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天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我的人，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

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 

現在 你們 因我講給 你們 的道，已經乾淨了。(約翰福

音 15:1-3)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天父使祢成我們的真葡萄樹，我們與祢連結就

成了會結果子的枝子。我們要連結源頭及權柄的關

係讓我們住在祢的豐盛 。 

求主耶穌讓我常常與祢連結、渴慕像祢，幫助我除去不

結果子的枝子及性情，一切靠自己能力、驕傲及不屬真

理的部分；讓我的生命常常在祢的愛中被修理，信靠

祢，才能結出聖靈、福音各樣美好的果子；並且常常在

祢話語中，越來越聖潔。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的生命要與主耶穌緊緊連結，成為結滿果子、影

響世代的生命樹。 

第三天 

你們 要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 你們 裏面；

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

你們 若不常在我裏面，也是這樣。我是葡萄樹，你們 

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 裏面，這人 就

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 就不能作甚麼。人 若

不常在我裏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來，

扔在火裏燒了(約翰福音 15:4-6)  

親愛的主耶穌， 

祢是葡萄樹，我是枝子，天父是栽培的人，唯有

祢是合天父心意的葡萄樹，和父神有親密的關

繫。主求祢赦免我，我常常靠自己，不明白耶穌祢是

我生命與能力的根源，離開了這個生命根源我什麽也

不能做。以致我工作勞苦、學習成績欠佳、人際關繫

不好…主啊!祢是我的好榜樣，時時與天父連接，我也

要常在祢裏面，領受基督的生命，多結果子就活出耶

穌的生命!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的生命因著與耶穌相交:我常在耶穌裏面，耶穌

也常在我裏面，就結出基督豐盛的生命果子，天父也

因此得榮耀! 

第一天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

他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

當。 

耶和華神在東方的伊甸立了一個園子，把所造的人

安置在那裏。(創世記 2:7-8)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創

世記 2:15) 

親愛的主耶穌， 

天父爸爸感謝祢親手用塵土創造第一個人， 

將生氣吹在我們生命裡，使我們成為有靈的活

人。 從此以後我們可以和祢有更親密的關係，呼叫

祢阿爸父，所以，當我遇到難艱時，我可以隨時隨

地呼求天父，祢會來幫助我。 

天父爸爸感謝祢創造這個世界，祢派我管理看守，

求祢幫助我，給我有智慧能力聰明策略管理世上萬

物和我們家中大小各樣的事情。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要盡力專心看守神所創造世界上各樣的活

物，並且珍惜保護看守萬物所有的資源。 

第四天 

你們 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 你們 

裏面；凡 你們 所願意的，祈求，就給 你

們 成就。 

你們 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 也就是

我的門徒了。(約翰福音 15:7-8)  

親愛的主耶穌， 

多謝祢對我的應許，當我先與祢連結，祢就

常向我說話，我也能夠明白祢的心意，並且

祢會垂聽我的禱告，成就我心中所願的。我藉著與

祢連結，我的工作和事奉也必蒙福，因為祢必使我

的果子纍纍，人看見我手所作的工，就將榮耀歸給

祢，讓所有人也知道我一切作工的果效，都是從祢

而來。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要常連結於主耶穌，祢是我蒙福的泉源，連

結於祢，我一切所作的事必定順利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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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核心價值 

每天禱文 

 

第九講：先關係後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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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以後我不再稱 你們 為僕人，因僕人不知道主

人所作的事，我乃稱 你們 為朋友；因我從我父所聽見

的，已經都告訴 你們 了。(約翰福音 15:14-15)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祢看重的是祢與我的關係。祢希望與我的關

係，不是主人和僕人的關係，因為這樣的關係，

僕人只是聽命而已，主人不用向僕人解釋他一切的決定

和行動。 

但祢希望與我的關係是朋友，是雙向互動的，不單我把

自己的事向祢訴說，祢也會把祢從天父聽見的事告訴

我。我們彼此交流和影響。 

「祢所吩咐的」就是祢把心意告訴我，只有朋友的關

係，才會互訴心聲。當我按祢的心意而行，就是看重與

祢關係的一種表現。我要成為祢的朋友，聆聽祢的心

聲，明白祢的心意，並行在其中。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耶穌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要成為耶穌最好的聆聽

者，明白衪的心意，行在其中，與衪同心同行。 

第七天 

不是 你們 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 你們，並且

分派 你們 去結果子；叫 你們 的果子常存，

使你們 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他就賜給 

你們。 

我這樣吩咐 你們，是要叫 你們 彼此相愛。(約翰福音

15:16-17) 

親愛的主耶穌， 

多謝祢揀選了我，祢主動與我建立連結的關係，使

我可以去結常存的果子。不是我先作了什麼才蒙揀

選，而是祢先愛我，使我可以奉祢的名向天父求什麼，

他也會賜給我，使我的禱告蒙應允，因此讓我明白我要

先跟天父和祢有一個親密的關係，這個是首要的，然後

我就能夠和其他弟兄姊妹有彼此相愛的關係，在愛中更

讓人認識祢是愛的源頭。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與天父和耶穌有一個很親密的關係，我可以結出

常存的果子，我可以有能力去愛他人。 

九大核心價值 

每天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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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思想經文與你的關係，並你的感受及光照寫下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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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我愛 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 要常在

我的愛裏； 

你們 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裏，正如我遵

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愛裏。 

這些事我已經對 你們 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存在 

你們 心裏，並叫 你們 的喜樂可以滿足。(約翰福音

15:9-11)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祢對我的愛，因為祢先愛我，使我能常在

祢的愛裡，祢應許祢愛我正如父愛祢一樣，我

要常在祢的愛裏，讓我有滿足的喜樂！因著祢對我的

愛，我就有力量去遵行祢的旨意，為祢作工，為祢結

果子，當我遵行祢的旨意時，就是活在祢的愛中，我

就有滿足的喜樂。 

神啊！求祢幫助我，在我的心思意念，行為態度，人

際關係上，能夠持守聖經的話語，遵行祢的旨意，成

就祢在我生命中一切榮耀祢的事工。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神愛我，我也要常在神的愛裏，我要親近神、愛

神、遵守神的命令，得著滿足的喜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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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啊！求祢幫助我，在我的心思意念，行為態度，人

際關係上，能夠持守聖經的話語，遵行祢的旨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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