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天 

要將施恩座安在櫃的上邊，又將我所要賜給

你 的法版放在櫃裏。 

我要在那裏與 你 相會，又要從法櫃施恩座上二基路

伯中間，和 你 說我所要吩咐 你 傳給以色列人的一

切事。」(出埃及記 25:21-22)  

親愛的主耶穌， 

多謝袮給我看見祢的恩典是在真理之上，恩典

與真理必須結連在一起。神是先恩典，後真理

的，袮不是站在真理的立場向人說話，乃是站在恩典

的立場向人說話。求袮赦免我時常對人講求真理，卻

不懂得給予恩典；常常用真理去要求別人，以真理去

審判論斷別人，對人說話苛刻，對人造成傷害。求主

賜我有神的心腸，更多以恩典待人，有袮慈愛憐憫的

心腸。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要對人先恩典後真理，不再向人只講求律法真

理，我要站在恩典的立場向人說話行事！ 

第二天 

耶和華在雲中降臨，和摩西一同站在那裏，宣告

耶和華的名。 

耶和華在他面前宣告說：「耶和華，耶和華，是

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

實， 

為 千萬人 存留慈愛，赦免罪孽、過犯，和罪惡，萬不

以有罪的為無罪，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

四代。(出埃及記 34:5-7) 

親愛的主耶穌， 

我讚美祢，祢是一位滿有憐憫滿有恩典的神！當我

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祢先獻上祢自己，要救贖我

們。祢一次又一次的先給我恩典，叫我可以看見自己是

如何違背真理和祢的心意，但當我願意承認我的罪，祢

還是饒恕了我，祢真是一位有豐盛慈愛的神！主啊，當

我嚐過祢這一切赦罪的恩典，求祢幫助我常常有一個感

恩的心，也給我一個愛祢和敬畏祢的心，以免我隨便犯

罪得罪祢，因為祢是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的，更會追討

人的罪，直到三、四代。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能更像耶穌，對人能更慷慨，靠著祢的恩典我可以給

得罪我的人恩典，更願意祝福他們。 

第三天 

耶穌就直起腰來、對 他 說、婦人、那些人在

那裏呢．沒有人定 你 的罪麼。 

他 說、主阿、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 你 的罪，去

罷，從此不要再犯罪了。(約翰福音 8:10-11)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祢。當我陷在罪中，明知是錯，但無法自

拔，仍然不斷犯罪。心中充滿自責和羞愧。終日

恐怕被人發現自己的罪行，就被定罪和辱罵。 

當我的罪被泄露，別人用定罪的態度看我。沒有想

到，我來到祢面前，祢竟然沒有定我的罪，反而給我

恩典，讓我從新開始。祢恩典所帶下憐憫的大愛，激

勵我的心，有勇氣面對自己的罪。同時，賜力量讓我

活出聖潔，拒絕犯罪。儘管我仍有犯罪跌倒的時候，

祢會給我恩典讓我再次站起來。 

我明白「先恩典，後真理」核心價值，就是靠著神的

恩典，才可以一步步走在真理中。沒有恩典，靠自己

行真理，我就變得律法主義，用真理指控別人，也指

控自己。對得罪我的人，我也要學習「先恩典，後真

理」。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是靠著神的恩典，可以不斷行在真理中。「先

恩典，後真理」成為我牧養的核心價值。 

第一天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約

翰福音 1:1) 

道成了肉身，住在 我們 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

有真理。(約翰福音 1:14)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天父起初就有了祢，並將道放在祢身

上，是恩典真理滿滿的，使我們認識神、認

識真理，進入神一切為我們所預備的美好，好使我

們作為兒女得著一切祢創造的豐盛。 

主耶穌，求祢開我們的眼睛看見神的道（話語）成

為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在婚姻、家庭、職場、小組

及教會中，可讓我們看見祢的道是活潑有真理亦有

恩典的，能醫治、鼓勵、更新我們的生命。好使我

們隨時隨地豐富的經歷神的愛與憐憫，也經歷神的

公義與大能。也祈求在我們小組或教會每次聚會的

時候，弟兄姊妹也看見主耶穌祢道的真實與憐憫，

能將榮耀歸祢!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的生命有耶穌住在我裡面，並一生一世看

見主豐盛的恩典與真理，永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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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核心價值 

每天禱文 

 

第五講：先恩典後真理 

1. 請先把整句經文慢慢的朗讀三次，讓神的話語進到

你心中。 

2. 你把自己的名字代入經文中________的位置，用信

心宣讀出來。(可多讀幾次)  

3. 請把禱文慢慢的朗讀三次，思想禱文與你的關係。 

4. 請思想經文與你的關係，並你的感受及光照寫下給

組長。  

 

 

 

第六天 

從他豐滿的恩典裡，我們 都領受了，而且恩上

加恩。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

的。(約翰福音 1:16-17)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祢賜下律例典章，使我可以遵從，免得我得

罪祢，偏行自己的道路。但我是頑梗叛逆的，常

常得罪祢，祢卻是滿有豐盛、慈愛、憐憫及有恩典的

神，祢重視我這個人，甘願為我犧牲自己，釘在十架上

救贖我，每當我犯罪得罪祢，離開祢的真理時， 只要

我向祢認罪，承認自己的過犯，祢總是以祢的恩典包容

我，饒恕我，接納我，使我靠著祢的恩典能重新站立，

使我這個破碎的人能重新被醫治。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祢是滿有豐盛恩典的神，祢以恩典待我，我也要以

恩典待人，我每天要靠著祢的恩典而活出真理。 

第七天 

他又叫 我們 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

天上， 

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裡向

我們 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以弗所書

2:6-7) 

親愛的主耶穌， 

感謝祢，祢在我還作罪人時候就為我死，雖然我完

全不配，但祢仍以恩典待我，拯救我，祢更加使我

與祢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領受天父極豐富的恩典，

經歷父神極深的慈愛。 

祢將恩典慈愛顯明在我身上，我也要效法祢的樣式，向

人施行恩典慈愛，讓祢的榮耀可以顯明給我的親人。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神怎樣不定我的罪，以恩典待我，和將極豐富的恩

慈加在我身上，我也要如此以厚恩待人。 

第五天 

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 要歌頌他，稱讚

他可記念的聖名。 

因為，他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他的恩典乃是

一生之久。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詩

篇 30:4-5)  

親愛的主耶穌， 

多謝祢，祢是值得我們讚美的神，因為祢的

名字是恩典憐憫，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

慈愛，祢把恩典大大臨到我的生命。 

有時當我面對生活上的艱難困苦，會埋怨，忘記

祢的恩典。但謝謝祢，現在終於明白晚上雖然有

哭泣，早上起來必然歡呼，因為祢有夠用恩典。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的神是滿有恩典憐憫，我雖然在艱難困苦

罪惡中，當我呼求我神的名字，祢是幫助我的， 

赦免我一切罪孽，帶領我經過艱苦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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