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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万民代祷经文 

以赛亚书 57:14  

耶和华要说：“你们要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 

 

以赛亚书 65:1 

“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我

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诗篇 2:8 

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 

 

以赛亚书 40:9 

报好信息给锡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

惧怕。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哪，你们的神！”  

 

诗篇 47:2,6-8 

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王歌颂，歌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

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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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书 32:17-19 

主耶和华啊，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施慈爱与千万

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

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照各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

报应他。 

 

希伯来书 4:16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以西结书 22:30 

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

不着一个。 

 

以赛亚书 62:6-7 

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

也不要使他歇息，直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 

 

诗篇 66:4-7 

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细拉〕  

你们来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他将海变成干地，众民步行过河。我们

在那里因他欢喜。他用权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他的眼睛鉴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自高。

〔细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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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25:11 

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 

 

诗篇 46:10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诗篇 24:1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  

 

诗篇 82:8 

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  

 

以赛亚书 60:1-5 

“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就你的光，君

王要来就你发现的光辉。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

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畅。  

 

以赛亚书 49:16-17 

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墙垣常在我眼前。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

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 

 

诗篇 104:1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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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108:3 

耶和华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 

 

诗篇 9:11 

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 

 

诗篇 96:3,4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

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诗篇 97:9 

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 

 

诗篇 108:5 

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诗篇 113:4 

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  

 

诗篇 92:8 

惟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  

 

  

https://joshuaproject.net/help/terms
https://www.frontierventures.org/


P a g e  | 5 

 

 
Copyright ©  2020  Joshua Project. A ministry of Frontier Ventures 

 

   中文翻译授权：国际爱穆协会 

 

诗篇 67:3-5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细拉〕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路加福音 24:47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 

 

以赛亚书 2:5 

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 

 

约翰福音 8:12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哥林多后书 4:3-6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

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

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作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

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约翰福音 1:7 

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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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2:32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约翰一书 1:5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以赛亚书 42:16 

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

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  

 

约翰一书 1:7-9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使徒行传 26:18 

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但权下归向神；又

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启示录 5:9,10 

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

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

掌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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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该书 2:7 

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以赛亚书 40:11 

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  

 

诗篇 96:7-10 

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

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的妆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战

抖。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 

 

以西结书 36:25-27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

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

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

章。 

 

以赛亚书 1:18-19 

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

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 

 

历代志下 7:14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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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书 33:6-8 

看哪！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与他

们。 我也要使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我要除净他们

的一切罪，就是向我所犯的罪；又要赦免他们的一切罪，就是干犯我、违背我的罪。 

 

歌罗西书 4:3 

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 

 

约翰福音 4:35 

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 

 

马太福音 9:37-38 

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

收他的庄稼。” 

 

以佛所书 6:12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

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诗篇 24:7-10 

众城门哪，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

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哪，你们要抬起头

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

华，他是荣耀的王！〔细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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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书 38:17 

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

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 

 

希伯来书 9:14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

们的死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耶利米书 10:6,7 

耶和华啊，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敬畏

你本是合宜的；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虽有政权的尊荣，也不能比你。  

 

诗篇 22:27-28 

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

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 

 

诗篇 86:9-10 

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惟

独你是神。 

 

以赛亚书 11:9 

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

充满洋海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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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6:10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以赛亚书 9:2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以赛亚书 60:19-20 

日头不再作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作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

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作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

日子也完毕了。  

 

马太福音 4:16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彼得前书 2:9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

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以赛亚书 54:4-8 

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

记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

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

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涨溢，

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怜恤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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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书 40:1-2 

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

争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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