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天 

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反倒

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為這些事惟有

屬靈的人才能看透。(哥林多前書 2:14)  

就如經上所記：「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

人的聰明。」(哥林多前書 1:19)   

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哥林多

前書 1:27)  

親愛的主耶穌， 

原來祢看重人對祢的信心多於人憑自己的聰明

智慧行事。多少時候我都自以為是，只憑理性

和經驗去做判斷，沒有在聖靈裡運用信心去從祢的角

度看事情。原來在袮眼中，我仍是個屬血氣的人，根

本看不透也不能知道祢的工作和心意，也無法配合

求祢給我信心的眼光，和能夠明白祢心意的恩典，成

為屬祢智慧的人。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要成為一個屬靈人，能用信心的眼光看每樣事

情，使我可討祢的喜悅，行祢的心意！ 

第二天 

你們 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裏的草今天還在，明

天就丟在爐裏，神還給它這樣的妝飾，何況 你

們 哩！ 

所以不要憂慮說，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 (馬太福

音 6:30-31)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祢照顧一切的萬物，祢連小草也關注，因為祢

愛我，祢的愛一直環繞著我，祢每天都供應我一切

所需及日用的飲食，祢實在是個豐富又慷慨的供應者!  

但主求祢原諒我，我是一個小信的人，我很懼怕供應不

足，我想要自己完全掌握情況，於是我用自己的辦法來

控制環境，我沒有放手讓祢在我身上或環境裏工作，我

信心的眼睛就像瞎了一樣，看不到祢以往在我身上的工

作，看不到祢是那獨行奇事的神，看不到祢是有豐富供

應的神。主啊! 求祢赦免我的小信，拿走我的憂慮與不

信，使我不憑過往的經驗或目前眼見的情況來面對問

題，求主使我能單單相信祢。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主的靈

方能成事，我靠著主成為一個大有信心的人，不再憂

慮，不再恐懼，每天活在主的恩典裏。 

第三天 

其實明天如何，你們 還不知道。……(雅各書

4:14)  

耶穌對 他們 說：「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

日期，不是 你們 可以知道的；(使徒行傳 1:7)  

親愛的主耶穌， 

我不斷為自己計劃未來，計劃自己的學業、工

作、經濟、婚姻和家庭。仿佛一切掌握在我手

中。其實我連明天將要發生的事也不知道，更沒能力

按自己的計劃掌控明天。求祢饒恕我靠自己的能力、

理性和經驗，而沒有依靠祢，對祢沒有信心。 

其實，祢才是真正掌握我生命每個時刻、每個日子、

每個季節的神。祢為我一生定了美好的計劃，而且祢

有能力叫這計劃成就。我需要做的，是尋求明白祢在

我身上美好的計劃，並且相信和接受。祢在我身上的

計劃，用我的理性，是不能完全明白的。求祢給我信

心，相信祢是愛我的，祢在我身上的計劃是最適合我

的，我就憑信心跟著祢走。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用信心跟隨主耶穌，這份信心讓我超越一切不

可能，經歷神蹟奇事在我生命發生。 

第一天 

人 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

神面前來的 人 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

那尋求他的人。(希伯來書 11:6)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祢，讓我知道唯一得神喜悅的方法，便

是對祢有信心，求祢赦免我在很多事上都會

理性思維，不能全然對祢有信心，特別面對困難的

時候，我都會先看自己的能力，忘記去尋求祢的

面。 

來祢開啟我的信心，全然依靠祢，相信祢，並且懂

得尋求袮的心意，得着袮給我的賞賜。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要時時刻刻來到神的跟前，尋求祢的面， 

憑信心相信必能得到祢的賞賜，阿們。 

第四天 

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反倒

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為這些事惟有

屬靈的人才能看透。(哥林多前書 2:14)  

就如經上所記：「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

人的聰明。」(哥林多前書 1:19)   

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哥林多

前書 1:27)  

親愛的主耶穌， 

原來祢看重人對祢的信心多於人憑自己的聰明

智慧行事。多少時候我都自以為是，只憑理性

和經驗去做判斷，沒有在聖靈裡運用信心去從祢的角

度看事情。原來在袮眼中，我仍是個屬血氣的人，根

本看不透也不能知道祢的工作和心意，也無法配合

求祢給我信心的眼光，和能夠明白祢心意的恩典，成

為屬祢智慧的人。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要成為一個屬靈人，能用信心的眼光看每樣事

情，使我可討祢的喜悅，行祢的心意！ 

第二天 

你們 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裏的草今天還在，明

天就丟在爐裏，神還給它這樣的妝飾，何況 你

們 哩！ 

所以不要憂慮說，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 (馬太福

音 6:30-31)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祢照顧一切的萬物，祢連小草也關注，因為祢

愛我，祢的愛一直環繞著我，祢每天都供應我一切

所需及日用的飲食，祢實在是個豐富又慷慨的供應者!  

但主求祢原諒我，我是一個小信的人，我很懼怕供應不

足，我想要自己完全掌握情況，於是我用自己的辦法來

控制環境，我沒有放手讓祢在我身上或環境裏工作，我

信心的眼睛就像瞎了一樣，看不到祢以往在我身上的工

作，看不到祢是那獨行奇事的神，看不到祢是有豐富供

應的神。主啊! 求祢赦免我的小信，拿走我的憂慮與不

信，使我不憑過往的經驗或目前眼見的情況來面對問

題，求主使我能單單相信祢。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主的靈

方能成事，我靠著主成為一個大有信心的人，不再憂

慮，不再恐懼，每天活在主的恩典裏。 

第三天 

其實明天如何，你們 還不知道。……(雅各書

4:14)  

耶穌對 他們 說：「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

日期，不是 你們 可以知道的；(使徒行傳 1:7)  

親愛的主耶穌， 

我不斷為自己計劃未來，計劃自己的學業、工

作、經濟、婚姻和家庭。仿佛一切掌握在我手

中。其實我連明天將要發生的事也不知道，更沒能力

按自己的計劃掌控明天。求祢饒恕我靠自己的能力、

理性和經驗，而沒有依靠祢，對祢沒有信心。 

其實，祢才是真正掌握我生命每個時刻、每個日子、

每個季節的神。祢為我一生定了美好的計劃，而且祢

有能力叫這計劃成就。我需要做的，是尋求明白祢在

我身上美好的計劃，並且相信和接受。祢在我身上的

計劃，用我的理性，是不能完全明白的。求祢給我信

心，相信祢是愛我的，祢在我身上的計劃是最適合我

的，我就憑信心跟著祢走。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用信心跟隨主耶穌，這份信心讓我超越一切不

可能，經歷神蹟奇事在我生命發生。 

第一天 

人 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

神面前來的 人 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

那尋求他的人。(希伯來書 11:6)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祢，讓我知道唯一得神喜悅的方法，便

是對祢有信心，求祢赦免我在很多事上都會

理性思維，不能全然對祢有信心，特別面對困難的

時候，我都會先看自己的能力，忘記去尋求祢的

面。 

來祢開啟我的信心，全然依靠祢，相信祢，並且懂

得尋求袮的心意，得着袮給我的賞賜。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要時時刻刻來到神的跟前，尋求祢的面， 

憑信心相信必能得到祢的賞賜，阿們。 



九大核心價值 

每天禱文 

 

第六講：先信心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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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向 亞伯蘭 顯現，說：「我要把這地賜

給你的後裔。」亞伯蘭 就在那裏，為向他顯現

的耶和華築了一座壇； 

從那裏他又遷到伯特利東邊的山，支搭帳棚，西邊是伯

特利，東邊是艾。他 在那裏又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

求告耶和華的名。(創世記 12:7-8) 

親愛的主耶穌， 

感謝祢！祢是我生命的主，祢給我很多應許、異

象和方向，引領我的人生。我要像亞伯蘭一樣的

用信心去跟隨祢，他不看環境的艱難、不體貼肉體的安

逸、超越一般人的理性，甘願離開繁華的吾珥城，過飄

流寄居帳棚的日子，他就得著神的祝福、萬國也因他得

福。我更要學效他不斷的築壇求告祢，尋求祢的帶領引

導，祢怎樣更多的啟示他，也必怎樣更多的啟示我，讓

我知道祢在我生命裡的計劃和應許；求祢給我信心，勇

敢的跟隨，領受祢的啟示引導，走在祢蒙福的旨意裡。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要像亞伯蘭用信心來跟隨，我必會在求告主中，

得著每天的的啟示和引導，得著神的祝福！ 

第七天 

論福，我必賜大福給 你；論子孫，我必叫 你 

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

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創世記 22:17)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祢讓我成為神的兒女，可以領受亞伯拉罕的祝

福。祢應許必賜大福給我，我的子孫多到如同天上

的星，海邊的沙。多謝祢的恩典，我要憑信心領受祢的

應許，即使有時會在屬靈爭戰中，但知道我與我的後裔

已經成為得勝者，祢必與我同在、恩典和一切所需的都

賜給我。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的信心經過患難試驗後，神必賞賜我，我的子孫

必得著仇敵的城門! 

第五天 

你們 哪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算計

花費，能蓋成不能呢？ 

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見的人都笑話 他，

說： 

『這個人 開了工，卻不能完工！』(路加福音

14:28-30)  

不先商議，所謀無效；謀士眾多，所謀乃成。(箴

言 15:22)  

親愛的主耶穌， 

多謝祢給我知道信心的重要，同時也給我理

性、智慧、謀略，使屬天的信心能落實在我

的生活行事當中。求祢給我智慧去分辨什麼是祢

的旨意，使我不是單憑感覺行事，成為一個有思

想、計劃，並且能夠盡力工作、合一、順服、負

責任的人，見證屬天的智慧。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是有信心有理性的人，我要用信心和理性

在世上遵行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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