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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收教會禱告城牆—禱告範本 — 2021/10/25～/10/31
（請以禱告的心，慢讀此範例）

1. 敬拜讚美

【每一天我需要祢 I Need You】官方歌詞版 MV (Official Lyrics MV) - 讚美之泉敬拜讚美 (21) - YouTube

2. 天父我讚美祢（2）
天父，我讚美祢，祢是全能的神，在人不能，在祢凡事都能。祢說有就有，祢命立就立，祢的能
力充滿了宇宙和天地。天父我感謝祢，軟弱的，祢加能力； 疲乏的，祢加力量；凡等候祢的，必
重新得力；天父我感謝祢，祢藉著祢的聖靈將祢的能力天天充滿澆灌在我裡面，使我如鷹展翅上
騰，行走祢的道也不疲倦，奔跑你祢的路也不疲乏。
天父，我讚美祢，祢是信實的神，祢的信實極其廣大，祢的信實直到萬代，永恆不變。天父，我
感謝祢，祢永遠堅守祢向我立的約，祢藉著祢的聖靈，將祢的應許都成就在我的身上。
天父我讚美祢，祢是聖潔的神，祢厭惡邪惡，祢喜愛善良，在祢只有光明沒有黑暗。我感謝祢，
天天藉著祢的聖靈，主耶穌的寶血，祢的話來潔淨我，使我與祢的性情有分，使我能承受祢一切
的豐富，來榮耀祢，見證祢。
天父，我讚美祢，祢是至大至尊的神，祢以尊容威嚴為衣服，祢披亮光如披外袍，祢鋪張穹蒼如
披 幔 子 。 天父我感謝祢 ， 祢 榮耀的光常照在我裡面，也照在我前面的道路，引導我前行 。
天父，我讚美你，祢是滿有憐憫的神，壓傷的蘆葦祢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祢不吹滅。天父我感謝
祢，祢能體恤我的軟弱，祢卸去我一切的重擔，祢照著我的本相接納我。天父我感謝祢，祢是我
的力量，我的幫助，祢能使我的軟弱變為剛強，在什麼地方軟弱就在什麼地方剛強起來。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3. 為未信主的家人禱告
主耶穌，我感謝祢！祢就是愛，祢不僅拯救我，也要救拔我的家人，因祢愛（未信主家人），這愛永
不止息，且永不被隔絕，祢的愛必要觸摸，溶化 （未信主家人）的心。主耶穌，我感謝祢，因祢願萬
人得救，不願一人沉淪，所以我要來到祢面前，為（未信主家人）禱告，求主赦免 （未信主家人）的罪，
醫治 （未信主家人）的肉體、靈魂一切的疾病，把謙卑、渴慕、悔改、順服的靈澆灌在 （未信主者名字）
的身上，讓（未信主家人）遇見祢，甘心樂意且順服的來跟隨祢。
求主使（未信主家人）的眼睛得開，從黑暗歸向光明，從撒但的權下歸向真神。又因信耶穌基督得赦
免。求主開（未信主家人）的心眼，使 （未信主家人）明白祢是道路、真理、生命。又明白復活在祢，
生命也在祢，除祢以外並無別神，除耶穌基督的名以外，天下人間亦無賜下別的名可以靠著得救。
求主綑綁迷惑 （未信主家人）的黑暗權勢，攻破仇敵在 （未信主家人）心中所設下的堅固營壘和各樣計
謀，各樣攔阻 （未信主家人）愛神的那些自高自大之事，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將 （未信主家人）的心
意奪回，使（未信主家人）歸回順服基督。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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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週五（10/15）禱告會，禱告事項
1. 為美國 50 個州進入各自命定宣告：（1）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亞州，（17）Kentucky 肯塔基州
2. 為神繼續攔阻聯邦政府奪取各州選舉製度的法案 S2747 禱告。
3. 為豐收教會家人們的需要和健康禱告。
4. 為麗麗快快信主和你正在傳福音的對象祝福禱告。
5. 為豐收教會主日聚會禱告祝福。
6. 為自己和豐收教會 10-12 月份“火熱的愛”的屬靈季節禱告。
7. 在以下八方面為教會牧者們禱告（不只限於豐收教會）

勇氣；

信心；

天國影響力

健康的婚姻和家庭；

得保護；

抵擋誘惑的能力

凡事上尋求主；

得鼓勵和休息

天國影響力：成為世上的光，在個人和家庭生活、教會服事、社區福音、宣教事工中
處處彰顯聖潔、誠實、正直、擔當、各樣的好行為，作眾人的榜樣。經文
馬太 5:15-16，提多 2:7-8，希伯來 13:17
8. 為神興起加州各縣各學區起來抵制“批評種族理論”CRT 教材和教受禱告。求神保守保護勇敢站出來
為孩子和真理發聲的老師和家長們。
9. 為聯邦最高法院法官們和在審理密西西比州禁止墮胎法案過程中推翻流無辜人血的 Roe v. Wade 禱
告。
10. 為 HR3755 取消各州反墮胎法和允許任意墮胎的法案在聯邦參議院得攔阻禱告。
11. 為隱藏許多極左派計劃和利益的 HR5376“三萬五千億美元非單純基礎設施”法案被攔阻禱告。
12. 為神恢復美國和各州選舉公正清潔和誠信禱告。為亞利桑那州 2020 大選審計結果公布後必要的法
律行動禱告。
13. 為美國南部邊境的安全和阻止破壞美國的惡行禱告。
14. 為阿富汗的局勢和平安禱告。
15. 為豐收教會新朋友們（家長和孩子們）祝福禱告。
16. 為福音在大 Pomona 地區廣傳、眾教會興起進入禾場、人心歸主、該地區屬靈空氣改變和帶下平安
繁榮禱告。
17. 為加州政府推出的反生命、殺生命、反家庭、反倫理道德、挑釁種族衝突、鼓勵吸毒、毒害學
生、等邪惡提案被阻止禱告。
18. 為神繼續復興美國教會、覺醒人民認識真象和歸主、粉碎“取消文化”、清除黑暗勢力、恢復聖潔公
義真理在社會各領域禱告。
19. 為神保護美國的日常能源和生活用品和食物供應係統和基本生活設施不遭敵人攻擊禱告。
20. 為神拯救美國經濟和金融係統、保護美國避免經濟和金融危機禱告。

21. 為有體力的在工作年齡內的人們回去工作和打破依賴政府供應的思想禱告。為有體力的在工作年
齡內的人們回去工作和打破依賴政府供應的思想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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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美國 50 個州進入各自命定宣告：
（1）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亞州
加利福尼亞：跨越之州
座右銘：Eureka! 尤裏卡 = 我很興奮找到了。
我們，加利福尼亞州的人民為自由感謝至高全能的神，我們保護並延續神賜予的祝福在這地。
加州，現在是跨越的時候了！妳要跨出宗教之靈，妳要衝入聖靈中的自由，跨越進入神的救
恩、醫治、釋放、和神跡中！
Sacramento（薩克拉門托），神正在翻轉妳，妳將以一個敬畏和敬拜神的城市而聞名於世！雖
然妳把神的旨意拒之門外，但是神已經在加州找到了和興起了爭戰勇士，神揀選的仆人要與神
一起作潔淨妳的工作，敵對神的勢力在妳中間將要鏟除，妳會成為能生產的地方，讓神的旨意
無攔阻的通行和成就在加州。薩克拉門托和加利福尼亞起來跨越吧！

(17) Kentucky 肯塔基州 : 號角之州
座右銘：合一站立，分裂倒下
我們，肯塔基州的人民為我們享受的民生、政治、和宗教自由感謝至高全能的神，為這
些祝福的延續，我們懇求神幫助建立和保障憲法的權力。
肯塔基，號角已經吹響，現在是讓馬賽跑的時候，神正在釋放騎士，快馬加鞭奔向神為妳設定
的突破點，那裏是肯塔基重然復興之火的屬靈高台，那裏有美國第二次大覺醒的火源，那裏存
留美國屬靈復興的遺產和恩膏。肯塔基，賽跑路上有隱藏的敵人阻力，敬拜讚美是妳揭露和擊
敗敵人的武器，將有來自各州的末後餘民與妳一起爭戰，讓復興再次點燃，Red River 再次成為
聖靈的江河，有得勝的冠冕將從肯塔基送入白宮，主耶穌在妳的歡呼聲中回到白宮！

6. 50 天為生命和推翻合法墮胎禱告
“為美國代禱者”（IFA, Intercessors for America) 呼籲全美五十州的基督徒參與在 10/12-12/1 為聯
邦最高法院十二月一日審理密西西比州的反墮胎法時推翻 1973 年最高法院 Roe v Wade 的允許
墮胎法的五十天禱告。
Lord, it grieves my heart to think of the millions of lives lost because of legal abortion; each life is precious in

Your sight, woven together in the womb. We ask that You would forgive us of this national sin and cause the U.S.
Supreme Court Justices to agree with You that every life is precious. We deserve judgment, but we humbly ask

3

豐收教會禱告城牆—禱告範本—2021/10/25~10/31

for the wisdom of heaven to bring godly conviction upon our nine Supreme Court Justices. Lord, cause them to
rule in favor of protecting life. Lord, we appeal to You as we appeal for life. In Jesus’ name, amen.

主啊，一想到數百萬失去的生命，我的心就悲傷，因為墮胎合法允許；每一個生命在祢眼中都
是寶貴的，在母腹裏交織而成。 我們請求祢赦免我們國家的罪並使美國最高法院法官們認同祢
每一個生命都是寶貴的。 我們應受審判，但我們謙卑祈求天上的智慧帶下敬虔的信念給九位最
高法院法官們。 主啊，讓他們的判決以保護生命為重。 主啊，當我們為生命請願時，我們向祢
呼求。
Lord, we humbly appeal to Your courts where You are enthroned as Lord of all. We know that You are and have
been hearing the prayers of Your people who have been crying out day and night over the atrocity of Roe v. Wade.
We lift each justice before You and pray for Your presence to fill the courtroom. We pray for Your angelic hosts
to be present while this case is going forth. We ask for supernatural protection over each justice, clerks, and
everyone involved. We pray You would expose any threats, deals, or bribes being made in secret to pervert
righteous judgment from coming forth. Let each justice sense Your very presence even in their private chambers.
We pray for the Spirit of God to bring conviction concerning life and bring a fear of the Lord to those justices
who do not know You as Lord yet. In Jesus’ name, amen.

主啊，我們謙卑地向祢的天上法庭請願，祢在那裏坐寶座為萬物之主。 我們知道祢垂聽和已經
在垂聽祢子民的禱告，我們晝夜為 Roe v. Wade 的暴行哭泣。我們將每位法官舉到祢的面前，祈
求祢的同在充滿法庭，我們禱告祢的天使出現在此案件的審理進展過程中，我們懇求超自然的
保護在每位法官、文員和每位工作人員身上。我們禱告祢將揭露任何企圖破壞公義審判而秘密
進行的威脅、交易或賄賂，讓每位法官都感受到祢特別的同在，甚至在他們的私人房間裏。我
們祈求神的靈帶下有關支持生命的信念，並使那些還不認識祢為主的法官們產生對主的敬畏。
奉耶穌的名，阿們。
▪

我們為最高法院敬畏神、不怕人、執行公義公平審判禱告。
撒迦利亞書 8:16， 撒母耳記下 23:3

▪

我們禱告每位法官的心要遇見主耶穌基督，他們要以禱告尋求神的同在和從聖經中發現神的
真理。
羅馬書 10:12-13， 希伯來書 10:22

▪

我們禱告沒有任何形式的賄賂或政治派別會通行在和影響到公正的判決。
歷代志下 19:6-7，申命記 16:19

▪

我們禱告法官們將領愛從神來的異夢和異象，他們要看見和聽見神，產生對神敬畏（害怕），
從驕傲、自意、自私、怕人、和人文知識中轉向神和執行真理，神成為他們的力量和幫助。
約伯記 33:15-18

Father, we boldly ask for You to hear and answer our prayers to overturn Roe v. Wade. We pray that the
moral and constitutional error of Roe would end in the Court's decision on the Dobbs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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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爸天父，我們大膽的懇求祢垂聽和回應我們為推翻 Roe v. Wade 的禱告。我們禱告 Roe 的道德
和憲法性的錯誤將在最高法院判決 Dobbs 案件（密西西比州反墮胎案）時終止。
我們禱告智慧與啟示的靈降臨在每位最高法院法官的身上，他們在審理反墮胎這有關生與死的
案件時照真理行事。以弗所 1:17，雅各 3:17
我們禱告最高法院法官不會向來自任何方向的壓力妥協或投降。出埃及記 23:2

我們禱告最高法院法官們為公義和尊榮神的緣故在密西西比州反墮胎案件上正確使用神給他們
的權柄執行公正的判決。箴言 21:3
我們禱告最高法院法官們尋求神的智慧、神保護和引導他們行在正直的道上。箴言 2:6-8
我們禱告所有在明處和暗處破壞和阻繞勢力無法站立，最高法院將以對美國憲法正確的解讀審
理密西西比州的反墮胎法和推翻 Roe v Wade。申命記 28:7， 約翰 8:32
我們禱告凡還沒有認識主耶穌的法官及其家人都要得救恩。約翰 3:16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7. 關鍵事件: 翻轉「萬聖節」屬靈氛圍- 奪回我們的領地
▪

翻轉萬聖節屬靈氛圍:
天父，我們替代全球參與萬聖節的每一位，以及被仇敵轄制的每一位，來到祢面前。我們承認
我們的無知，用狂歡和娛樂來填滿自己，以致於靈裏被沾染，被仇敵虜獲。在此，我們祈求父
的赦罪，願耶穌在十架上流的血來洗淨我們的罪。 天父，祢的聖靈來解救釋放我們，成爲我
們心中最真實的滿足。醫治我們的靈、魂、體，每天都跟祢對齊，跟祢的話語對齊。 父神，
賜下悔改的靈，翻轉今年萬聖節的氛圍，甦醒每一位百姓，甦醒祢的教會，祢的血遮蓋遍地，
祢的衆天使天軍也要奉命前來為我們爭戰。

▪

奪回領地:
父神，祢永遠掌權！天地萬物都是祢治理的！我們是屬祢的子民，手中也有治理這地的權柄！
甚至祢說，我們要做比耶穌做過更大的事。賜給我們分辨的靈，賜給我們一顆勇敢行動的心，
如同當年的約書亞一行，按祢的時機，奪地爲業！父啊，祢呼召我們是爲此時的得勝，絕不是
爲失敗。所以，我們就可以剛強壯膽，去得那祢爲我們預備的美地！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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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學習詩篇 91
（一）得神保護前我的責任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我要論到耶和華說：
祂是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詩篇 91:1-2）
1. 哪裏是我的住處？
▪ 在神那裏有一住處：隱密處，是為尋求避難的人預備的安全保障之處。
▪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是舊約中有關信心的教導，非常圖畫式的描述人與神之間私人關係的最
基本點。

▪

神提供給人的超過安全保護，祂特別歡迎我進入祂的內室與祂坐席。

▪

隱密處是真的，但有條件：我必須選擇去住，以行動到神前。

▪

如何住在至高者隱密處？不是知道而已，我必須實際的起來奔到避難所，否則不會有經歷。

▪

隱密處實質上就是我真認識神和與祂的親密關係。

▪

隱密處不是靜態，而是我與神在愛中同行。

2. 從我口中說出來的是什麼？
▪

我要學習用口說出我對神的信靠，回應神在詩篇 91:1 的呼召。

▪

當我將神的話再講給神聽，以大聲宣告出來，會產生超自然的能力。

▪

聖經中許多人物和教導在危險或難處中大聲宣告他們的信心。比如約珥書 3:10 說：“軟弱的
要說，我是勇士！”

▪

更多的大聲宣告：＂祢是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我有
更多在神裏得保護的信心。

▪

三次“我的”表示我與神個人的親密關係，我屬於祂，祂屬於我。

▪

“避難所”和“山寨”為軍事用詞，神自己成為我的防衛，能抵擋任何入侵敵人。

▪

我生活中需要有自我防衛和保護的措施，但是無法周全和它們本身有能力，我必須先跑到
神那裏，祂是唯一知道將會發生什麼和祂有答案對付它們。

▪

神稱我為祂的羊，因為我無能，但是祂作我的牧人。

▪

神也會使用周圍人幫助我的特別需要，但是我的心必須先認識神是我的牧人和保護者。

▪

神的話是活的、真實的，一旦宣告出來就釋放神話語的能力及其工作。

▪

在我面對的挑戰中，我大聲宣告：“在這特別情況（具體說出）下，我選擇相信神、倚靠神，
我奔向神。神啊，祢是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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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為美國禱告:達區席茲（給祂 15 分鐘）: [2021/10/22] 成為祂的烈火
父啊，帶我們進入更深之處，超越我們對祢國度表面的理解與認知，更深進入祢裡面，在那裡點
燃我們裏面全新的火。我們必須經歷這一切，來成為祢在這個時代渴望我們成為的。願我們被祢
榮耀的火所觸摸。求祢觸摸我們，使我們放棄生活的安逸，渴望更深認識祢。求祢用祢的烈火燃
燒我們，燒盡我們的老我！ 願我們成為被祢的大能和同在所燃燒的人！彰顯祢的榮耀，讓祢的
愛火烙印在我們身上成為印記。
主啊，幫助我們成為祢的烈火，代表祢，成為祢在地上的天國議會，用祢的烈火在我們身上做印
記，為祢燃燒，帶著祢的形象和祢的權柄，來觸摸那些今天需要祢醫治的人。
奉主的名宣告：
我們披上了榮耀之火的義袍，隱藏在基督裡。如今活著的不再是我們，而是基督在我們裡面活著，
我們將成為祂在世上的代表。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10.除滅新冠病毒的宣告
奉耶穌基督的名，我們:
▪

宣告耶穌的名大過一切！萬膝都要向耶穌跪拜！萬口都要稱頌耶穌基督是主！

▪

捆綁、破除在這新冠病毒背後運作的邪靈和黑暗權勢!

▪

剪除所有製造、籌劃病毒的邪惡撒但差役以及其在背後的運作！

▪

斥責、綑綁背後攔阻神百姓傳福音和教會聚會的邪靈！

▪

宣告神必興起擊殺仇敵，神的審判必臨到製造病毒的邪惡勢力，使作惡者被繩之以法！

▪

宣告所有冠狀病毒及各種變種新冠病毒都必滅絕盡淨!

▪

宣告神的兒女必脫離恐懼害怕的轄制，恢復基督裡的自由！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11.為以色列禱告：新「疫苗護照」機制趨嚴
▪

仰望神的慈愛和救恩:
主耶和華神，創造天地和萬人之靈的父，我要稱謝祢，祢造我們奇妙可畏，人體機能和免疫系
統、自愈機制的知識奇妙，也是人所不能全知的。雖然我們在暗中受造，在深處被聯絡，我們
的形體並不向祢隱藏，我們未成形的體質祢的眼早已看見，祢所定的日子，我們尚未度一日，
都寫在祢的冊上了。我們在祢面前站立敬畏，在新冠疫情仍流行的黑暗和患難之日，堅心仰望
祢的慈愛和救恩。（詩 139: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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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潔淨以色列民心，回轉向神:
主耶和華神啊，我們以色列今日遭遇瘟疫、經濟困難、戰爭和戰爭的風聲，也是因為我們犯罪
得罪祢、頑梗背逆祢、惹祢發怒之故。神啊我們向祢認罪。我們懇求祢賜下施恩懇求的靈，開
一個泉源，用神羔羊主 Yeshua 的寶血，潔淨以色列民心，回轉向神，祢就轉消祢的烈怒，在
審判的時候，不忘憐憫施恩，止息新冠疫情。然而，神啊，祢也應許祢必親自作以色列民的牧
人，失喪的祢要尋找；被逐的祢必領回；身心靈受傷的祢必纏裏；有病的祢必醫治。但若妄圖
藉新冠大流行而圖謀惡計掌控獲利的那些肥的、壯的，必被除滅。

▪

以色列本土基督身體興起發光:
以色列本土基督的身體啊，妳不再是年幼的、弱小的，這是妳在黑暗中發光的季節日子，起來
坐在位上，用妳口中聖靈的寶劍打那美好的信心之仗，擊潰空中執政的、掌權、有能、主治
的，和一切屬靈氣的惡魔。用至高神放在祢口中的話，拔出深層政府的根，拆毀、毀壞、傾覆
以色列各領域敵基督的議程。栽種主耶和華的話，使得救的人數天天加增。

▪

擊潰全球主義精英集團:
主耶和華神啊，袮的眼目遍察全地，我們仗著主 Yeshua 的十字架向全球主義精英集團誇勝；
向掌控了輿論大媒體集團，並試圖讓公民社會中正常的不同聲音消聲的社交媒體平台巨擎跨
勝，祢必憑祢的公平公義施行審判，還言論自由、選擇的自由於祢的百姓。新世界秩序集團，
藉新冠疫情、疫苗機制，制造恐慌、分裂，和獨裁的邪惡計謀必要曝露無遺，全然敗壞。

▪

認同性替代以色列總理貝內特及病毒內閣向主呼求：
➢ 神啊，求袮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裡面有什麼惡行沒有，
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詩 139:23-24）
➢ 耶和華啊，求祢使我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喜愛祢的律
法，晝夜思想，成為有福之人。（詩 1:1-2）
➢ 耶和華啊，求祢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惡，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惡事，不叫我吃他們的美
食。（詩 141:4）
➢ 耶和華啊，求祢賜下受教者的耳朵和舌頭，聆聽祢心意，領受祢的判語與智慧，不憑己意、
私欲帶領國家民衆走出新冠瘟疫。雖經歷水火，卻要進入寬闊之地。
➢ 主耶和華神，懇請祢賜下敬畏祢的心，使我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祢–我的神同
行。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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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豐收教會禱告城牆—禱告範本—2021/10/25~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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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0-12 月份的“火熱的愛”屬靈季節中，豐收教會將更多更深的明白神對我們火熱的愛，進入與
神親密的盟約關係中，學習像主耶穌愛我們一樣的去愛，恢復第一大誡命“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
主我們的神”在我們生活中的首位和最高次序，在教會生活中操練愛人如己，讓世人看見主耶穌
在我們中間，以實際行動回應主耶穌對我們的呼召：“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
上如戳記＂（雅歌 8:6a)，豐收教會要成為火熱愛新郎耶穌的末後新婦，預備好迎接主的回來，
可以將豐收獻給主為聖潔、得勝、和榮耀的教會。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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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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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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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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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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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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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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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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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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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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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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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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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