝！ 哦主耶穌啊，我們歡迎祢！ 

 

請播放詩歌：這裡有榮耀 https://youtu.be/61tcxSdsVjw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這裡有榮耀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這裡有醫治湧流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這裡有光明自由 

敬拜聲音如眾水湧流 

永活的主祢在這裡 

 

祢是起初的 末後的 

昔在今在永在的主 

全心敬拜祢 大聲歡呼 

羔羊被高舉 

公義的日頭 如光照耀 

萬國讚嘆祢的榮美 

聖潔公義主 明亮晨星 

昔在 今在 永在的君王 

 

請詩歌敬拜   至 8:10 

 

https://youtu.be/61tcxSdsVjw


 

 

（3）讀經-頌讚宣揚主的所是 

 

出埃及記 

 

15:1-2    那時，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華唱歌說：我要向耶和華歌唱，因他大大戰勝，

將馬和騎馬的投在海中。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我的詩歌，也成了我的拯救。這是我的

上帝，我要讚美他，是我父親的上帝，我要尊崇他。 

 

15:11    耶和華啊，眾神之中，誰能像你？誰能像你－至聖至榮，可頌可畏，施行奇

事？ 

 

15:17-18   你要將他們領進去，栽於你產業的山上－耶和華啊，就是你為自己所造的

住處；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聖所。耶和華必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15:22-24    摩西領以色列人從紅海往前行，到了書珥的曠野，在曠野走了三天，找不

著水。到了瑪拉，不能喝那裏的水；因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瑪拉。百姓就向摩西發

怨言，說：「我們喝甚麼呢？」 

 

分享 ： 

 

神讓以色列人經歷十災，分開紅海，並擊殺埃及的馬兵車隊，終於能脫離埃及得到自

由。愈是從困難中得勝，愈令人覺得驚嘆欣喜，從摩西及米利暗的讚美詩中，可以看

到當時以色列人心中的雀躍與對神的感謝。但是過了三天沒水的日子之後，裡面那個

怨天尤人的本性就跑出來啦。甚望我們都能學會這個功課，不要怕環境有多艱難，我

們唯一要怕的是 神沒有與我們同在。 

 

禱告一： 

求神堅固我們的信心，將每一次與主同行的經歷深深的烙印在心裡，永遠相信神的信

實，永遠相信神的大能，永遠相信任何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都是於我們有益的。 

 

禱告二： 

預表耶穌所被釘之十字架的木頭，可以使苦水變甜，耶穌在迦拿所行的神蹟是將水變

成酒，我們相信唯有耶穌可以帶來改變，不管是屬靈界或是物質界。我們一起來呼求，

求神來显露并改變各種敗壞的信念體系，讓過去我们觉得 "理所當然" 的，显出其怪

异;  讓說謊變得怪异;  讓偷工減料變得怪异…...而這些本來就是恶怪的，只因我們人習

慣了，于是一切就變得很自然，甚至理所当然。哦主啊，求祢来苏醒和醫治我們麻木

麻痺的心。 

 



請播放詩歌：十架的愛 

https://youtu.be/dfVQ2nbrPnM 

 

讀經禱告至 8:20 

 

 

 

（4）成為祭司與新婦自潔到主座前----悔改 

 

耶和華君尊的祭司們我們一起來獻祭！來服事祂！ 

為基督的新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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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憐憫我這祭司缺乏時時刻刻「自潔」的慣性，左右我的只剩下惰性 

 

出 29:4    要使亞倫和他兒子到會幕門口來，用水洗身。 

林前 6:11   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並藉著我們

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 

 

親愛的主耶穌，我是蒙恩的罪人，祢捨命救贖我、呼召揀選我，訓練我成為能為人代

求的祭司。我已經「決志」要與祢同工，但我卻不思想如何才算是分別為聖；求祢重

新賜給我清潔的心，正直的靈，好教我活出這祭司的呼召。 

 

恳求主来对付我这隨从世界而行的惰性，我寧可落在主的手中，也不要落入仇敵的網

羅。求主憐憫我的不能，轉化我的靈，幫助我從我的裡面長出隨聖靈而運作的慣性。 

 

2. 赦免我逕自使用海盜版本的「會幕生活」服事神，用手造的神取代真實敬拜 

 

我看重四處採買的各樣美麗金燈台、蠟燭、聖經，找好的音響來播放音樂代替敬拜，

將這一切外在的事件、物件當成我服事看重的中心，拿外面的東西取代內在的「會幕

生活」。聖經里已经提到拿答、亞比戶「不知道」屬靈的法則：獻上凡火。烏撒「不

知道」山上的樣式---手護約櫃。以利的兒子們「不知道」敬畏神 — 私通婦人，擅拿祭

物。 

 

這些都是熟練祭壇運作法則者，怎麼會因為「不知道」而將自己及百姓帶往死亡之路

呢？！  求主賜我尊主和警醒的心，免得我只知一味地追求外表敬虔的祭壇，卻走向絕

路。 

 

3. 赦免我是個不照聖潔祭壇原則行事，而將祭物獻在邱壇、道壇的祭司 

 

https://youtu.be/dfVQ2nbrPnM


何 8:11   以法蓮增添祭壇取罪；因此，祭壇使他犯罪。 

 

主，我要到哪裡尋見祢呢？有人說在這裡，有人說在那裡，我卻從來沒有想過，其實

最有效尋見祢的方式是藉着更多的讀聖經、悔改、讚美神開始，在個人祭壇上使我得

以更多的認識祢在山上的樣式和祢要我們遵行的法則。求主引領我。 

 

赦免我們執意不按著山上的樣式築壇，意圖成為祭司卻又不願意分別為聖，我們不甘

願捨己為祭物，委身奉獻，單單服事祢。求祢教導我，不只單單的習慣跟隨人，更能

夠跟隨聖靈和神話語的引導。 

 

請播放詩歌：獻上尊榮 

https://youtu.be/fJ3xrwudlCc 

 

請禱告 10 分鐘   至 8:30 

 

 

 

（5） 披戴基督、在基督裡誇勝 

 

羅 13:14   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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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刻自潔，成為聖潔 

 

親愛主耶穌，求祢醫治我，使我能將我裡面基督的樣式活出來，行在活人的眼前。祢

已經將祢的聖靈保惠師放在我裡面，使我警醒，叫我要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

自己。如今我要說：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自己，因我在主祢的裡面，我深知道，祢是

愛我，為我捨己的，我也要照著祢長闊高深的聖潔愛來愛人，不再選擇體貼軟弱，使

我靠著祢成為聖潔。 

 

2. 真實的生命敬拜 

 

主，祢是不看外表、只查看內心的神，求主堅固我們的心，使我們所做一切都是發自

內心為你，而不是顯出外在行動給人看，我們要學習耶穌基督的樣式，不論世人的眼

光如何，每一天都專心、認真活出屬神的生活，用生命而不是表面，惟愿單單討神的

喜悅。 

 

3. 成為專心服事神的祭司 

https://youtu.be/fJ3xrwudlCc


 

主耶穌，祢的聖靈充滿我們的心，使我們可以專心服事祢，塞耳不聽世界的“諫言”而

是單單聽從祢的話語，用祢的方式、用祢的法則來服事祢，沒有一點點人的意思，使

我們在祢面前獻祭的祭壇，成為帶下祢榮耀同在的地方，求主賜能力，堅定我們的心

志。 

 

請播放詩歌：Change My Heart Oh God 更新我心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1ksbEYYgX4 

 

請禱告 10 分鐘   至 8:40 

 

 

 

（6）集中火力的代禱 祭司行使職任！ 

 

【為執政掌權者禱告】 

提前 2:1-3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也該如此…。這是好的，在神我們救主面前可蒙悅納 

 

為「政治體系與利益團體勾結，忽略弱勢權益的罪」悔改禱告 

 

耶 10:10   惟耶和華是真神，是活神，是永遠的王。他一發怒，大地震動；他一惱恨，

列國都擔當不起。 

 

詩 72:1-4    神啊，求你將判斷的權柄賜給王，將公義賜給王的兒子。他要按公義審判

你的民，按公平審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義使民得享平安。他必為民中的

困苦人伸冤，拯救窮乏之輩，壓碎那欺壓人的。 

 

彼後 2:13-14    行的不義，就得了不義的工價。這些人喜愛白晝宴樂，他們已被玷污，

又有瑕疵，正與你們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詭詐為快樂。他們滿眼是淫色，止不住犯

罪，引誘那心不堅固的人，心中習慣了貪婪，正是被咒詛的種類。 

 

1. 在震動破碎中 呼求憐憫拯救 

 

求主光照，叫我們看見自己停留在過度的自卑、自憐而被仇敵的謊言扭曲成驕傲、自

義。憐憫我們無法靠著自己從敗壞中脫離出來，我們的地土、國家被罪和謊言的權勢

擄掠。求主憐憫、纏裹這國及其上居民的傷痕、憐憫無辜、受害、受苦的百姓，求將

悔改得救的恩典賜下來，不論弱勢、強權都要回轉歸向祢。 

 

2. 為了「立法機制無法保障人民，且忽視弱勢權益」悔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1ksbEYYgX4


 

求主赦免我們將愛民如己當作競選口號卻不落實，赦免我們的悖逆，無感於繼續行祢

眼中看為惡的事；赦免我們得罪神卻不以為然。赦免我們只求順應這時代潮流去立法，

卻經常睜眼不看、充耳不聽受到影響的真正弱勢團體和他們亟待解決的問題。赦免我

們的立法屈服在政治團體的小利益之下，求主醫治我們的心。 

 

3. 破除應酬文化，斷開縱慾與利益的勾結 

 

赦免我們活在蒙蔽裡，以為情慾是享樂，淫亂是祝福，其實我們離平安、喜樂、真實

的滿足越來越遠。求主破碎政壇的應酬文化，各樣放縱與權力的暗地裡勾結，都要完

全斷開。 

 

請播放詩歌：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我已經決定 

https://youtu.be/s2TwhEL2EPc 

 

請禱告 10 分鐘   至 8:50 

 

 

（7）宣告爭戰得勝--教會拿起神所赐的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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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新西蘭的男性、弟兄们，每个家庭的头、丈夫们，要向主敞開，委身信主 

  

徒 9:17-19,20 亞拿尼亞就去了，進入那家，把手按在掃羅身上，說：兄弟掃羅，在你

來的路上向你顯現的主，就是耶穌，打發我來，叫你能看見，又被聖靈充滿。掃羅的

眼睛上，好像有鱗立刻掉下來，他就能看見。於是起來受了洗。 

  

主啊，人所不能，在祢凡事都能！因祢受的鞭傷，新西蘭男性心靈受的傷得到醫治；

因祢受的刑罰，挪去新西蘭男性所承受的憂慮困苦，使他們得平安。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我們宣告，蒙蔽人心的謊言要完全被破除，新西蘭男性要如掃羅

在大馬色路上遇見主一樣，大量向主敞開自己，願意把重擔交給主，不再拒絕主耶穌

白白的救恩，接受主聖靈的醫治與安慰，委身給造他愛他救贖他的主。 

  

2.宣告教會中的弟兄們要興起成為合神心意的貴重器皿 

  

徒 9:20   就在各會堂裡宣傳耶穌，說他是神的兒子。 

  

https://youtu.be/s2TwhEL2EPc


我們宣告，弟兄們信主、愛主，恢復主起初創造男性的形象樣式，委身於主的教會，

成為主重用的保羅。天天到主的祭壇前親近主，與主連結，支取從主來的話語和啟示，

得著治理的智慧，熱情服事主與主的肢體，使神的家滿有從主而來的次序、能力與昌

盛。 

  

3.宣告弟兄要興起  接受委任成為轉化職場的先鋒者 

  

徒 26:18   我差你到他們那裡去，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

下歸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我們宣告，教會得到從主來的異象，訓練裝備弟兄們成為合格的

祭司，並差派弟兄們回到他們的職場遍地築壇，成為轉化的先鋒者，倚靠主的聖靈與

真理，天天在祭壇主的同在中，剛強有能力，勇於做合神心意的事，不向世界的小學

與世俗的價值觀妥協，使各行各業因職場祭司的代求，黑暗權勢被削弱，人心得以甦

醒，各職場漸漸願意遵守主的法則和標準，使各職場一一進入命定！ 

  

請播放詩歌：祢必剛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YzAvPiOnB0 

  

請禱告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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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禱告即將結束了！願你們憑信心接受祝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YzAvPiOnB0


 

我們一起來守望耶路撒冷 為她求平安！願主祝福他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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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80:1-2    領約瑟如領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聽！坐在二基路伯上的啊，

求你發出光來！在以法蓮、便雅憫、瑪拿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來救我們。 

 

願你們平安！ 

請再自行撥出讀經時間！ 日夜守望! 

( 感谢台湾转化团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