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天 

耶和華對摩西說、祢曉諭以色列人說、耶和

華的節期、你們 要宣告為聖會的節期。六日

要作工、第七日是聖安息日、當有聖會、你們 甚麼

工都不可作、這是在 你們 一切的住處向耶和華守的

安息日。(利未記 23:1-3)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祢親自告訴祢的僕人摩西，宣布要設立聖

安息日，讓我知道守安息日是何等重要，原來

主日是聖安息日，我是向神守節，先神後人再大地的

彰顯在於我要先守主日，求祢赦免我以前疏忽之罪，

求祢幫助我除去工作捆綁，不要因為出差或輪班，或

是生病使我不能守主日，白白失去祢的祝福，我要用

信心我要悔改，求主賜我神蹟，讓我深深經歷祢，是

祢美善的安排讓我能堅持守主日，得著豐盛應許的祝

福！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定要守聖安息日，我要守耶和華的節期和聖

會，一切魔鬼仇敵的爭戰及攔阻都要離開我，我要與

祢屬天的時間表對齊，脫離勞苦的轄制，過著蒙福的

生活，阿們。 

第二天 

耶和華曉諭摩西亞倫說、 

以色列人要各歸自己的纛下、在本族的旗號那

裏、對著會幕的四圍安營。 

在東邊向日出之地、照著軍隊安營的是猶大營的纛。有

亞米拿達的兒子拿順、作猶大人的首領。(民數記 2:1-3)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祢揀選我，與我同在，住在我中間。我要以祢

成為我生活的中心，祢昔日如何安營保護以色列

民，今天祢也同樣保護我。我要跟隨教會，順服牧者及

小組長，祢的同在便不會離開我，求祢幫助我，堅固我

的心，放下自己想法，凡事以祢為先，以祢作我生命中

的首位。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耶穌基督是我生命的王，我要一生跟隨主到底！ 

第三天 

立起帳幕的那日、有雲彩遮蓋帳幕、就是法櫃

的帳幕、從晚上到早晨、雲彩在其上、形狀如

火。(民數記 9:15) 

雲彩幾時從帳幕收上去、以色列人 就幾時起行、雲

彩在哪裏停住、以色列人 就在那裏安營。(民數記

9:17) 

親愛的主耶穌， 

多謝祢，祢是以馬內利的神，因祢要與我同

住，祢的聖靈時刻在帶領我，教會是基督的身體，祢

啟示教會，用看得見的神蹟及巧合帶領教會向前行，

只要我跟隨教會便能與祢緊緊結連。謝謝祢將祢的心

意透過教會，讓我認識祢的真實，祢是又真又活的

神，我要一生跟隨祢，我願意貼近教會，以教會及小

組長為我及我家庭的遮蓋，使我所作所行都能討祢喜

悅。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要順服跟隨教會的帶領，行走人生的道路，過

蒙福有恩寵的生活。 

第一天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

的樣式造人、使 他們 管理海裏的魚、空

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

昆蟲。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

像造男造女。(創世記 1:26-27)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祢，按照祢的性情、品格和大能，創造

人類，包括我。祢是我生命的源頭，我擁有

祢的 DNA，能夠像祢是我的榮耀。是祢設立了婚姻

和家庭，讓我可以享受婚姻的愛，和家庭之樂。 

祢把管理大地的權柄賦予我，使我代表祢管理大

地，包括我的工作、產業和經濟，把祢的心意帶到

大地每一個角落。 

主啊! 我要尊祢為首，我要服事祢敬拜祢為生命的

首要。建立美好婚姻和家庭關係是次要。工作只不

過是我生命中的第三位。當我把先神後人再大地的

次序放對，祝福就會臨到我的婚姻、家庭和工作。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遵守先神後人再大地的次序，祝福會大大

臨到我的生命和屬於我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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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核心價值 

每天禱文 

 

第四講：先神後人再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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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就賜福給 他們、又對 他們 說、要生養眾

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

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神說、看哪、

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

果子、全賜給 你們 作食物。(創世記 1:28-29) 

親愛的主耶穌， 

感謝祢創造萬物之後，把管理大地之權柄賜給

我，我也得著生養之福，叫我能生養眾多，遍滿

整個地面。祢是大地的主人，我要以祢為神，以祢為

首，我便蒙福，得著祢的供應及日常一切所需，感謝祢

將智慧及能力賜給我，使我能夠管理我的工作，我的家

庭，使我在地上大大蒙福。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有權柄能力管理統治大地，我要愛惜保護大地及

一切的資源。 

第七天 

又對亞當說、你既聽從妻子的話、吃了我所吩

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地必為你的緣故

受咒詛。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裏得吃的。 

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 

你必汗流滿面才得餬口、直到你歸了土、因為你是從土

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 

(創世記 3:17-19) 

親愛的主耶穌， 

感謝祢為我預備救恩使我脫離亞當犯罪的咒詛。求

主赦免我看重眼目所重視的，以致違背了祢及祢的

話。我求聖靈幫助我，能放下慾望、工作的成就及各樣

的虛名，使我不再陷入汗流夾背、不得糊口的咒詛裡，

求主幫助我真實悔改，活出先神後人再大地的核心價

值，讓大地為我效力，我要成為蒙福的基督徒!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和我一家要行在神所帶領的道路，成為蒙福、發

旺的生命，我們都要成為別人的祝福！ 

第五天 

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

有之首。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

者所充滿的。(以弗所書 1:22-23)  

人 若不知道管理 自己 的家、焉能照管 神的教

會呢。(提摩太前書 3:5)  

親愛的主耶穌， 

祢的名世世代代超越一切統治者、大能者和

所有被稱的名，耶穌祢是萬有之首，萬有都

服在祢的腳下。教會是祢的身體，祢也使教會作

萬有之首。 

主啊，祢把屬天的權柄賜給了教會，但我們更要

管理好自己的家庭來榮耀祢的名，求祢赦免我疏

忽與家人的關係，我也不懂愛護家人，現在我要

悔改，我要看重與家人的相處多於我的工作，求

主加添我的力量 !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教會必站立在世界諸山之上，高過諸山，重

拾神所賜管理大地的權柄，復興全地!我的家庭也

必要榮耀祢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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