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天 

你們 作僕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順服主人，

不但順服那善良溫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順

服。(彼得前書 2:18)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祢在地上謙卑成為人的樣式的時候，親自成為

我們的榜樣，服侍我們甚至於死；所以我們可以帶

著敬畏順服我們肉身的權柄，學習謙卑的功課，尊重順

服我們的職場的權柄，像敬畏祢一樣。 

 

求主幫助我每事能順服權柄，對付我肉體的軟弱，特別

是我們悖逆的心思，有不同看法意見的時候，求聖靈加

我們力量，也能站在權柄的角度思想，看見真理的角度

並學習順服。不單是那些對我們溫柔的，我們要聽；求

主幫助我能聽我們不合聽的，得勝我們的心思意念，好

讓我們經歷順服權柄的祝福與好處。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願意順服權柄，我就能看見更多神的祝福，並且

在地上的日子，我能越來越多看見神的旨意及國度的權

柄在我生命中！ 

第三天 

並且我已經預備好了，等 你們 十分順服的時

候，要責罰那一切不順服的人。(哥林多後書

10:6)  

親愛的主耶穌， 

多謝祢提醒我，凡是不順服的人都會受責罰，特

別是那些反對權柄的人。求主給我一個謙卑悔改

的心，能深深恨惡在我裡面的一切悖逆，驕傲，不順

服權柄的罪。我要棄絕凡在我裏面的一切悖逆，對權

柄的不信、批評、論斷，甚至對他們的反對。多謝主

的憐憫，祢總是等候我們的悔改，願意萬人得救而代

求。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要領受一顆新的心，能全然順服基督和這福音

真道，並能順服在家中，工作並教會裡的權柄，相信

他們的設立是為要造就祝福我們。 

第一天 

你們 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

度，或是在上的君王。(彼得前書 2:13) 

務要尊敬眾人，親愛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

王。(彼得前書 2:17) 

親愛的主耶穌， 

祢在地上生活的時候，也遵守地上的制度，

律法和禮儀。祢是我的榜樣，所以我也要遵

守地上的制度、律法和禮儀。 

祢沒有因為是神兒子的身份，和救贖人類的使命，

藐視和輕看地上的權柄和別人，祢仍然尊重順服權

柄。因此我也要向祢學習，尊重順服權柄，包括教

會中的牧師和小組長、學校中的老師、工作中的上

司、政府中的官長。更重要的，是敬畏祢和父神， 

當我順服，其實就是行在遮蓋底下，在遮蓋下，權

柄會幫助我完成神的託付和使命。當中我是受保護

的，有祢和權柄為我包底。所以順服祢和權柄是第

一，完成託付和使命是第二。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順服神放在我生命中的權柄，必有遮蓋和保

護，在遮蓋下，神必幫助我完成託付和使命。 

第四天 

所以我心裏說，恐怕我沒有禱告耶和華，

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擊我，我就勉強獻上

燔祭。 

撒母耳對掃羅說，你作了糊塗事了，沒有遵守耶

和華你神所吩咐祢的命令，若遵守，耶和華必在

以色列中堅立你的王位，直到永遠。(撒母耳記上

13:12-13)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祢! 祢每事都順服天父，祢順服的生命

成為我學習的榜樣！我時常有很多自己的想

法，喜歡用自己的意思去解讀天父的話語，甚至

用主的話去套用在自己的喜好上，來支持自己的

決定，主求祢赦免我，幫助我作每一個決定不是

出於恐懼，不是出於自己的意思，不作糊塗事，

而是順服祢的旨意及帶領，遵守祢的話語及命

令。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不憑己意去作決定，事事順服神的帶領，

以致我家能蒙祢悅納及祝福，直到永遠! 

第二天 

你們 作僕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順服主人，

不但順服那善良溫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順

服。(彼得前書 2:18)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祢在地上謙卑成為人的樣式的時候，親自成為

我們的榜樣，服侍我們甚至於死；所以我們可以帶

著敬畏順服我們肉身的權柄，學習謙卑的功課，尊重順

服我們的職場的權柄，像敬畏祢一樣。 

 

求主幫助我每事能順服權柄，對付我肉體的軟弱，特別

是我們悖逆的心思，有不同看法意見的時候，求聖靈加

我們力量，也能站在權柄的角度思想，看見真理的角度

並學習順服。不單是那些對我們溫柔的，我們要聽；求

主幫助我能聽我們不合聽的，得勝我們的心思意念，好

讓我們經歷順服權柄的祝福與好處。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願意順服權柄，我就能看見更多神的祝福，並且

在地上的日子，我能越來越多看見神的旨意及國度的權

柄在我生命中！ 

第三天 

並且我已經預備好了，等 你們 十分順服的時

候，要責罰那一切不順服的人。(哥林多後書

10:6)  

親愛的主耶穌， 

多謝祢提醒我，凡是不順服的人都會受責罰，特

別是那些反對權柄的人。求主給我一個謙卑悔改

的心，能深深恨惡在我裡面的一切悖逆，驕傲，不順

服權柄的罪。我要棄絕凡在我裏面的一切悖逆，對權

柄的不信、批評、論斷，甚至對他們的反對。多謝主

的憐憫，祢總是等候我們的悔改，願意萬人得救而代

求。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要領受一顆新的心，能全然順服基督和這福音

真道，並能順服在家中，工作並教會裡的權柄，相信

他們的設立是為要造就祝福我們。 

第一天 

你們 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

度，或是在上的君王。(彼得前書 2:13) 

務要尊敬眾人，親愛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

王。(彼得前書 2:17) 

親愛的主耶穌， 

祢在地上生活的時候，也遵守地上的制度，

律法和禮儀。祢是我的榜樣，所以我也要遵

守地上的制度、律法和禮儀。 

祢沒有因為是神兒子的身份，和救贖人類的使命，

藐視和輕看地上的權柄和別人，祢仍然尊重順服權

柄。因此我也要向祢學習，尊重順服權柄，包括教

會中的牧師和小組長、學校中的老師、工作中的上

司、政府中的官長。更重要的，是敬畏祢和父神， 

當我順服，其實就是行在遮蓋底下，在遮蓋下，權

柄會幫助我完成神的託付和使命。當中我是受保護

的，有祢和權柄為我包底。所以順服祢和權柄是第

一，完成託付和使命是第二。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順服神放在我生命中的權柄，必有遮蓋和保

護，在遮蓋下，神必幫助我完成託付和使命。 

第四天 

所以我心裏說，恐怕我沒有禱告耶和華，

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擊我，我就勉強獻上

燔祭。 

撒母耳對掃羅說，你作了糊塗事了，沒有遵守耶

和華你神所吩咐祢的命令，若遵守，耶和華必在

以色列中堅立你的王位，直到永遠。(撒母耳記上

13:12-13)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祢! 祢每事都順服天父，祢順服的生命

成為我學習的榜樣！我時常有很多自己的想

法，喜歡用自己的意思去解讀天父的話語，甚至

用主的話去套用在自己的喜好上，來支持自己的

決定，主求祢赦免我，幫助我作每一個決定不是

出於恐懼，不是出於自己的意思，不作糊塗事，

而是順服祢的旨意及帶領，遵守祢的話語及命

令。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不憑己意去作決定，事事順服神的帶領，

以致我家能蒙祢悅納及祝福，直到永遠! 



九大核心價值 

每天禱文 

 

第七講：先順服後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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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跟隨他的人說，我的主，乃是耶和華的受膏

者，我在耶和華面前萬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

耶和華的受膏者。 

大衛用這話攔住跟隨他的人，不容他們起來害掃羅。掃

羅起來，從洞裏出去行路。(撒母耳記上 24:6-7) 

親愛的主耶穌， 

感謝祢，祢曾應許大衛要作以色列的王，但他沒

有用人的方法去奪取王位，雖然掃羅王追殺他，

他卻沒有趁掃羅單獨在洞中，便聽從或容許跟從他的人

殺死掃羅，大衞獨排眾議，因為他順服在神的時間和計

劃裡，不用人的方法。 

主耶穌！我知道祢對我有最美好的旨意和計劃，祢會為

我親自成就，求祢禁止我用肉體和血氣的方法去企圖成

就祢在我身上的應許，我要等候祢，順服在祢的安排和

帶領之下。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要除去個人的肉體和血氣，不用自己的方法來成

就神的應許，我要忍耐順服祢的帶領！ 

第七天 

大衛對亞比篩說，不可害死他，有誰伸手害耶

和華的受膏者而無罪呢。(撒母耳記上 26:9)  

我在耶和華面前，萬不敢伸手害耶和華的受膏

者，現在你可以將他頭旁的槍和水瓶拿來，我們就走。

(撒母耳記上 26:11) 

親愛的主耶穌， 

多謝祢給我大衛的好榜樣，他雖然長期面對掃羅的

無理迫害，但當他有機會報復時，仍不動心，不單

自己不加害掃羅，也不容讓屬下加害他，願意順服神所

設立的權柄、尊重他，將審判的權柄交還給神。求祢除

去我心裡對權柄的不平感覺，幫助我尊重、順服祢所設

立的權柄，因為權柄的設立都有祢的美意和安排，尊

重、順服地上的權柄就是尊重順服祢！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要尊重、順服地上祢所設立的權柄，因為尊重順

服地上權柄的，就是順服祢！ 

九大核心價值 

每天禱文 

 

第七講：先順服後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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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

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順從

勝於公羊的脂油。 

悖逆的罪，與行邪術的罪相等，頑梗的罪，與拜虛神

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厭棄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也

厭棄你作王。(撒母耳記上 15:22-23)  

親愛的主耶穌， 

我好想討神喜悅，努力事奉，但常常把個人的

領受凌駕於聖經啟示之上，就如掃羅悖逆神，

不聽從神的話:不把仇敵的牛羊盡行殺死，而私自留

下向神獻祭，違背神明確的指示，覺得神的話是好

的，但並不是如此神聖以至於必須一絲不苟地執行。

神祢是公義的，我這樣靠自己屬靈恩賜不順服神的事

奉是頑梗悖逆，如同行邪術、拜虛神和偶像，是被神

所厭棄的! 

我願意從內心順服神的話語勝於任何外在形式的事奉

或個人的獻祭，棄絕一切假神的黑暗權勢!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因我聽從謹守神的話，我是蒙神所喜悅的! 

第六天 

對跟隨他的人說，我的主，乃是耶和華的受膏

者，我在耶和華面前萬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

耶和華的受膏者。 

大衛用這話攔住跟隨他的人，不容他們起來害掃羅。掃

羅起來，從洞裏出去行路。(撒母耳記上 24:6-7) 

親愛的主耶穌， 

感謝祢，祢曾應許大衛要作以色列的王，但他沒

有用人的方法去奪取王位，雖然掃羅王追殺他，

他卻沒有趁掃羅單獨在洞中，便聽從或容許跟從他的人

殺死掃羅，大衞獨排眾議，因為他順服在神的時間和計

劃裡，不用人的方法。 

主耶穌！我知道祢對我有最美好的旨意和計劃，祢會為

我親自成就，求祢禁止我用肉體和血氣的方法去企圖成

就祢在我身上的應許，我要等候祢，順服在祢的安排和

帶領之下。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要除去個人的肉體和血氣，不用自己的方法來成

就神的應許，我要忍耐順服祢的帶領！ 

第七天 

大衛對亞比篩說，不可害死他，有誰伸手害耶

和華的受膏者而無罪呢。(撒母耳記上 26:9)  

我在耶和華面前，萬不敢伸手害耶和華的受膏

者，現在你可以將他頭旁的槍和水瓶拿來，我們就走。

(撒母耳記上 26:11) 

親愛的主耶穌， 

多謝祢給我大衛的好榜樣，他雖然長期面對掃羅的

無理迫害，但當他有機會報復時，仍不動心，不單

自己不加害掃羅，也不容讓屬下加害他，願意順服神所

設立的權柄、尊重他，將審判的權柄交還給神。求祢除

去我心裡對權柄的不平感覺，幫助我尊重、順服祢所設

立的權柄，因為權柄的設立都有祢的美意和安排，尊

重、順服地上的權柄就是尊重順服祢！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要尊重、順服地上祢所設立的權柄，因為尊重順

服地上權柄的，就是順服祢！ 

第五天 

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

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順從

勝於公羊的脂油。 

悖逆的罪，與行邪術的罪相等，頑梗的罪，與拜虛神

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厭棄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也

厭棄你作王。(撒母耳記上 15:22-23)  

親愛的主耶穌， 

我好想討神喜悅，努力事奉，但常常把個人的

領受凌駕於聖經啟示之上，就如掃羅悖逆神，

不聽從神的話:不把仇敵的牛羊盡行殺死，而私自留

下向神獻祭，違背神明確的指示，覺得神的話是好

的，但並不是如此神聖以至於必須一絲不苟地執行。

神祢是公義的，我這樣靠自己屬靈恩賜不順服神的事

奉是頑梗悖逆，如同行邪術、拜虛神和偶像，是被神

所厭棄的! 

我願意從內心順服神的話語勝於任何外在形式的事奉

或個人的獻祭，棄絕一切假神的黑暗權勢!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因我聽從謹守神的話，我是蒙神所喜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