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天 

他們 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

說起別國的話來。(使徒行傳 2:4) 

彼得說：「你們 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

洗，叫 你們 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使

徒行傳 2:38)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

千人。(使徒行傳 2:41)  

親愛的主耶穌， 

感謝祢，按著五旬節應許，讓聖靈充滿我，並

賜給我方言的恩賜。當我不斷操練方言，我會

生出一個悔改的生命，同時有力、有勇氣和智慧傳講

福音，帶領別人歸信祢。 

在個人和教會傳福音的工作上，聖靈幫助我與祢同

工，用我成為傳福音的器皿，帶出祢大能感動和觸摸

人心，得救人數天天加增，看到福音爆炸性增長，福

音遍傳。同時，我要帶領信主的人，接受聖靈充滿和

方言的恩賜。讓他們也起來成為傳福音的器皿。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每天被聖靈充滿，有福音的能力在我身上，成

為神國褔音的器皿，阿們。 

第二天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為點燈搗成的清橄欖油

拿來給 你，使燈常常點著。(出埃及記 27:20)  

在會幕中法櫃前的幔外，亞倫和他的兒子 從晚上到早

晨，要在耶和華面前經理這燈，這要作以色列人世世代

代永遠的定例。(出埃及記 27:21)  

壇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燒著，不可熄滅。祭司要每日早

晨在上面燒柴，並要把燔祭擺在壇上，在其上燒平安祭

牲的脂油。(利未記 6:12) 

親愛的主耶穌， 

感謝祢讓奇妙 611有晨禱點燈，每天一起經營神的

同在，並且藉晨禱經文帶下教會服事方向，謝謝祢

感動很多弟兄姐妹來參與點燈服事，越來越多人得着餵

養和領受聖靈的作工。求祢加力給我，使我勝過肉體的

軟弱，每天晨禱也能親近祢，如同祭司的生命，遵守祢

的律例，使我每天被聖靈充滿，得着啟示，成為主合用

的器皿，見証榮耀祢的名!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靠著聖靈，必能勝過肉體，每天晨禱親近祢，祢

聖靈的火要每天在我裡面燃燒，使我心裡火熱！阿們! 

第三天 

耶穌滿有聖靈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聲

就傳遍了四方。他在各會堂裡教訓人，眾人都

稱讚他。(路加福音 4:14-15)  

主耶和華的靈在 我 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 我，

叫 我 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或譯：傳福音給貧窮的

人），差遣 我 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

被囚的出監牢；(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和 我們 神報

仇的日子)…(以賽亞書 61:1) 

親愛的主耶穌， 

我們稱讚祢是滿有聖靈恩膏能力的神，成就了

醫治釋放在我身上。讓祢的靈也差遣我得著聖

靈的恩膏和能力，使我也能服事別人，得醫治、得釋

放、得改變，來成就祢對我的呼召。主啊，更要賜我

一棵願意的心，隨時被祢差遣，讓祢的國擴張。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領受神給奇妙 611靈糧堂的異象，不但自已生

命要完全改變成為生命樹，還要看見 52年裏遍植更

多生命樹! 

第一天 

耶穌說：「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

旨意，做成他的工。」(約翰福音 4:34) 

眾人問他說：我們 當行甚麼，纔算做神的工呢？

耶穌回答說：信神所差來的，這就是做神的工。

(約翰福音 6:28-29) 

親愛的主耶穌， 

多謝祢給我生命的榜樣，使我知道，生命中

最重要的事，不是在吃喝和滿足肉體的需

要，而是遵行祢的旨意作成神的工，而且祢的工是

輕省的，是豐足的，如同美食一樣。多謝祢讓我得

着救恩，可以因信靠祢、順服祢，藉聖靈的大能成

就祢在我生命的計劃，完成主的工。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的食物就是為主作工，成為忠心良善僕

人，完成主的托付，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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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核心價值 

每天禱文 

 

第三講：有聖靈有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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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

禱。(使徒行傳 2:42)  

眾人都懼怕；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神蹟。(使徒行傳

2:43) 

他們 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裡，且在家中擘餅，存

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使徒行傳 2:46)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祢及聖靈每天的帶領及提醒，使我能每天都

遵守祢的教訓，實踐祢的話語，與眾聖徒相交、

互相守望，守聖餐，得着耶穌寶血的醫治釋放大能，我

們能同心合意地一起禱告，以致我們能歡喜及誠實地事

奉祢，把祢的大能大力彰顯出來， 像昔日的使徒一

樣，能行各樣神蹟奇事，叫祢的名大得榮耀，全地都要

敬畏祢！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靠著聖靈的能力，能遵行神的真理，並能行神蹟

奇事，榮耀主的名，阿們! 

第七天 

我 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

了。(馬太福音 12:28)  

但聖靈降臨在 你們 身上，你們 就必得著能力，並要

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

的見證。」(使徒行傳 1:8)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

事。(撒迦利亞書 4:6) 

親愛的主耶穌， 

感謝祢在 2000多年前為我們來到世間，治病趕鬼

傳天國的福音，展現了神掌權的國度在地上是怎樣

一回事！如今祢雖死已復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邊，但

神的國並沒有停止擴展，因為聖靈已經降臨在我們身

上，我們就是祢的見證人，我們已得著聖靈的能力，把

福音由近到遠，傳到地極，直到主耶穌祢再來的日子！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必能靠着聖靈，棄絕世界勢力，個人才能，得着

跟隨主的能力，去傳揚主基督的名。 

 

 

第五天 

聖靈既然禁止 他們在亞細亞講道，他們

就經過弗呂家、加拉太一帶地方。(使徒

行傳 16:6) 

到了每西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穌

的靈卻不許。(使徒行傳 16:7 ) 

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羅。有一個馬其頓人站著求

他說：「請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 我們。」(使徒

行傳 16:9)  

親愛的主耶穌， 

感謝你賜下聖靈，當我作祢的工時，聖靈會

不斷帶領和告訴我，可以作和不可以作的

事。因為聖靈知道天父的心意，而天父是一切聖

工的計劃者。所以，當我作祢的工作時，求聖靈

幫助我，要常常留意敏銳祂的帶領和感動，隨時

調節自己的方向、工作的內容和形式。這樣我對

祢的服侍，就不會流於僵化，形式和框框。 

當我順著聖靈的帶領，我就能真正進入天父要我

服事的方向，配合神的計劃。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要順著聖靈的帶領，遵從聖靈的吩咐，作

順服的器皿，甘心作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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