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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萬民代禱經文 

以賽亞書 57:14  

耶和華要說：“你們要修築修築，預備道路，將絆腳石從我百姓的路中除掉！” 

 

以賽亞書 65:1 

“素來沒有訪問我的，現在求問我；沒有尋找我的，我叫他們遇見；沒有稱為我名下，我

對他們說：‘我在這裡！我在這裡！’” 

 

詩篇 2:8 

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 

 

以賽亞書 40:9 

報好信息給錫安的啊，你要登高山；報好信息給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極力揚聲，揚聲不要

懼怕。對猶大的城邑說：“看哪，你們的神！”  

 

詩篇 47:2,6-8 

因為耶和華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你們要向神歌頌，歌頌！向我們王歌頌，歌頌！因為神是全地的王，你們要用悟性歌頌！

神作王治理萬國，神坐在他的聖寶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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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書 32:17-19 

主耶和華啊，你曾用大能和伸出來的膀臂創造天地，在你沒有難成的事。你施慈愛與千萬

人，又將父親的罪孽報應在他後世子孫的懷中，是至大全能的神，萬軍之耶和華是你的名。

謀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觀看世人一切的舉動，為要照各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結果

報應他。 

 

希伯來書 4:16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以西結書 22:30 

我在他們中間尋找一人重修牆垣，在我面前為這國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滅絕這國，卻找

不著一個。 

 

以賽亞書 62:6-7 

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設立守望的，他們晝夜必不靜默。呼籲耶和華的，你們不要歇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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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可讚美的。 

 

詩篇 66:4-7 

全地要敬拜你，歌頌你，要歌頌你的名。”〔細拉〕  

你們來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他將海變成幹地，眾民步行過河。我們

在那裡因他歡喜。他用權能治理萬民，直到永遠。他的眼睛鑒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自高。

〔細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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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25:11 

耶和華啊，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為我的罪重大。 

 

詩篇 46:10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詩篇 24:1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  

 

詩篇 82:8 

神啊，求你起來審判世界，因為你要得萬邦為業。  

 

以賽亞書 60:1-5 

“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看哪！黑暗遮蓋大地，

幽暗遮蓋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他的榮耀要現在你身上。萬國要來就你的光，君

王要來就你發現的光輝。你舉目向四方觀看，眾人都聚集來到你這裡。你的眾子從遠方而

來，你的眾女也被懷抱而來。那時，你看見就有光榮；你心又跳動又寬暢。  

 

以賽亞書 49:16-17 

看哪！我將你銘刻在我掌上；你的牆垣常在我眼前。你的兒女必急速歸回；毀壞你的、使

你荒廢的，必都離你出去。 

 

詩篇 104:1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耶和華我的神啊，你為至大！你以尊榮威嚴為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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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08:3 

耶和華啊，我要在萬民中稱謝你，在列邦中歌頌你！ 

 

詩篇 9:11 

應當歌頌居錫安的耶和華，將他所行的傳揚在眾民中。 

 

詩篇 96:3,4 

在列邦中述說他的榮耀，在萬民中述說他的奇事。因耶和華為大，當受極大的讚美；他在

萬神之上，當受敬畏！ 

 

詩篇 97:9 

因為你耶和華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遠超萬神之上。 

 

詩篇 108:5 

神啊，願你崇高過於諸天！願你的榮耀高過全地！ 

 

詩篇 113:4 

耶和華超乎萬民之上，他的榮耀高過諸天！  

 

詩篇 92:8 

惟你耶和華是至高，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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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67:3-5 

神啊，願列邦稱讚你，願萬民都稱讚你！  

願萬國都快樂歡呼，因為你必按公正審判萬民，引導世上的萬國。〔細拉〕  

神啊，願列邦稱讚你，願萬民都稱讚你！ 

 

路加福音 24:47 

並且人要奉他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 

 

以賽亞書 2:5 

雅各家啊，來吧！我們在耶和華的光明中行走。 

 

約翰福音 8:12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哥林多後書 4:3-6 

如果我們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滅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

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基督本是神的像。我們原不是傳自己，乃是傳基督

耶穌為主，並且自己因耶穌作你們的僕人。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

心裡，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約翰福音 1:7 

這人來，為要作見證，就是為光作見證，叫眾人因他可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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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2:32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 

 

約翰一書 1:5 

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主所聽見、又報給你們的信息。 

 

以賽亞書 42:16 

我要引瞎子行不認識的道，領他們走不知道的路；在他們面前使黑暗變為光明，使彎曲變

為平直。這些事我都要行，並不離棄他們。  

 

約翰一書 1:7-9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裡了；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使徒行傳 26:18 

我差你到他們那裡去，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神；又

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啟示錄 5:9,10 

他們唱新歌，說：“你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

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又叫他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神，在地上執

掌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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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該書 2:7 

我必震動萬國。萬國的珍寶必都運來，我就使這殿滿了榮耀。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以賽亞書 40:11 

他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懷中，慢慢引導那乳養小羊的。  

 

詩篇 96:7-10 

民中的萬族啊，你們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都歸給耶和華！要將耶和華的名所當得的

榮耀歸給他，拿供物來進入他的院宇。當以聖潔的妝飾敬拜耶和華。全地要在他面前戰

抖。人在列邦中要說：“耶和華作王，世界就堅定，不得動搖；他要按公正審判眾民。” 

 

以西結書 36:25-27 

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潔淨了。我要潔淨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棄掉

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

心，賜給你們肉心。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

章。 

 

以賽亞書 1:18-19 

耶和華說：你們來，我們彼此辯論。你們的罪雖像朱紅，必變成雪白；雖紅如丹顏，必白

如羊毛。你們若甘心聽從，必吃地上的美物。 

 

歷代志下 7:14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

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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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書 33:6-8 

看哪！我要使這城得以痊癒安舒，使城中的人得醫治，又將豐盛的平安和誠實顯明與他

們。 我也要使猶大被擄的和以色列被擄的歸回，並建立他們和起初一樣。我要除淨他們

的一切罪，就是向我所犯的罪；又要赦免他們的一切罪，就是干犯我、違背我的罪。 

 

歌羅西書 4:3 

也要為我們禱告，求神給我們開傳道的門，能以講基督的奧秘（我為此被捆鎖）。 

 

約翰福音 4:35 

你們豈不說‘到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嗎？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

可以收割了。 

 

馬太福音 9:37-38 

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

收他的莊稼。” 

 

以佛所書 6:12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

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詩篇 24:7-10 

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被舉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榮耀的

王是誰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華，在戰場上有能的耶和華。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

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把頭抬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榮耀的王是誰呢？萬軍之耶和

華，他是榮耀的王！〔細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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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38:17 

看哪，我受大苦，本為使我得平安；你因愛我的靈魂，便救我脫離敗壞的坑，因為你將我

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後。 

 

希伯來書 9:14 

何況基督借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除去你

們的死行，使你們侍奉那永生神嗎？ 

 

耶利米書 10:6,7 

耶和華啊，沒有能比你的；你本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萬國的王啊，誰不敬畏你？敬畏

你本是合宜的；因為在列國的智慧人中，雖有政權的尊榮，也不能比你。  

 

詩篇 22:27-28 

地的四極都要想念耶和華，並且歸順他；列國的萬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為國權是耶和

華的；他是管理萬國的。 

 

詩篇 86:9-10 

主啊，你所造的萬民都要來敬拜你，他們也要榮耀你的名。因你為大，且行奇妙的事，惟

獨你是神。 

 

以賽亞書 11:9 

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因為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

充滿洋海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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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6:10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以賽亞書 9:2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 

 

以賽亞書 60:19-20 

日頭不再作你白晝的光，月亮也不再發光照耀你；耶和華卻要作你永遠的光，你神要為你

的榮耀！你的日頭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縮；因為耶和華必作你永遠的光，你悲哀的

日子也完畢了。  

 

馬太福音 4:16 

那坐在黑暗裡的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發現照著他們。 

 

彼得前書 2: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

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以賽亞書 54:4-8 

不要懼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記幼年的羞愧，不再

記念你寡居的羞辱。因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萬軍之耶和華是他的名；救贖你的是以色列

的聖者，他必稱為全地之神。耶和華召你，如召被離棄心中憂傷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棄

的妻。”這是你神所說的。“我離棄你不過片時，卻要施大恩將你收回。我的怒氣漲溢，

頃刻之間向你掩面，卻要以永遠的慈愛憐恤你。”這是耶和華你的救贖主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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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40:1-2 

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對耶路撒冷說安慰的話，又向他宣告說，他

爭戰的日子已滿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為自己的一切罪，從耶和華手中加倍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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