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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收教會禱告城牆—禱告範本 — 2021/11/29～/12/25
（請以禱告的心，慢讀此範例）

1. 敬拜讚美

【我安然居住 / Dwelling In Peace】官方歌詞 MV - 大衛帳幕的榮耀 ft. 楊蒨時 - YouTube

2. 為自己宣告神所命定的福
申命記 28:1-2
1 你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 神的話、謹守遵行他的一切誡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他必使你超乎天下萬民之上。
2 你若聽從耶和華你

神的話、這以下的福必追隨你、臨到你身上。

阿爸天父，我選擇遵行祢的旨意、誡命典章，我選擇祢為我預定的道路和命定，謝謝祢賜下愛子耶
穌基督洗淨我一切的罪，又賜下聖靈保惠師帶領我走在祢為我預備的道路上。親愛的聖靈，我選擇
倚靠祢，求祢天天引領我，幫助我在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認定耶和華。這樣，我相信，我必領受阿爸
天父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的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亞伯拉罕後裔的福份、以及人子來要使我得著的
豐盛生命。
阿爸天父！我相信，我在城裡必蒙福，在田間也必蒙福。我身所生的、地所產的、牲畜所下的，以
及牛犢、羊羔，都必蒙福。我的筐子（收入）和我的摶麵盆（工作）也必蒙福。我出也蒙福，入也
蒙福。若有仇敵起來攻擊我，祢必使他們在我面前被我殺敗，他們從一條路來攻擊我，必從七條路
逃跑。
阿爸天父！我相信在我倉房裡，並我手所辦的一切事上，祢所命定的福必臨到我。祢要擴展我的地
界，開拓我的疆土，並在賜予我的地上祝福我。我若謹守耶和華的誡命，遵行祢的道，祢必照著向
我所起的誓立我作為祢的聖民。天下萬民見我歸在耶和華的名下，就要懼怕我。在我蒙應許的地上，
祢必使我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產的，都綽綽有餘。祢必為我開天上的府庫，按時降雨在我
的地上。在我手裡所辦的一切事上都賜福與我。我必借給許多國民，卻不致向他們借貸。
我若聽從耶和華-我神的誡命謹守遵行，不偏左右，就是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謹守遵行，不偏
左右，也不隨從事奉別神，耶和華就必使我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得著天父的豐盛賞賜與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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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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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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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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學習詩篇 91
（五）二十四小時的保護 （2）
詩篇 91:6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午間滅人的毒病。
Nor of the pestilence that walks in darkness, Nor of the destruction that lays waste
at noonday.（NKJV）

1. 相信神
信心不是感覺，信心是選擇單純的相信神和祂的話。
信心是我接受神已經賜下的祝福的管道。
我更多選擇相信神的話，我就更多認識到可以完全信靠神。
神的應許在聖經裏已經清楚陳明，神從不撤銷祂的應許。
只要我能發現神在哪裏供應祂的應許，我憑信心去到那裏，我就得著了神的應許。
我宣告：

我宣告：

我宣告：

詩篇 91 中神給進入祂隱密處的我的每個應許都是真的，沒有任何理由神不能
成就的。
我要心思意念更新，更多將信心放在神的話語中，不放在我肉眼的觀感上，
決不懷疑信實的神。
我相信神！“即使有人不信，又有什麼關係呢？難道他們的不信會使

神的信

實無效嗎？ 絕不可能！神總是誠實的。”（羅馬書 3:3-4a 新譯本）

2. 不怕黑夜的瘟疫
聖靈兩次提到瘟疫，決不偶然，神有特別原因向我重複祂保護我脫離瘟疫的應許。
申命記 28:20-21 說：“耶和華因你行惡離棄祂，必在你手裏所辦的一切事上，使咒詛、擾
亂、責罰臨到你，直到你被毀滅，速速地滅亡。 耶和華必使瘟疫貼在你身上，直到祂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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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所進去得為業的地上滅絕。耶和華要用癆病、熱病、火症、瘧疾、刀劍、旱風、霉爛攻
擊你。這都要追趕你，直到你滅亡。”
我宣告： 我信耶穌、是屬於祂，祂在十架上的犧牲已經救贖了我，我不受律法的咒詛，
我要遵行神的道，沒有瘟疫可以臨到我。
在末後，敵人越加瘋狂的使用生化武器產生瘟疫為要擊敗神的百姓。雖然有人為之驚慌害
怕，但是神從不慌張，因為沒有任何生化武器大於祂，也是為什麼祂在詩篇 91 兩次提醒我
有瘟疫，不要害怕，相信祂的保護。
我宣告： 無論麵臨什麼瘟疫，神應許保護我的真理不會動搖。我拒絕從四面來的負面和
恐怖宣傳，決不允許瘟疫拖我離開神對我人生的旨意，我要活出神的話和完成
祂的命定。
我宣告： 神的話是真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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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 23:25）所以，我要一生忠心委
身殷勤的事奉神到底。
3. 不怕午間的毀壞
這裏”毀壞”指非人能控製或預測的自然災害：暴雨、洪水、龍卷風、地震、野火、⋯。
神不是這些災害的作者，否則耶穌不會斥責風浪。神能控製它，耶穌命令風浪平息。
神要我認真的接受祂的應許，我不用害怕毀壞性的災害，它不能臨近我。
我宣告：

無論我住在哪裏，我要專心愛神、全然相信神、全力事奉神，每天跑到祂的
山寨，我有神超自然的保護，災害必不能碰到和傷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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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上週五（1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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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Massachusetts
馬薩諸塞州
2. 為 Kyle Rittenhouse 案件的公正判決感謝神，求神繼續恢復美國各地法院不受政黨操縱和神
保護正義法官和陪審團人民而禱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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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為豐收教會家人們的需要和健康禱告。
5. 為 Ethan 的媽媽 Ann Huang 和婆婆王梅早日信主和你正在傳福音的對象祝福禱告。
6. 為豐收教會主日聚會禱告祝福。
7. 為自己和豐收教會 10-12 月份“火熱的愛”的屬靈季節禱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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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上尋求主；

得鼓勵和休息

抵擋誘惑的能力

凡事上尋求主 ：尋求主的智慧和帶領，在末後的屬靈爭戰中影響和保護教會行在神的
旨意中，成為得勝的領袖。經文：使徒行傳 20:28， 雅各 1:5， 以賽亞 11: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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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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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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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為美國南部邊境的安全和阻止破壞美國的惡行禱告。
13. 為神恢復美國和各州選舉公正清潔和誠信禱告。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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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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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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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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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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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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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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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Massachusetts 馬薩諸塞州：海灣州
座右銘：我們以劍尋求和平
我們，馬薩諸塞州的人民以感恩的心承認宇宙中最偉大立法者的良善，在祂的旨意中，為我
們提供了充滿機會和富裕的安全港，這裏沒有欺詐和暴力，人民彼此立約相愛，也為我們自
己和子孫後代建立以聖經真理為根基的和平之州。
馬薩諸塞，妳是美國的母親，妳代表美國的誕生和成長。敵人不甘心妳的崛起，四面攻擊妳，
但是妳拿起聖靈的寶劍向敵人出擊，妳呐喊的聲音大過敵人的恐嚇和吼叫，牠們如石掉入海中
不再出現。馬薩諸塞，妳百姓因為教會在真理上的得勝而進入大覺醒的運動，神挪走敵人的一
切咒詛，馬薩諸塞全地在神的祝福中再次豐盛有餘。

7. 為美國禱告:達區席茲（給祂 15 分鐘）: [2021/11/23] 隱秘處的價值
天父，今天我們尊崇祢，將我們的心與魂專注於祢。我們看重與祢在一起的時光。我們知道祢
渴望每天對我們說話 – 用祢的靈和真理引導我們。當我們聆聽祢聲音並遵守祢的話語，我們
就能享受豐盛的生命。祢邀請我們在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坦然無懼地來到祢的施恩寶座前尋求
幫助。我們珍惜與祢在一起的時光，那時刻我們就會認出祢就是阿爸，爸爸。
我們知道我們的阿爸也是全能的、永活的上帝。我們宣告祢的大能要進入我們的情況和環境，
闖入我們的生活，轉化和恢復破碎的心靈、靈魂和思想，療愈我們身體、家庭和國家。我們將
我們的環境和時間交在祢的手中，因為我們知道祢有能力為我們的益處來改變它們。

5

豐收教會禱告城牆—禱告範本—2021/11/29~12/5

阿爸，我們要追求祢，阿爸，跟隨祢的心意。願祢的旨意成就在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地區和這
片土地上。美國必要得救；復興要臨到全地了！阿們。
奉主的名宣告：
我們不會離棄隱密處的價值。我們是一群追求大君王同在的子民。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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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聖民伸冤的時候到了:
天父啊，五十多年來，我們流了許多無辜人血，尤其是將六千多萬嬰兒獻給巴力，使美國長
期陷入邪惡勢力的控制之中。我們曾多次懇求耶穌的寳血塗抹我們的罪，感謝祢的憐憫，垂
聽我們的禱告，現在是祢為我們申冤的時候了(但 7:22)。請祢釋放聖靈的大能來影響美國最
高法院，撼動大法官，扭轉他們的思維，使他們大膽、勇敢地做出尊重生命的裁決(箴 21:1)，
推翻《羅伊訴韋德案》，全面停止墮胎，徹底向撒但關閉美國的門戶。

▪

我們奉耶穌的名宣告:
➢ 亙古常在者來給至高者的聖民申冤，聖民得國的時候就到了。(但 7:22)
➢
➢
➢
➢

邪惡的法律 《羅伊對韋德案》，將被推翻，嬰兒的生命將再次得到保護。
各州必確立支持生命從母親受孕開始的法律。
超自然的保護必臨到那些在立法方面贊助相關法案並為維護生命而戰者。
天國議會必興起，拿起大衛家的鑰匙，全面關閉墮胎的門戶，破除惡魔的權勢，拆毀仇

敵的堅固營壘，為全面復興做預備!
➢ 美國人民要覺醒，支持墮胎者的心會轉向，前所未有的復興必臨到美國!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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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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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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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為以色列禱告：應對伊核威脅的前瞻代禱(三）：歐美的綏靖政策
▪

頌讚耶和華作王 :
錫安哪！祢的 神作王，直到萬代。有何神大如祢呢？祢是行奇事的神；祢曾在列邦中，彰顯
祢的能力，祢曾用祢的膀臂贖了祢的民，就是雅各和約瑟的子孫。神啊，諸水見祢，一見就都
驚惶，深淵也都戰抖。雲中倒出水來，天空發出響聲，祢的箭也飛行四方。祢的雷聲在旋風
中，電光照亮世界，大地戰抖震動。祢的道在海中，祢的路在大水中，祢的腳蹤無人知道。祢
曾藉摩西和亞倫的手引導祢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讚美耶和華！（詩 77:12-20；詩 146:10）

▪

使仇敵羞愧滅亡:
耶和華萬軍之神、以色列的聖者，祢的仇敵喧嚷，恨祢的抬起頭來。他們同謀奸詐，要害祢的
百姓；彼此商議，要害祢的百姓；他們説，「來吧！我們將他們剪滅，使他們不再成國，使以
色列的名，不再被人記念。」他們説：「我們要得神的住处，作為自己的產業。」以色列的聖
者啊！求祢叫他們像旋風的塵土，像風前的碎秸。火怎樣焚燒樹林，火焰怎樣燒著山嶺，求祢
也照樣用狂風追趕他們，用暴雨恐嚇他們。冰雹、雷暴、閃電、地震都是祢的兵器，願祢使他
們永遠羞愧驚惶，慚愧滅亡，知道惟獨袮名為耶和華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詩 83:2-5；12-18）

▪

揭發列國的籌算:
創造、統管天地萬物的主，我們懇求祢將深奥的事從黑暗中發現，使人心中的詭詐都如深水被
吸出。使無論是歐盟、美國當局的對伊朗核武採取綏靖政策背後利己的企圖都要顯明，戳穿假
借和談為藉口實為犧牲他國利益真利已的謊言與輿論操縱；也使俄羅斯、中國這兩國伊朗的盟
友，借推動伊核和談，實為擴張自己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利益，曝露人前，無所遁形。

▪

賜智慧與策略，取消仇敵計畫:
天父，我們祈求祢賜給以色列國防軍和情報部門，從祢來的全面且精准的啟示，自然及超自然
的知曉伊朗核武計劃、設施。賜予他們超自然的軍事智慧、技巧、超常規攻擊伊朗核設施的戰
術與策略方法點子，精准打擊、削弱、取消伊朗核武發展計劃。同時使伊朗失去合法发动更大
战争的藉口與努力。

▪

興起以色列年輕世代:
呼召摩西、呼召約書亞的耶和華啊，我們懇求祢垂聽上一代以色列領導人向祢的呼求，也使年
輕一代領導人剛強壯膽，面對伊核武發展的威脅，面對世界大國集團包括歐盟、俄羅斯、中
國、美國集體性縱容伊朗發展核武，不懼怕、不驚惶，尋求耶和華的面、敬畏神、謹守遵行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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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書上所寫的一切話，既不主動尋求發動戰爭，也不懼怕有可能要單獨面對伊核的挑戰。猶大
啊，祢是小獅子，當剛強壯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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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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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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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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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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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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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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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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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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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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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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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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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