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幸福小組禱告(3) 

為自己禱告～代禱前先為自己禱告 

◎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穿戴主所賜給我的全副軍裝： 

我奉主名戴上救恩的頭盔，宣告我的心思意念要專注在聖靈的引領上； 

我奉主名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宣告我要警醒在主前，拒絕仇敵一切的謊言，站穩在耶穌基

督的磐石上永不動搖； 

我奉主名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宣告我在耶穌基督的保護裏蒙遮蓋； 

我奉主名拿著信德當作籐牌，宣告我有信心可以抵擋仇敵的攻擊，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我奉主名拿著聖靈的寶劍，宣告我藉著神活潑的道，我能有功效地反攻、擊垮惡者並且奪回

被仇敵所偷竊的產業； 

我奉主名穿上平安的福音鞋，宣告我是屬乎主耶穌基督，我是主耶穌活動的約櫃，我要隨走

隨傳，宣揚那召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摘自台北真理堂網站 

◎宣告自己與家人蒙保護 

  奉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耶和華的恩惠、慈愛與我的家人以及我同在， 

  我們在人的面前是被接納、被尊重、被恩待、被愛，也是蒙恩寵的， 

  我們今天所說的話、所做的決定都在上帝的引導當中，我們會遇見對的人，做對的決定， 

  今天我們所做的盡都順利。 

  主啊!我把祢的十字架立在我們今天會遇見的人事物當中，奉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凡為攻擊我們全家做成的器械，必不會成功；所有仇敵透過我們遇見的人背後的黑暗權勢、 

  巫術、邪術，要攻擊、偷竊、殺害、毀壞我們的生命、健康、與人與神關係、財務、未來 

  命定、恩賜、創意的器械，都不亨通，主耶和華都與牠們相爭相戰，耶和華必拿著大小的 

  盾牌，起來幫助我們，抽出槍來擋住那追趕我們的(詩 35：3)；堅心倚靠祢的，祢必保守 

  我們十分平安，出也蒙福入也蒙福。阿們! 

◎祈求神賜愛靈魂的心 

  親愛的耶穌，感謝祢愛我，甚至愛到為我的罪捨命在十字架上，求祢把祢對罪人的愛充滿 

  我，使我有熱情去愛別人，求祢也把祢的眼光賜給我，使我能夠看見周圍許多人困苦流離， 

  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祢憐憫的心腸就大大感動我，叫我被基督的愛激勵而興起傳福音、 

  作見證，並迫切為未得救的靈魂及幸福小組的運作禱告，因為深知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 

  會極大地為他歡喜，較比為不用悔改的義人歡喜更大。主啊!我知道有時候我會過於忙碌， 

  而忽略了大使命，求祢特別提醒我，有時候我生命軟弱，會失去動力與熱情，求祢將我扶 

  起，幫助我重新恢復愛人、傳福音的力量，謝謝祢。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祈求聖靈充滿 

感謝天父將聖靈賜給我，我也將身體、靈魂獻給神作聖潔的活祭，成為聖靈的殿，求聖靈現

在充滿我。  

我要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聖靈用聖善的靈充滿我，使我勝過一切罪惡的權勢和試探引誘。  

聖靈用活水江河充滿我乾渴的心靈生命，使我得滋潤、滿足、潔淨。 

聖靈用醫治的靈，醫治我身心靈的一切疾病，使我得健康、得釋放、得自由……。 

聖靈把神的愛澆灌下來，使我靠聖靈得生命，靠聖靈行事為人，充滿神的愛、榮耀主。 

聖靈降臨在我身上，使我有能力傳福音、見證主名。阿們！ 

 

第三週：擷取主禱文為幸福小組同工及慕道友禱告 

※ 用神的名為幸福小組的同工禱告 

1、耶和華以利沙代：耶和華是全有全足全豐的神－創 17：1 

【禱詞】 

耶和華以利沙代，祢是眾光之父，是生命的本源。世界因祢而造，萬物因祢而出，祢所造 

的何其多，都是祢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滿了祢的豐富。萬有都是本於祢、倚靠祢、歸於祢 

，一切豐盛從祢而來。當我們宣告祢是耶和華以利沙代的神，祢就將賜給亞伯拉罕的福 

也賜給□□、□□、□□(幸福小組同工的名字)，使□□、□□、□□的屬靈後裔極其繁多。 

2、耶和華麥加底西肯：耶和華使我們成聖－出 31:13 

【禱詞】 

耶和華麥加底西肯！聖潔的神，至聖的主宰。祢聖潔的榮光充滿全地，祢的聖名配得一切

大讚美。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神使□□、□□、□□全然成聖、分別為聖，□□、□

□、□□要以聖潔的妝飾為衣到祢面前。祢使□□、□□、□□有聖潔的生命、聖潔的思

想、聖潔的行動、聖潔的身心靈。□□、□□、□□要遠離一切試探和誘惑，做神喜悅的

事。 

求祢保守□□、□□、□□忠於他們的配偶伴侶，持守聖潔的關係。聖潔的神啊！願□□、

□□、□□渴慕祢，他們是屬聖潔的國度，他們所在之地也要帶下聖潔的能力，他們的家

庭、職場、國家、社會都是聖潔的。祢聖潔的大能充滿□□、□□、□□所在的每個領域。

也求主使教會聖潔，成為能影響這世代的力量和這世代的燈塔。 

3、耶和華拉法：耶和華是我的醫治－出 15:26 

【禱詞】 

耶和華拉法！兩千年前祢在十字架上，將□□、□□、□□從死亡中拯救出來，賜□□、

□□、□□永恆的生命，也將他們從罪的捆綁中釋放出來，使他們得自由。 

當祢以能力碰觸□□、□□、□□的時候，□□、□□、□□就得到醫治，祢不但醫治他



們身體上的疾病，更醫治他們生命中一切的欠缺，今天他們領受祢豐盛的恩典，他們願將 

身上的疾病，以及內心不討祢喜悅的，全交託在祢的手中，請祢賜下醫治的大能，使□□、

□□、□□得痊癒。 

4.耶和華尼西：耶和華是我的旌旗－出 17:15 

【禱詞】 

耶和華尼西的神啊！祢是□□、□□、□□的旌旗，祢是□□、□□、□□的得勝，我要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不論人際衝突、工作危機、疾病與家庭問題，及其他屬靈攪擾的

情況，神都使□□、□□、□□爭戰得勝，不是靠刀槍，乃在於耶和華尼西的神！所以□

□、□□、□□不再懼怕，因。耶和華尼西要顯大能，帶領他們爭戰，使仇敵四散。阿們 

5、耶和華以勒：耶和華必預備－創 22:14 

【禱詞】 

神啊！祢是為□□、□□、□□預備一切的神，□□、□□、□□一切的需要祢都為他們

預備，他們的婚姻、工作、經濟、健康祢為他們預備，他們的服事、開幸福小組的需要祢

也為他們預備，而且他們一生的道路、兒女的需要，祢都為他們預備，因為在耶和華的山

上必有預備。 

6、耶和華沙龍：耶和華賜平安－士 6:24 

【禱詞】 

主是平安，是□□、□□、□□的平安！是□□、□□、□□全家人的平安！祢坐著為王

直到永遠！祢是教會、社會、國家的平安！祢統管萬有、治理萬國！惟有祢是台灣、萬族、

列邦的平安！今□□、□□、□□投靠祢！因祢所賜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賜，世上雖有 

苦難，但祢已經勝了世界，且祢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

□□的心懷意念。因此，耶和華沙龍！他們要全心信靠祢！ 

7、耶和華羅以：耶和華是我的牧者－詩 23:1 

【禱詞】 

神啊！□□、□□、□□要稱謝祢，當□□、□□、□□迷失的時候祢尋找他們，當他們

流離的時候祢領回他們，當他們受傷的時候祢纏裹他們，當他們患病的時候祢醫治他們。

祢引領他們到溪水旁，引他們到草場，使□□、□□、□□不致缺乏，得著餵養與飽足。

我相信在經濟上神必供應，給他們處理金錢的智慧，知道如何量入為出！耶和華羅以！祢

更是終日遮蔽□□、□□、□□，住在□□、□□、□□的兩肩之中，將它們安置在平安

的居所、安穩的住處、平靜的安歇所。 

8、耶和華沙瑪：耶和華與我同在－結 48:35 

【禱詞】 



主啊！□□、□□、□□渴慕祢的同在，勝過世上萬物。有祢的同在，□□、□□、□□

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他們。有祢的同在，他們必不致缺乏，因他們已領受屬天的基

業與豐盛的產業。有祢的同在，□□、□□、□□必剛強壯膽，勝過風浪、勝過艱難、勝

過憂愁、勝過恐懼，而且得勝有餘。有祢的同在，咒詛都變為祝福，曠野變為肥田，肥田

也看如樹林。主啊！讓□□、□□、□□更多有祢，更多像祢，幫助他們活出基督的樣式。 

 

 

※ 用馬太福音 6：10 為慕道友禱告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主啊!祢的名高過諸天，祢的權柄統管萬有，願○○、○○、○○(未信者姓名)尊崇祢至聖至

尊的名，高舉祢的名超過其他的名。 

【願你的國降臨】 

1.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未信者姓名)要認識神的國度。主啊！打開 

○○、○○、○○屬靈的眼界，曉諭他們有二個國度，除了地上的，還有一個天上的國，

是看不見的國，是永恆的國、是屬基督的國。天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

聖靈中的喜樂(羅 4:17) 

2.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要成為天國的公民。主啊！吸引○○、○○、

○○渴想成為天國的公民，羨慕天國的文化、價值、思想，引導他們更多思想天國的事，

並預覽天上的基業有何等豐盛榮耀時，使○○、○○、○○將為永恆的獎賞而努力，為

追求不能壞的冠冕而奔跑，委身事奉神。 

3.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要經歷神的權能。人子來為要除滅魔鬼的 

作為！主啊!吸引○○、○○、○○來呼求祢的國度每天降臨在他們的生活中，釋放聖靈 

的權能在○○、○○、○○身上，使□□、□□、□□奉主的名，○○、○○、○○的

病就得醫治、邪靈被驅逐，有神蹟奇事證明□□、□□、□□所傳的道。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要尋求神的旨意。主啊！○○、○○、○○

受造奇妙可畏，他們是祢手中的工作，○○、○○、○○無論做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

行。求祢顯明在他們身上美好的命定，使他們一生活出祢永恆的旨意、計畫和託付。 

1.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要認識神的旨意。主啊！求祢引導○○、 

○○、○○，吸引他們渴慕讀經與主相交、更貼近祢的胸懷，明白祢永世的恩典計畫。 

因為唯獨認識神，得以剛強行事！聽從祢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靜、不怕災禍。 

2.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要遵行神的旨意。主啊！這世界和其上的 



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  神旨意的，永遠常存。請教導○○、○○、○○尊主為大的

功課，使金錢、名利、權勢、地位不再是○○、○○、○○的追求，神的國和神的義才

是○○、○○、○○的優先。求主幫助○○、○○、○○願意改變自己的思想、意志、

情感，甚至是生活習慣，向祢降服。 

 
～ 參考自「士林靈糧堂」網站禱文 

 

 

 

 

 

 

 

 

 

 

 

 

 

 

 

 

 

 

 

 

 

 

 

 

 

 

 

 

 

 

 

 

 

 

 



伍喜喬 潘家茜 劉芳 洪麗紅 邱玫琼 王麗珍 陳文玲 林美娜 

王慧群 張素菱 陳幸亞 蘇孟琳 陳靜江 林育志 黃麗瓊 胡靖淑 

吳萃英 邱秀珠 潘加恩 黃榮明 邵葳 陳韋均 郁仁杰 李義風 

邱玉芬 李瑞年 劉靜華 葉嘉和 李德康 劉穎暉 周安潔 鄭美芳 

黃成龍 鄭玟玲 周忻璵 韓國興 陳銘珠 陳慧蓉 丁盈方 郭宗緯 

鄭君恩 賴聰嘉 兵宏傑 王雀雲 劉沛綺 周政毅 邱禧恩 張躍薰 

鄭敏慧 呂家蓁 張素蓉 呂伊琳 柯彩燕 周錫忠 林淑媚 潘進德 

郭玉娟 林汶玲 王麗燕 呂瑞妍 楊雅媛 胡清淵 楊芷蕾 陳柏達 

陳縈婕 胡曉琪 周世華 李美珠 黃淑惠 黃雅惠 蘇翠芬 陳麗雪 

陳聖孜 陳弘敏 侯淑苓 周欣琪 孫月琴 盧玉萍 張美惠 余宥瑾

劉信顯 高筱雯 毛崡玲 丁肇幸 許達瑋 許毓珍 蔡美珠 以勒 

黃芝萍 陳津慧 黃莉雅 陳瑛淑 李玉萍 施華露 盧美宜 冠廷 

苑炳衡 沛晴 虹約 承恩 思為 岱蓉 亮賢 敬渝 

黃平哥 雨浵 亞海哥 得恩 孟璇姐 peggy姐 姿聿 千慧姐

張家毓 黃思維 羿樺姐 湯曜綸 沛妏姐 黃靖涵 意絲姐 心寧姐

盧耕如 以撒姐 耕堯哥 以挪姐 秀珍姐 柏崙哥 李羿廷 吳瑞文 

章莉 吳家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