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凱登園華語堂網上禱告會 
2021-09-16   晚上 8:00 

 
 
詩歌：我神真偉⼤（約書亞樂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iAwvaEOXVo 
 
伊羅欣（Elohim）：偉⼤的創造神 
起初，神（Elohim）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暗； 
神的靈運⾏在⽔⾯上。（創世記 1:1-2） 
 
Adoration 讚美：伊羅欣，祢是偉⼤的創造神。祢是全宇宙萬物的創造源

頭。藉著祢偉⼤的想像⼒，⼤象有了長鼻，花豹長出斑紋。靠著祢強壯的

臂膀，深海徜徉，峻嶺升起。祢挑選穹蒼的顏⾊，決定⼤地的供養定律，

甚⾄從死裡復活，彷彿⼀粒種⼦必先死去，才能長成巨樹。我們讚美祢創

造的雄偉與完善。我們仰慕祢⼒量的完備。我們稱頌祢兼顧細微末節，讓

地上所有的偉⼤受造物都相輔相成⽓⽣⽣不息。 

 
Confession 認罪：伊羅欣，原諒我們未能清楚認識祢創造的⼤能。饒恕

我們未能停下腳步讚歎祢親⼿創造的神奇。赦免我們本應把⾃⼰的健康，

⽣命活著的意義，完全交託給祢。有時我們仍⼼存懷疑，忘記祢的偉⼤，

把祢看得比真正的還渺⼩。為了這些，我們要請祈求祢的赦免與饒恕。 

 

Thanksgiving 感謝：伊羅欣，感謝祢，當我們領悟到祢是偉⼤的創造神

時，我們有了安全感。沒有⼈告訴祢地球應當如何順著軌道運轉，才能全

年接收光與熱；但祢所做的卻完美無瑕。感謝祢通曉萬事萬物，讓我們不

須試著找出解決問題或完成計畫的辦法。感謝祢，祢的話語讓宇宙與我們

的⽣活都運⾏如宜。 

 

Supplication 懇求：伊羅欣，祢創造偉⼤的事物，讓我們在其中⽣活。祢

製造機會，使我們能充分運⽤夢想、經驗、才能、興趣，來完成祢的呼召。

祢為我們創造⼀顆清潔的⼼，讓我們享有平安，使周遭的⼈被深深吸引。

求祢安排我們的命定，並依祢的名引導我們前進，好蒙祢喜悅。我們相信

祢將模造我們⼀⽣的故事，並提供⼀切所需，使我們活出祢的計畫。謝謝

祢，伊羅欣，偉⼤的創造神。 



1、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 
 
弗 1:3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是應當稱頌的。 

祂在基督裏，曾經把天上各種屬靈的福分賜給我們： 
弗 1:4 就如創⽴世界以前，祂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因著愛，

在祂⾯前成為聖潔，沒有瑕疵。 
弗 1:5 祂⼜按著⾃⼰旨意所喜悅的， 

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的名分， 
弗 1:6 好使祂恩典的榮耀得著頌讚。 

這恩典是祂在愛⼦裏賜給我們的。 
 
阿爸天父，我們是祢工作的一部份，祢已經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在祢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我們，藉著祂，使我們得以來到祢的面

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祢已經親自完成這工。祢又因為愛我們，喜悅

我們，預定藉耶穌基督，讓我們同得神兒女的名份。謝謝祢喜悅我們。我

們願意在我們身上彰顯祢的恩典與榮耀，得著世人的稱讚。奉主耶穌的名

禱告，阿們。 

 
 
2、我們在祂裡⾯得了基業 
 
弗 1:11 那憑著⾃⼰旨意所計劃⽽⾏萬事的，按著祂預先所安排的， 

預定我們在基督裏得基業， 
弗 1:12 藉著我們這在基督裏⾸先有盼望的⼈， 

使祂的榮耀得著頌讚。 
弗 1:13 你們既然聽了真理的道，就是使你們得救的福⾳， 

信了基督，就在祂裏⾯受了所應許的聖靈作為印記。 
弗 1:1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直到神的產業得贖， 

使祂的榮耀得著頌讚。 
 
天父！祢是那位隨從己意，要給誰就給誰，預定萬事的主。祢在我們身上

發動的工作，是一項特別恩典的計劃，為了要榮耀祢自己。我們這些聽聞

福音也明白真理的，就是首先在基督裡有盼望的人，正參與在祢國度的計

劃中，祢有工作託付我們去完成。我們既然信了基督，就有聖靈為記，聖

靈就是我們得著主所應許基業的憑據。求神幫助我們的工作能榮耀祢，靠

著聖靈的幫助完成祢的託付，並得著祢所應許給我們的基業。奉主耶穌的

名禱告，阿們。 

 
 
 



 
3、神的⼤能⼤⼒ 
 
弗 1: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榮耀的⽗， 

賜給你們智慧和啟⽰的靈，使你們充分的認識祂， 
弗 1:18 並且使你們⼼靈的眼睛明亮， 

可以知道祂的呼召有怎樣的盼望； 
祂基業的榮耀，在聖徒中是多麼的豐盛； 

弗 1:19 神照著祂強⼤的⼒量，向我們信祂的⼈顯出的能⼒， 
是何等的浩⼤。 

弗 1:20 這⼒量運⾏在基督⾝上，使祂從死⼈中復活， 
並且在天上坐在⾃⼰的右邊， 

弗 1:21 遠超過⼀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 
和今⽣來世所能舉出的⼀切名銜。 

 

阿爸父，求祢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聖靈賞給我們，使我們真知道祢獨一

的神性，並且打開我們屬靈的眼光，使我們明白祢在我們這蒙召的人身上，

有何等大的指望，祢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求祢讓我們

真知道，祢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出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著祢在

主耶穌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祂從死裡復活，叫祂在天上坐在祢的右

邊，掌權直到如今，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

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權柄都超過了。祢的大能大力，可

以翻轉生命，超越環境的患難，勝過世上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感謝祢，

祢的大能大力正在我們身上運行。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4、我們原是祂的⼯作 
 
弗 2:10 我們原是 神所作成的，是在基督耶穌裏創造的， 

為的是要我們⾏各樣的善事，就是 神預先所安排的。 

 

天父上帝啊！我們原是祢的工作！是祢手中計劃的工作，祢定意要得著我

們，作成祢的工作！這工作乃藉著耶穌基督造成，是關乎我們性命存活救

贖的計劃。祢雕琢我們的工作沒有停止，祢賜我們悟性使我們可以認識祢，

好越發明白救恩的意義，以及關乎我們的受造、我們的被贖、我們生命的

目的，以及祢在我們生命中特別要發展的特色。我們原是祢的工作，在基

督耶穌裡造成，預備叫我們行各樣的善工，傳揚救恩的真道；求聖靈時時

引導我們，直到我們完成這工。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5、福⾳的執事 
 
弗 3:7 我們作了福⾳的僕役，是照著 神的恩賜； 

這恩賜是按著他⼤能的作為賜給我們的。 
弗 3:8 我們本來⽐聖徒中最⼩的還⼩，神還是賜給我們這恩典， 

要我們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傳給外族⼈， 
弗 3:12 我們因信耶穌，就在他裏⾯放膽無懼， 

滿有把握地進到神⾯前。 
弗 3:13 因此，我們懇求你們， 

不要因著我們為你們所受的苦難⽽沮喪，這原是你們的光榮。 
 

天父！是祢的恩賜，揀選並託付我們作「福音的執事」。在我們還不明白

福音完整內涵以前，祢就按著自己的喜悅與旨意，並祢的大能，賜給我們

作福音執事的恩賜，使我們參與在神國度的工作中。我們原來是比眾聖徒

中最小的還小，但祢稱呼我們作「福音的執事」---要我們活出福音在我

們裡面所產生的能力與改變。但願，靠著那加給我們力量的，使我們能放

膽無懼、篤信不疑地來到祢面前回應祢的託付。因為走在祢的計劃道路上 

原是我們的榮耀！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6、⼼裡的⼒量 
 
弗 3:16 求他按著他榮耀的豐盛，藉著他的靈， 

⽤⼤能使你們內在的⼈剛強起來， 
弗 3:17 使基督藉著你們的信，住在你們⼼裏， 

使你們既然在愛中札根建基， 
弗 3:18 就能和眾聖徒⼀同領悟基督的愛是多麼的⻑寬⾼深， 
弗 3:19 並且知道他的愛是超過⼈所能理解的，使你們被充滿， 

得著 神的⼀切豐盛。 
弗 3:20 願榮耀歸給神，就是歸給那能照著運⾏在我們裡⾯的⼤能，充

充⾜⾜地成就⼀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弗 3:21 願榮耀在教會中和基督耶穌裡歸給他， 

直到萬代，永世無窮。阿們。 
 

天父！求祢按著祢豐盛的榮耀，藉著祢的靈，叫我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 

因信基督住在我們的心裡，叫我們心裡的力量、愛心與盼望有根有基，可

以面對這個世代的挑戰。但願祢使我們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不僅在我們個人身上發動，也在所有認識主耶穌的眾兒女身上運行。這愛

原是人無法測度的，因信基督，祢的大能大力就充充足足充滿我們。主在

我們裡面要成就一切的善工，超過我們所求所想。但願祢在教會中和眾兒

女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7、不隨異教之⾵搖動 
 
弗 4:14 使我們不再作⼩孩⼦，中了⼈的詭計和騙⼈的⼿段， 

給異教之⾵搖撼，飄來飄去， 
弗 4:15 卻要在愛中過誠實的⽣活，在各⽅⾯⻑進，達到基督的⾝量。

他是教會的頭， 
弗 4:16 全⾝靠著他，藉著每⼀個關節的⽀持，照著每部分的功⽤， 

配合聯繫起來，使⾝體漸漸⻑⼤，在愛中建⽴⾃⼰。 
 

天父！求祢光照我們，在平日的生活和工作中，是否受到同事和同儕的影

響，好像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隨著異教之風或今世的風

俗搖動，信心飄來飄去。我們是否偏愛物質生活，社會上熱門的話題，疏

遠教會的生活？甚至因為沒有穩定的聚會，而受到虧損？求主幫助我們進

深教會生活，靠著耶穌的恩慈，加入團契或小組，在教會中尋得屬靈同伴，

與弟兄姊妹攜手同奔天路。使我們在職場能用愛心說誠實話，在愛中彼此

建造， 做一個品格與生活一致的基督徒。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8、⼼志改換⼀新 
 
弗 4:17 所以，我們要這樣說，並且要在主裏肯定地說： 

你們⾏事為⼈不要再像教外⼈，存著虛妄的意念。 
弗 4:18 他們的⼼思昏昧，因為⾃⼰無知，⼼裏剛硬， 

就與 神所賜的⽣命隔絕了。 
弗 4:19 他們既然⿇⽊不仁，就任憑⾃⼰放縱情慾， 

貪⾏各樣污穢的事。 
弗 4:20 但是你們從基督所學的，卻不是這樣。 
弗 4:21 如果你們聽了他，在他裏⾯受過教導， 
弗 4:22 就要脫去你們那照著從前⽣活⽅式⽽活的舊⼈。 

這舊⼈是隨著迷惑⼈的私慾漸漸敗壞的。 
弗 4:23 你們要把⼼靈更換⼀新。 
 

天父！求祢鑒察我們是否仍然存著世人虛妄的心行事？我們是否存虛妄的

心行事，心裡剛硬，靈裡昏昧，與祢的生命隔絕，甚至到了一個地步，良

心喪盡放縱私慾，貪行種種的污穢？主，今天祢藉著經文警誡我們，認識

神的人行事為人不是這樣。我們是聽過主的道，領了主的教訓，明白信仰

的真道的人，我們要天天脫去從前行為上的舊人。今天我們有不一樣的決

定，我們要在主面前心志改換一新，在生活中為主作榮美的見證！奉主耶

穌的名禱告，阿們。 

 



9、不出污穢的⾔語 
 
弗 4:29 ⼀句壞話也不可出⼝，卻要適當地說造就⼈的好話， 

使聽⾒的⼈得益處。 
弗 4:30 不要讓 神的聖靈憂傷，因為你們受了他的印記， 

等候得贖的⽇⼦。 
弗 4:31 ⼀切苛刻、惱怒、暴戾、嚷鬧、毀謗，連同⼀切惡毒， 

都應當從你們中間除掉。 
弗 4:32 要互相友愛，存溫柔的⼼，彼此饒恕， 

就像 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樣。 
 

天父上帝！幫助我們，污穢的言語一句也不出口，只要隨時隨處說造就人

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我們是屬祢的人，求祢讓我們謹記：苦毒的

言語會使靈裡虧損，叫聖靈擔憂。當我們聽見負面、苦毒、惱恨、忿怒、

嚷鬧、毀謗，並一切的惡毒的言語，求聖靈幫助我們抵擋這些污穢；也求

祢幫助我們，從我們當中除掉這些污穢的言語。我們是經歷過基督饒恕的

人，願祢幫助我們以恩慈待人，存心憐憫，用造就人的話使人得益處。讓

我們學習彼此饒恕，正如祢在基督裡饒恕了我們一樣。奉主耶穌的名禱告，

阿們。 

 
 
10、當像個智慧⼈ 
 
弗 5:15 所以，你們⾏事為⼈要謹慎，不要像愚昧⼈，卻要像聰明⼈。 
弗 5:16 要把握時機，因為這時代邪惡。 
弗 5:17 因此，不要作糊塗⼈，要明⽩甚麼是主的旨意。 
弗 5:18 不要醉酒，醉酒能使⼈放蕩亂性，卻要讓聖靈充滿。 
弗 5:19 應當⽤詩章、聖詩、靈歌，彼此呼應，⼝唱⼼和地讚美主。 
弗 5:20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 神， 
 

天父！幫助我們能謹慎行事，不要像個愚昧人，倒要像個智慧人。似乎在

平日的生活，一不小心就會掉入愚昧無知的迷惑當中，忘記基督信仰才是

我們的核心價值。祢要我們愛惜光陰，珍惜每一天，不要作糊塗人，要把

時間和精神投資在有價值、有效能的工作當中，珍惜當下為祢工作的機會，

要明白祢的旨意。幫助我們不致荒宴醉酒、沒有原則、迷糊行事；使我們

追求聖靈充滿，彰顯有祢同在的工作績效。讓我們用生活見證我們所信的

真道，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地讚美主。我們要凡事奉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神的智慧與引導。。奉主耶穌的名禱告，

阿們。 

 



11、不是與屬⾎氣的爭戰 
 
弗 6:10 最後，你們要靠主的⼤能⼤⼒，在祂裏⾯剛強。 
弗 6:11 要穿戴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使你們能抵擋魔⻤的詭計。 
弗 6:12 因為我們的爭戰，對抗的不是有⾎有⾁的⼈， 

⽽是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暗世界的和天上的邪靈。 
弗 6:13 所以要穿起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使你們在這邪惡的時代裏可以抵擋得住， 
並且在作完了⼀切之後，還能站⽴得穩。 

弗 6:14 因此，你們要站穩，⽤真理當帶⼦束腰，披上公義的胸甲， 
弗 6:15 把和平的福⾳預備好了，當作鞋⼦，穿在腳上， 
弗 6:16 拿起信⼼的盾牌，⽤來撲滅那惡者所有的⽕箭； 
弗 6:17 並且要載上救恩的頭盔，拿起聖靈的寶劍，就是 神的道， 
弗 6:18 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隨時在聖靈裏祈禱， 

並且要在這事上恆久警醒，為眾聖徒祈求。 
 
天父，今日的社會極度商業競爭，擴大貧富差異，社會公平正義不彰，人

心孤獨荒涼，不體恤弱勢，這是一個沒有神，沒有愛流動的世代…。我們

基督徒要轉化社會，搶救失喪的靈魂，所面臨的挑戰並不是一場與屬血氣

的爭戰，乃是與管轄幽暗世界與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幫助我們靠著主，

作剛強的人，穿戴祢所賜的全副軍裝，好抵擋魔鬼仇敵的詭計，在遭遇困

難的時候，還能成就一切站立得住。求祢幫助我們，影響這個城市的人心，

轉化澳洲社會，尤其在政治、教育、媒體、企業、組織中，倚靠祢贏得這

場屬靈的大爭戰。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