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天 

叫人活著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的，我對 你們

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約翰福音 6:63)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

靠食物、乃是靠 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馬太福音

4:4 ) 

親愛的主耶穌， 

感謝祢救贖了我，因著領受祢在十字架上的死所帶

來的救贖，便有了屬靈的生命。謝謝祢，讓我知

道，我活着是靠祢口裏所出的一切話，主祢就是生命的

糧，我要一生追求祢的話語，使我能有生命成長。我承

認有時我仍然會顧恤肉體的需要，做了很多無益的事，

沒有聽從謹守神的話語。求聖靈光照我，給我深深認

罪、悔改的心，用禱告的心領受並順服神的話語，把真

理吸收到心裏晝夜思想，只有這樣才與基督有份，活出

耶穌的生命。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靠著神的話語，拿著聖靈的寶劍，抵擋仇敵一切

的試探，行在神真理的光中，大有能力! 

第三天 

所以經上說、『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

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 人。』(以弗所書 4:8)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以弗所

書 4:12) 

你們 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屬靈的恩賜、就當求多得造

就教會的恩賜。(哥林多前書 14:12)  

親愛的主耶穌， 

多謝祢為我們犧牲祢的生命，當祢勝過死亡和仇

敵，升上高天時，祢把各樣的屬靈恩賜賞賜我

們，叫我們可以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

體，所以求主更多賞賜我能造就教會的恩賜， 並且有

合神的生命，使用恩賜，叫人得益處，又叫神得榮

耀！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靠著祢加給我的力量，我要成為忠心又良善，能

善用諸般恩賜的好管家。 

第一天 

看 你們 學習的工夫、本該作師傅、誰知

還得有人將神聖言小學的開端、另教導 

你們，並且成了那必須吃奶，不能吃乾糧的人。

(希伯來書 5:12)  

惟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 的心竅，習

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希伯來書 5:14)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祢每天都賜下祢的話語，成為我的靈

糧，每天的幫助，使我活出祢的生命。 

求主現在光照我生命，讓我知道我生命的光景，有

沒有提升？抑或仍然停留在嬰孩的階段？不能作師

傅呢？ 

求主赦免我沒有主動學習祢的話語，十分依賴牧者

或組長們去餵養，以致心裏愚蒙閉塞，思想混亂，

不能分辨真理，有歪理生出來。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要讀神的話語，學習長大成人，成為別人的

師傅。 

第四天 

憑著 他們 的果子、就可以認出 他們

來。荊棘上豈能摘葡萄呢．蒺藜裏豈能摘

無花果呢。(馬太福音 7:16) 

所以憑著 他們 的果子、就可以認出 他們 來。 

凡稱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

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馬太福音 7:20

-21)  

親愛的主耶穌， 

感謝祢賜給我聖靈保惠師，讓我能勝過犯罪

的舊人，結出聖靈的果子，祢一再的教導

我，祢要的是真實的生命果子，主啊！求祢光照

我，倘若我生命仍有自私、冷漠、不肯去愛、不

饒恕、爭競、貪婪、愛世界⋯⋯不遵行祢旨意的，

求祢赦免我！求聖靈繼續光照我，讓我生命結出

仁義的果子，散發基督的香氣！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要體貼聖靈、不體貼肉體，我要遵行天父

的旨意，成為結果子的生命樹！ 

第二天 

叫人活著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的，我對 你們

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約翰福音 6:63)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

靠食物、乃是靠 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馬太福音

4:4 ) 

親愛的主耶穌， 

感謝祢救贖了我，因著領受祢在十字架上的死所帶

來的救贖，便有了屬靈的生命。謝謝祢，讓我知

道，我活着是靠祢口裏所出的一切話，主祢就是生命的

糧，我要一生追求祢的話語，使我能有生命成長。我承

認有時我仍然會顧恤肉體的需要，做了很多無益的事，

沒有聽從謹守神的話語。求聖靈光照我，給我深深認

罪、悔改的心，用禱告的心領受並順服神的話語，把真

理吸收到心裏晝夜思想，只有這樣才與基督有份，活出

耶穌的生命。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靠著神的話語，拿著聖靈的寶劍，抵擋仇敵一切

的試探，行在神真理的光中，大有能力! 

第三天 

所以經上說、『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

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 人。』(以弗所書 4:8)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以弗所

書 4:12) 

你們 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屬靈的恩賜、就當求多得造

就教會的恩賜。(哥林多前書 14:12)  

親愛的主耶穌， 

多謝祢為我們犧牲祢的生命，當祢勝過死亡和仇

敵，升上高天時，祢把各樣的屬靈恩賜賞賜我

們，叫我們可以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

體，所以求主更多賞賜我能造就教會的恩賜， 並且有

合神的生命，使用恩賜，叫人得益處，又叫神得榮

耀！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靠著祢加給我的力量，我要成為忠心又良善，能

善用諸般恩賜的好管家。 

第一天 

看 你們 學習的工夫、本該作師傅、誰知

還得有人將神聖言小學的開端、另教導 

你們，並且成了那必須吃奶，不能吃乾糧的人。

(希伯來書 5:12)  

惟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 的心竅，習

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希伯來書 5:14)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祢每天都賜下祢的話語，成為我的靈

糧，每天的幫助，使我活出祢的生命。 

求主現在光照我生命，讓我知道我生命的光景，有

沒有提升？抑或仍然停留在嬰孩的階段？不能作師

傅呢？ 

求主赦免我沒有主動學習祢的話語，十分依賴牧者

或組長們去餵養，以致心裏愚蒙閉塞，思想混亂，

不能分辨真理，有歪理生出來。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要讀神的話語，學習長大成人，成為別人的

師傅。 

第四天 

憑著 他們 的果子、就可以認出 他們

來。荊棘上豈能摘葡萄呢．蒺藜裏豈能摘

無花果呢。(馬太福音 7:16) 

所以憑著 他們 的果子、就可以認出 他們 來。 

凡稱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

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馬太福音 7:20

-21)  

親愛的主耶穌， 

感謝祢賜給我聖靈保惠師，讓我能勝過犯罪

的舊人，結出聖靈的果子，祢一再的教導

我，祢要的是真實的生命果子，主啊！求祢光照

我，倘若我生命仍有自私、冷漠、不肯去愛、不

饒恕、爭競、貪婪、愛世界⋯⋯不遵行祢旨意的，

求祢赦免我！求聖靈繼續光照我，讓我生命結出

仁義的果子，散發基督的香氣！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要體貼聖靈、不體貼肉體，我要遵行天父

的旨意，成為結果子的生命樹！ 



九大核心價值 

每天禱文 

 

第八講：先生命後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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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

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 

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

根基立在磐石上(馬太福音 7:24-25) 

親愛的主耶穌， 

祈求祢赦免我的罪，沒有好好讀你的話語。從今

天起我要悔改，認認真真留心聽懂祢的話，將你

的命令存記在心中，繫在我的指頭上，刻在我的心版

引，叫我無論在家庭，工作，關係，及小組都要作個智

慧聰明的人。不論遇到風吹雨打環境惡劣，都能將根基

建立在耶穌基督上，永不搖動。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時時學習聆聽祢的聲音，明白你的心意順服而行，

使我做一個聰明的人 。 

第七天 

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

把房子蓋在沙土上。 

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就倒塌

了．並且倒塌得很大。(馬太福音 7:26-27) 

親愛的主耶穌， 

感謝祢賜下話語，成為我生命的基礎。 

但主啊! 我承認當我生命倒塌下墜的時候，我卻無

知的沒有看重祢的話語，卻尋找其他我生命所倚靠的學

識、經驗、甚至別人的意見成為我的支撐、基礎，以致

生命很多艱難，不能勇敢站立。現在終於明白，我只把

根基建立在沙土中。求主赦免我，從今天起要遵行祢的

話語，求聖靈幫助我帶著信心的步伐和順服，來建立祢

給我的生命。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決定生命中的每一步以祢的話作為我行事及決定

的基礎，我要看見我的生命要成為強壯、有力量及可承

托別人生命的高樓大廈。 

九大核心價值 

每天禱文 

 

第八講：先生命後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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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天 

若有 人 用金、銀、寶石、草木、禾楷、在

這根基上建造。各人 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

那日子要將他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 各

人 的工程怎樣。人 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

得住、他 就要得賞賜。人 的工程若被燒了、他 就

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裏經過

的一樣。(哥林多前書 3:12-15)  

親愛的主耶穌， 

祢是那位鑒察人心思、意念、行為的主，我必

要站在祢審判的臺前向祢交賬，求祢赦免我有

時會求人的掌聲和肯定而事奉，沒有單單仰望祢、討

祢的喜悅。求祢除去我肉體裡的驕傲、自我、比較、

爭競、和嫉妒，使我事奉祢是出於單純聖潔的動機，

求祢煉淨我裡面的雜質，叫我的事奉得蒙祢的喜悅。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要治死裡面的老我，以單純聖潔的心來事奉

祢，只求討祢的喜悅，得從天上而來的獎賞！ 

第六天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

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 

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

根基立在磐石上(馬太福音 7:24-25) 

親愛的主耶穌， 

祈求祢赦免我的罪，沒有好好讀你的話語。從今

天起我要悔改，認認真真留心聽懂祢的話，將你

的命令存記在心中，繫在我的指頭上，刻在我的心版

引，叫我無論在家庭，工作，關係，及小組都要作個智

慧聰明的人。不論遇到風吹雨打環境惡劣，都能將根基

建立在耶穌基督上，永不搖動。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時時學習聆聽祢的聲音，明白你的心意順服而行，

使我做一個聰明的人 。 

第七天 

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

把房子蓋在沙土上。 

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就倒塌

了．並且倒塌得很大。(馬太福音 7:26-27) 

親愛的主耶穌， 

感謝祢賜下話語，成為我生命的基礎。 

但主啊! 我承認當我生命倒塌下墜的時候，我卻無

知的沒有看重祢的話語，卻尋找其他我生命所倚靠的學

識、經驗、甚至別人的意見成為我的支撐、基礎，以致

生命很多艱難，不能勇敢站立。現在終於明白，我只把

根基建立在沙土中。求主赦免我，從今天起要遵行祢的

話語，求聖靈幫助我帶著信心的步伐和順服，來建立祢

給我的生命。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決定生命中的每一步以祢的話作為我行事及決定

的基礎，我要看見我的生命要成為強壯、有力量及可承

托別人生命的高樓大廈。 

第五天 

若有 人 用金、銀、寶石、草木、禾楷、在

這根基上建造。各人 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

那日子要將他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 各

人 的工程怎樣。人 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

得住、他 就要得賞賜。人 的工程若被燒了、他 就

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裏經過

的一樣。(哥林多前書 3:12-15)  

親愛的主耶穌， 

祢是那位鑒察人心思、意念、行為的主，我必

要站在祢審判的臺前向祢交賬，求祢赦免我有

時會求人的掌聲和肯定而事奉，沒有單單仰望祢、討

祢的喜悅。求祢除去我肉體裡的驕傲、自我、比較、

爭競、和嫉妒，使我事奉祢是出於單純聖潔的動機，

求祢煉淨我裡面的雜質，叫我的事奉得蒙祢的喜悅。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要治死裡面的老我，以單純聖潔的心來事奉

祢，只求討祢的喜悅，得從天上而來的獎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