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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收教會禱告城牆—禱告範本 — 2021/2/22～/2/28
（請以禱告的心，慢讀此範例）

1. 敬拜讚美 【主祢是我們的太陽 / Lord, You Are Our Sun】官方歌詞 MV - 大衛帳幕的榮耀 ft. 周巽光 YouTube

2. 與神親密對話—按時候結果子
親愛的阿爸父，祢的話在詩篇 1:2-3 說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晝夜思想， 這人便為有福！他
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結果子.」。所以我再一次的來到祢面前，向祢獻上感謝與讚美。
親愛的阿爸父，我喜愛祢的律法、祢的律例、祢的典章。在在這動蕩紛亂的時刻，我要晝夜思
想祢的話語，耶穌提醒我，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又說“我就是
生命的糧，為世人之生命所賜的.”。親愛的阿爸父，我何等感恩！祢將天上生命的糧賜給我，使
我吃了，就永遠活著。我就會像是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樹，紮根於源源不絕的活水泉，持續的被
祢的生命滋潤著，按時結果子。親愛的阿爸父，我渴慕多多的結出果子來，求祢用祢的話語、
祢的律例典章來修剪我，把我修理乾淨。在一切心思、意念、話語裡面，我願意被約束，被管
理，叫我裡面的建造有根有基連於耶穌基督，使我多結果子，使父因此得著榮耀。親愛的阿爸
父，幫助我能順著聖靈而行，讓聖靈在我生命中結出美好的果子，有仁愛、喜樂、和平、忍
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親愛的阿爸父，我是祢所栽種的，是祢所建造的，求祢
用那活潑的道、 生命的糧更多的充滿我！使我的生命更豐盛！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3. 為家人禱告
▪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我的家屬於神！耶穌的寳血塗抹在我家的門楣和門框和每一個家人身
上。我的家已經被分別為聖、被救贖，我宣告我們全家必得救！
我要舉起神救恩的盾牌，保護我的每一位家人。我宣告，所有的不潔、有毒的病毒細菌都不能
進來污染、侵害我和我的父母、兒女、子孫，以及家中的任何人。在疫情的風暴中，主要救我
全家大小脫離一切兇惡，出入都蒙保守。我們家還未得救者，也求主賜他們得救的智慧。使我
全家早日歸主。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4. 為美國禱告:達區席茲（給祂 15 分鐘）: 2021/2/17：令人擔憂的行政行動
天父，美國是祢為祢的目的而建立的。我們承認這一個事實，並希望看到祢在這土地上的法律中受
到尊敬。對於行政命令中的一些政治決定，我們的心與祢的心一樣的傷痛。求祢寬恕我們國家對祢
的傲慢態度。祢的法律被忽略和破壞了!祢被拒絕了!祢的話中提到那些不尊敬祢或不感謝祢的人，
「他們的思念變得虛枉，無知的心就變得昏暗了。自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羅馬書 1:21-22）。
我們為那些在各州爭戰的州立法機關和州總檢察官感謝祢。我們祝福他們，並祈求祢賜給他們智慧
和勇氣以及屬天的策略，幫助他們知道該如何反對不公正的行政命令，制訂法案來保護本州公民、
我們的生活、在母腹中的嬰孩、我們的婦女和我們民族遺產和歷史，以尊榮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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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我們相信「向天請願」仍然有效。我們信靠的不是政府。正如雷根總統明智地說：「政府不
是解決我們問題的辦法；政府才是問題。」求祢扭轉這個國家，使它完全被恢復。我們感謝祢，撒
旦以「女戰神（Valkyrie）」來接管我們國家的計畫已經失敗，不會成功的。祢正在暴露許多領導人
的可怕邪惡，並且祢將帶來偉大的復興，使美國重獲新生並且重新開始。感謝神。
我們奉耶穌的名宣告：我們尊重主和祂的話語、祂的歷史和祂在這個國家的遺產。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5. 為美國的教會禱告
天父，帶領祢的教會從巴比倫宗教體系中出來，進入到與祢真實的關係中，使教會大大甦醒，
走進與祢對齊的路，進入並興旺神的國! 在祢所賜完美風暴的面前，潔淨教會的良心，洗刷仇
敵的印記，以祢的聖靈充滿更新教會，成爲祢所建造，樂意居住的所在（弗 2:22）。
天父，祢已將治理全地的權柄神賜給祢的教會，教會要興起發光，行使這榮耀的權柄，發出獅
子望樓的吼叫，震動天地，帶下屬靈的大覺醒與復興!
天父，我們俯伏在祢的寶座前，再次為這個日益沉淪的世代禱告！求主興起祢的先知如約拿，
喚醒美國，使我們像尼尼微人一樣宣告禁食，從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切切求告神，各

▪

▪

▪

人回頭離開所行的惡道。神啊，求祢看到我們回轉，就不發烈怒，使我們不至滅亡！
天父，憐憫祢的教會！洪水泛濫時，求祢使祢的教會穩站在真理的磐石上不動搖！罪惡翻卷時，
求祢使美國的教會如建在山上的城，再次發出光照亮黑暗，為祢預備美國的第三次屬靈大覺醒.

▪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6. 為終止全球人口販賣惡行禱告
【背景 : 人口販賣在全球到底有多嚴重? 根據東北大學(Northeastern University)研究人口販運問題的
教授艾米法雷爾(Amy Farrell)的最新研究，州和地區執法記錄可能只反映了該地區不到 10%的人口販
運受害者。 人口販賣被稱為「現代奴隸制」，由於風險低、利潤高，人口販賣目前是全世界三大跨
國犯罪，僅次於毒品及武器走私，估計目前全世界有 4500 多萬奴隸，有組織犯罪活動涉及多個層面.】

▪

終止人口販賣，關閉交易管道 : 天
父，求祢繼續打擊這些兒童獻祭與人口販賣的組織，揭露並關閉各層面的人口販賣交易管
道，破除瓦解人口販賣集團的勢力及網絡，使這些人口販賣的邪惡計劃混亂無效，使所有作
惡者被繩之以法。

▪

我們奉主耶穌的名宣告：
➢ 神要興起公義公平在列國，喚醒各國政府及民眾的良知，正視全球人口販賣問題，立專法
禁止並打擊人口販賣，廢除全球的奴隸制度，終止人口販賣與交易，使人人享有自由和平
等。
➢ 神賜智慧策略及洞察力給各國的執法人員，保守他們的安全，有效率的緝查執法，速速解
救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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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要起來呼求禱告，使越來越多的人警醒，關注人口販賣問題，為受害者發出正義的聲
音。
➢ 教會要進入這片禾場，帶着神的愛及憐憫，幫助受害者得醫治走出陰影，恢復生命的榮
美。
➢ 每一個秘術結構都正在瓦解，奴隸販賣者及販賣系統都正被曝光出來並被摧毀，掩蓋和不
義的靈被除去，在全世界各地伸張真理和正義。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7. 為卸任總統川普和他的家人禱告
奉主耶穌的名宣告：
▪
▪

神必繼續保護川普總統脫離仇敵所有暗殺， 彈劾，嫁禍的計謀。
神必瓦解仇敵所有的計謀， 仇敵必掉進自己所設下的網羅裏， 被繩之以法。

▪

神必大大賜福並保護川普總統、他的家庭，以及繼續與他同心的團隊。神必破除拆毀所有攻擊
他們的巫術和咒詛，拯救他們脫離一切凶惡，遠離一切試探， 保守他們出入平安，身心靈健
壯。(賽 54:17)
神必安慰並堅定川普總統的心，使他得安息，為真理、公義，無不得勝！（詩 45:4)

▪

任何政客企圖彈劾川普總統的陰謀必將瓦解，不能得逞。

▪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8. 宣告禱告:為美國抽乾沼澤的宣告
我們奉耶穌的名宣告：
▪
▪
▪

▪
▪
▪

神必差派天使天軍行在美國軍隊之前，保護他們，為他們爭戰並協助他們完成後繼任務.
神必興起剛強壯膽的軍隊爲祂對美國的計劃和旨意而戰。
所有參與選舉舞弊，勾結外國政府叛變，以及勒索政要、欺騙選民、企圖控制和摧毀美國的精
英分子， 深層政府以及恐怖分子都要被繩之以法，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他們的基地也要被
揭發並瓦解。
神已經開始了美國的翻轉，祂也必將完成這工。
神的子民必為神的旨意，勇敢站立，持續禱告爭戰，直到極大的勝利臨到基督肢體!
神要恢復各州之間兄弟般的聯結，美國人民會團結一致，成為在神治理之下的美利堅合衆國
（United States)!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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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關於新冠病毒的宣告
奉耶穌基督的名，神掌權在美國疫情當中:
▪

▪
▪
▪
▪

耶和華沙瑪：
➢ 神的同在臨到教會，聖靈的火裂天而降， 徹底焚燒除滅新冠病毒， 病毒必不能存活，疫情
必完全停止蔓延與散播。
➢ 神的同在必臨到教會，潔淨、修復、重建、醫治美國教會，在經歷政治危機和疫情衝擊的時
刻，美國教會將會有大覺醒和復興，進入神的命定。
➢ 美國教會要起來爲主發光，在人心惶惶時刻，傳講耶穌是現代人的希望以及拯救，
➢ 神的榮耀同在必保護美國高危險羣的人包括醫護人員和研究人員，不受感染。
耶和華拉法：神的醫治的大能必臨到美國確診人羣。
耶和華以勒：神必供應美國有效的新冠病毒治療方案。
神的大能必能瓦解、斷開腐敗官僚利用疫情帶來不合理的管制、掌控和操縱。
神必賜智慧給各級美國政府官員，領導國家解決疫情問題。

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 耶穌的名大過一切！萬膝都要向耶穌跪拜！萬口都要口稱耶穌基督爲主！
▪ 教會的權柄大過這一切！攔阻耶穌的勢力都要崩潰瓦解！
▪ 神掌權在全地! 神的公義、公平必然顯現！
▪ 神必興起擊殺仇敵，神的審判現在就臨到製造病毒的邪惡勢力，使撒但差役被繩之以法！
▪ 仇敵暗中所操作的詭計必要顯露出來！神必敗壞這些敗壞世界之人！
▪ 神的兒女不會被新冠病毒打敗！耶穌必彰顯祂的得勝與掌權! 信靠耶和華的永不羞愧！我們絕
不認輸，也決不沮喪！
▪ 神必要記念全球許多不分左、右手的靈魂，拯救他們的靈魂！這是一個復興收割的時代！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10.為以色列禱告：為以色列 3/23 的大選禱告
▪

頌讚耶和華:
我的心哪，要稱頌耶和華！ 凡在我裏面的，也要稱頌祢的聖名！ 我的心哪，要稱頌耶和
華！ 祂赦免我們一切罪孽， 醫治我們的一切疾病。祂救贖我們的命脫離死亡， 以仁愛和慈
悲為我們冠冕。 （詩 103:1-4）

▪

懇求主赦罪之恩
➢ 耶和華啊，我從深處向祢求告！主啊，求祢聽我的聲音！願祢側耳聽我懇求的聲音！主耶和
華啊，祢若究察罪孽，誰能站得住呢？但在祢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祢。（詩 1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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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生命的主，萬人之靈的神啊，我們懇求祢救免以色列，每年約墮胎四萬未出生嬰兒的
罪；赦免以色列 1977 年的刑法，沒有按照聖經定義生命，令國家在法理上給墮胎流無辜人血
給魔鬼流了地步；赦免以色列的軍隊還免費為女兵墮胎的罪；也請赦免以色列支持以色列的
國際基督徒在以色列墮胎的罪上選擇沉默，沒有為以色列未出生嬰兒的生命發聲，警戒官長
與百姓。父啊，赦免以色列，是的以色列的罪確如硃紅，請求祢用主 Yeshua 的寶血將以色
列洗得潔白。
➢ 耶和華啊，以色列百姓是祢用大力和大能的手從埃及地領出來的；是祢因祢的信實並用大能
的膀臂，使他們從被擄的巴比倫釋放歸回的。求祢為祢名的緣故，轉意不發祢的烈怒；後
悔，不降禍與祢的百姓。止息新冠瘟疫、飢荒（經濟危機）和刀劍，消除來自伊朗、土耳其
及其代理人等來自北方日益增加的戰爭威脅，以及內部迦薩地帶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哈馬斯
火箭恐襲，求祢記念祢的僕人亞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約。（出 32:11-13）
▪

奉基督耶穌聖名宣告：
➢ 東離西有多遠，耶和華必叫以色列的過犯，離以色列有多遠。
➢ 不符合聖經對生命定義的法律必被改變，妥拉必被尊為以色列律法之上。
➢ 因罪而給了撒旦控告和攻擊以色列的一切藉口，必被主 Yeshua 的寶血撤銷，3/23 大選必按
公義、公平、正直原則舉行。
➢ 耶和華是以色列最高審判官，耶和華是以色列的律法設立者，耶和華是以色列的王。
➢ 耶和華必拯救以色列!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11.為教會禱告
1. 求主寶血遮蓋在每位豐收家人、朋友、各個家庭中，主保守看顧每位出入平安健康，任何的病毒
不能碰到豐收教會的的弟兄姐妹。求主供應豐收弟兄姐妹們生活沒有缺乏。
2. 求聖靈繼續激勵所有豐收家人和朋友們在主愛中彼此相愛扶持、持守每天的禱告城牆和讀經、熱
情參與每次線上的聚會、一起同心同道靠主渡過難關、得勝有餘，並且將福音傳出去。
3. 爲豐收在校學生禱告，在家仍然專心自學或跟上學校遠距離課程，不但繼續在知識上長進，而且
花時間讀經禱告，與父母或屬靈長輩們一起追求。
4. 主啊，感謝讚美祢把豐收教會放在＂提升信心＂的屬靈季節，來建造我們成為祢所喜悅的教會。
我們願意一起更多學習聖經的真理，全心接受神的話，產生對神的敬畏，讓聖靈不斷開啟神話語
對我們生命的意義和實際運用，以至於我們能抓住真理、並且在生活的各方各面中完全降服於主
的帶領。主啊，在信心的生活中，我們願意花上更多時間等候祢、與祢親近、建立和深入與祢親
密的愛的關係，以至於我們的生命緊緊連接在祢的生命中，想祢所想、聽祢所聽、看祢所看、作
祢所作，讓祢完全掌權在我們生活中，我們活出討祢喜悅的信心生活，信心不斷長進，可以在難
處中仍然堅守真理和持守呼召。主啊，我們知道這樣信心增長和提升的過程必須經過祢對我們生
命的修剪，會有不舍或疼痛，但是我們願意俯伏在祢面前，請祢修剪，請祢管教，除去所有妨礙
我們生命成長的攔阻，使我們長大成熟結出屬靈各樣美好果子、獻給主也供應人。主啊，祢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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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還有軟弱的肢體，因為各種原因，信心微小或多年無果，但是主祢是慈愛憐憫的主，祢不離
棄卻寶抱他們，特別施恩看顧他們，並且興起豐收家人去關懷和喂養，他們的生命也因此要長大
結果。求主帶領豐收家人們同心合一建造主的身體，豐收教會成為充滿愛和信心的大家庭。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12.用神醫治的經文禱告
神啊，祢的話在箴言 4:20-22 說，
“我兒，要留心聽我的言詞， 側耳聽我的話語， 都不可離你的眼目， 要存記在你心中。 因為得著它的，
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醫全體的良藥。＂
所以，我要專心聽祢的話，我決不讓我的視線離開祢的話，我要將祢的話記在心上，祢的話就是我的生
命，有了祢的話，我就有了醫全人的良藥。
神啊，祢的話在箴言 18:21 和 12:18 說，
“生死在舌頭的權下，⋯＂ “⋯ 智慧人的舌頭卻為醫人的良藥。＂
所以，我要用我舌頭的能力宣告生命而不是死亡，我要用祢的話向我的全人宣告醫治。
神啊，祢的話在出埃及記 15:26 說，
“你若留意聽耶和華－你神的話，又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留心聽我的誡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將所
加與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為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
所以，我要認真的聽祢的話和行祢眼中看為正的事，遵守祢的誡命是我的喜樂，感謝天父不將疾病加在我
身上，祢是我的主我的醫治者。
神啊，祢的話在出埃及記 23:25 說，
“你們要事奉耶和華－你們的神，祂必賜福與你的糧與你的水，也必從你們中間除去疾病。＂
所以，感謝神，祢是賜福的神，祢祝福了我的糧、水、和所有飲食，祢從我中間除去了一切疾病，我要一
生事奉祢。
神啊，祢的話在申命記 7:15 說，
“耶和華必使一切的病症離開你；你所知道我埃及各樣的惡疾，他不加在你身上，⋯＂
所以，我感謝和讚美神，祢從我身上挪走了一切疾病，祢不使任何的疾病碰到我。
神啊，祢的話在詩篇 34:19-20 說，
“義人多有苦難， 但耶和華救他脫離這一切， 又保全他一身的骨頭， 連一根也不折斷。＂
所以，苦難不能奪走我在基督裏的義，我宣告無論什麼苦難的來到，祢應許拯救我脫離這一切，並且保守
我全人。
神啊，祢的話在詩篇 103:1-2 說，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凡在我裏面的，也要稱頌祂的聖名！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不可忘
記祂的一切恩惠！ 祂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醫治你的一切疾病。＂
所以，我選擇從我心深處稱頌祢主，我決不忘記祢給我的一切恩惠，祢赦免了我的罪，祢醫治了我的病，
我要一生一世稱頌祢不息。
神啊，祢的話在詩篇 107:20 說，
“祂發命醫治他們， 救他們脫離死亡。＂
所以,我感謝祢主,因為祢的愛，祢向我發帶有醫治應許的命令，祢的話是何等的有能力、醫治和釋放了我.
神啊，祢的話在詩篇 118:17 說，
“我必不致死，仍要存活， 並要傳揚耶和華的作為。＂
所以，我宣告：我必不致死仍要存活！我要大聲和不斷的宣揚主的大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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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啊，祢的話在耶利米 30:17 說，
“我必使你痊癒， 醫好你的傷痕，⋯＂
所以，我感謝祢神，祢全然恢復了我的健康，祢醫好了我每個傷痕。
神啊，祢的話在瑪拉基 4:2 說，
“但向你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義的日頭出現，其光線有醫治之能。你們必出來跳躍如圈裏的肥犢。＂
所以，我宣告我敬畏和尊崇祢的名，主耶穌就是公義的日頭和真光、已經將醫治從天帶到了地上，我是神
重價贖回的健康寶寶。
神啊，祢的話在以賽亞書 53:5 說，
“哪知祂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所以，我感謝主耶穌為我的過犯受害， 為我的罪孽壓傷，為我得平安忍受重刑，為我得醫治受盡鞭傷，因
此我宣告主在十字架上的犧牲以重價買贖了我，使我靈魂體都得自由，平安，健康，和醫治。
神啊，祢的話在馬太福音 8:16-17 說，
“到了晚上，有人帶着許多被鬼附的來到耶穌跟前，他只用一句話就把鬼都趕出去，並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
人。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 他代替我們的軟弱， 擔當我們的疾病。＂
所以，我感謝祢主耶穌，祢已經實現了以賽亞的預言，挪走了我一切的疾病。
神啊，祢的話在馬太福音 8:2-3 說，
“有一個長大痲瘋的來拜他，說：「主若肯，必能叫我潔淨了。」 耶穌伸手摸他，說：「我肯，你潔淨了
吧！」他的大痲瘋立刻就潔淨了。＂
所以，我感謝祢主耶穌，祢回應醫治的請求是願意的，是肯的！今天祢也同樣對我說，“我肯，得醫治
吧！＂感謝讚美主，祢肯，祢願意而且祢能夠醫治我。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13.用神保護的經文禱告
神啊，祢的話在約翰一書 5:14-15（新譯本）說，
“如果我們照著神的旨意祈求，祂必聽我們；這就是我們對神所存的坦然無懼的心。 既然我們知道祂聽我們
的祈求，我們就知道，我們無論求甚麼，祂必賜給我們。＂
所以,我現在就直接用祢的話,聖經來禱告,因為我知道當我照祢的旨意禱告時,祢會聽見我並回應我的禱告.
神啊，祢的話在腓立比 4:6-7 說，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
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所以，我拒絕為任何事情焦慮或擔憂，而我選擇為每件事禱告，藉著感謝將我所有的請求帶到祢面前，我
在信心裏感謝祢必持守祢給我的應許，我心裏有平安。
神啊，祢的話在提摩太後書 1:7 說，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所以，我感謝祢主我沒有也不會有懼怕、但是有能力,愛心,和節制,我有聖靈保惠師幫助面對各樣的環境.
神啊，祢的話在以賽亞書 41:10 說，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神。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
右手扶持你＂
所以，我不害怕，因為祢與我同在，祢是我的神，沒有東西可以嚇倒我，祢已經使我剛強，不管發生什麼，
祢要幫助我、保護我、拯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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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啊，祢的話在詩篇 46:1-3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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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地雖改變， 山雖搖動到海心，
其中的水雖匉訇翻騰， 山雖因海漲而戰抖， 我們也不害怕。＂
所以，我感謝祢，祢是我的避難所和我的力量，祢是我在患難中隨時幫助，即使全地震動、即使山崩海裂，
我也不害怕。
神啊，祢的話在以賽亞書 54:17 說，
“凡為攻擊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審判時興起用舌攻擊你的， 你必定他為有罪。 這是耶和華僕人的
產業，是他們從我所得的義。 這是耶和華說的。＂
所以，我以主耶穌的名宣告，我是因信稱義的神的兒女，神祢在我身上的保護是祢給我的產業，凡攻擊我
的武器都沒效用，凡攻擊我的負面話語絕對落空。
神啊，祢的話在路加福音 10:19 說，
“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斷沒有甚麼能害你們。＂
所以，我感謝祢主，祢已經給了我權柄可以奉耶穌的名踐踏任何的邪惡勢力和勝過仇敵，因此沒有東西可
使用任何方法傷害我。我現在就奉主的名踐踏新冠狀病毒，牠必不能傷到我。
神啊，祢的話在以賽亞書 53:5 說，
“哪知祂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
所以，我感謝主耶穌為我的過犯受害， 為我的罪孽壓傷，為我得平安忍受重刑，為我得醫治受盡鞭傷，
因此我宣告主在十字架上的犧牲以重價買贖了我，使我靈魂體都得自由平安和醫治健康。
神啊，祢的話在詩篇 103:1-4 說，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凡在我裏面的，也要稱頌祂的聖名！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不可忘
記祂的一切恩惠！ 祂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 祂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 以仁愛和慈悲為你
的冠冕。 祂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 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
所以，我選擇從我心深處稱頌祢主，我決不忘記祢給我的一切恩惠，要一生一世稱頌祢不息。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14.用神供應的經文禱告
神啊，祢的話在啓示錄 4:11 說，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祢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 因為祢創造了萬物， 並且萬物是因祢的旨意被創
造而有的。＂

所以，我宣告主祢配得榮耀、尊貴、權柄，因為祢創造了萬物，因為祢，宇宙、地球、人類、和
萬物才能存在。
神啊，祢的話在以賽亞書 1:19 說，
“你們若甘心聽從， 必吃地上的美物。＂

所以，我為自己在心思意念、言語行為、和任何方面有不甘心、不完全順服聽從祢的、向祢認罪
悔改，求祢赦免，我要甘心聽從祢，因而我不但繼續有吃和得供應、而且在祢的祝福中、我必吃
地上的美物、領受祢的最好的供應。
神啊，祢的話在箴言 3:9-10 和瑪拉基 3:10 說，
“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土產尊榮耶和華。這樣，你的倉房必充滿有餘；你的酒醡有新酒盈溢.＂，“萬
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
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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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感謝祢主，因為我尊榮祢, 將十分之一金錢的奉獻送入祢的家，祢打開了天上的窗戶傾倒於我，
豐富的祝福超過我的容量，我宣告我所有的倉庫將滿溢，我所用的各樣資源，所產生的收入將湧流不歇。

神啊，祢的話在詩篇 37:18-19 說，
“耶和華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們的產業要存到永遠。他們在急難的時候不致羞愧，在饑荒的日子必得飽足＂

所以，我感謝祢神，因主耶穌基督的寶血和祢的恩典，我因信被稱為義人，我被祢接受，我的產
業在基督裏要存到永遠，在災難期間我也必不蒙羞，在饑荒時我也必得飽足。
神啊，祢的話在以賽亞 45:3 說，
“我要將暗中的寶物和隱密的財寶賜給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所以，我感謝祢主，因為我順服祢、活在祢的面前、行出祢的旨意，祢定意要賜給我暗中隱藏的
寶物和隱密的財寶。
神啊，祢的話在約珥書 2:25 說，
“我打發到你們中間的大軍隊，就是蝗蟲、蝻子、螞蚱、剪蟲，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補還你們。＂

所以，我感謝祢神，因祢的愛和能力，祢會恢復和補嘗給我那些曾被敵人偷走的祝福和良機。
神啊，祢的話在約珥書 2:26 說，
“你們必多吃而得飽足，就讚美為你們行奇妙事之耶和華－你們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遠不致羞愧.＂

所以，我感謝祢神，我必不至缺乏，照祢的應許，我必飽足有餘，我要大聲讚美祢的名，祢為我
行了奇妙的大事，我將不再蒙羞。
神啊，祢的話在哥林多後書 9:8 說，
“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地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樣善事。＂

所以，我感謝祢神，祢豐豐富富毫無保留的供應我一切所需，我凡事盡都充足，而且有能力去幫
助他人、與人分享、把祢給我的祝福大方的給出去。
神啊，祢的話在申命記 8:18 說，
“你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因為得貨財的力量是祂給你的，為要堅定祂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約，像今日一
樣。＂

所以，我選擇相信神祢的約，我選擇牢記豐富的祝福來自於祢而非我的力量，是神祢給了我智慧
能力可以得生產。
神啊，祢的話在腓立比 4:19 說，
“我的神必照祂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裏，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所以， 我宣告我不會有缺乏，因為我的神必照祂榮耀的豐富，在主基督耶穌裏，使我一切所需用
的都充足！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