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天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

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

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

來書 4:12)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醒不倦、

為眾聖徒祈求。(以弗所書 6:17-18)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祢賜下聖經，把神的道教導我們。神的道

是有生命有能力，好像一把快劍，能夠釐清我

心中的思緒和動機。 

我承認我容易自我保護，拒絕別人的意見，心中剛硬

自我感覺良好，又蒙蔽又驕傲，甚至會傷害別人。 

求祢給我一個渴慕讀聖經又柔軟受教的心，賜我力量

可以聽道行道。 

有了祢的話，我的心思戰場就有保護，就能得勝，甚

至用神的話語爭戰，靠著聖靈，隨時隨地都能為自己

為別人儆醒禱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神的話語是大有能力，每次仇敵的攻擊，我都能

用神的話語擊退仇敵，攻破它的詭計。阿門。 

第二天 

你們 查考聖經，〔或作應當查考聖經〕因 你們

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 

然而 你們 不肯到我這裏來得生命。(約翰福音 5:39-40) 

親愛的主耶穌， 

求祢赦免我以前讀經態度不對，沒有以祢為中

心，我沒有看重自己要得生命，以至我雖然讀經

但我生命仍然怠慢、軟弱、驕傲、沒有得著祢的生命。 

我今天悔改在你面前，我要改變我讀經的態度，我要看

到自己生命成長，我不要再虛耗在自己的軟弱、情緖及

轄制上，求聖靈幫助我，我要積極在祢的話語上付代

價，要看見祢話語的大能改變我，成為有生命、有影響

力的人。 

聖靈啊，每天加添我對祢話語的渴慕，因為祢的話就是

靈、就是生命，讓我得著祢，祢的生命。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的生命每天要謙卑站立在神話語的根基上，得著

生命、得著力量；見證耶穌的救恩在我身上，直到我的

家及親友也看見神話語的生命在我身上。 

第三天 

親愛的弟兄阿、一切的靈、 你們 不可都信．

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 神的不是．因為世上

有許多假先知已經出來了。 

 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就是出於神的，

從此 你們 可以認出 神的靈來。凡靈不認耶穌、就

不是出於神，這是那敵基督者的靈， 你們 從前聽見

他要來，現在已經在世上了。(約翰一書 4:1-3)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祢的提醒，面對靈界事情，我們要小心儆

醒，不能盡信，更是要試驗，因為世上有很多

假先知及敵基督來混淆我們，要奪去我們純真的信

仰! 

求祢透過住在我們心中的聖靈，使我們有分辦能力，

保守我們的心與祢有親密及真實的連結，當我們被試

探時，我們要謙卑找權柄尋求幫助，不要自以為是，

求祢保護我們的心不要被惡者奪去!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的靈承認耶穌基督是道成肉身來的。在我裏面

的聖靈比在這世上敵基督的靈要大，我靠着聖靈能分

辨出撒但的欺騙和工作，且靠著聖靈莫大的能力能勝

過它的試探和攻擊。哈利路亞！ 

第一天 

耶和華說、至於我與 他們 所立的約、乃

是這樣，我加給 你 的靈、傳給 你 的

話、必不離 你 的口、也不離 你 後裔與你 後裔

之後裔的口、從今直到永遠，這是耶和華說的。

(以賽亞書 59:21) 

他叫 我們 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不是憑著字句、

乃是憑著精意，因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

活。〔精意或作聖靈〕(哥林多後書 3:6)  

親愛的主耶穌， 

多謝祢，因為祢與我立約，祢應許我祢必將

祢的話賜給我和我的後裔，又將寶貴的聖靈

放在我們裡面，使我和後裔都能明白。 

求祢幫助我，使祢的話不離開我的口，我要常常研

讀和背誦祢的話。聖靈我深深需要祢光照我，啟示

我，使我真明白聖經的意思，沒有聖靈，聖經只是

一堆叫人死的文字，唯有加上聖靈才能使我生命活

過來，求祢天天帶領我讀經，讓我渴慕神話語更

多，使我生命茁壯成長。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神的話語，堅固我家，世世代代，直到永

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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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核心價值 

每天禱文 

 

第一講：有聖靈有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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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將真情告訴 你們，我去是與 你們 有益

的，我若不去、保惠師就不到 你們 這裏來，我

若去、就差他來。 

他既來了、就要叫 世人 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

自己。(約翰福音 16:7-8)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你差派聖靈保惠師來到我們當中，明白神的公

義和審判，讓我能明白聖經中的真理，並帶領我進

入真理中，求你拿去我一切的蒙蔽，除去我的心硬與瞎

眼，引導我可以醒察自己的行為和鑑察自己的內心，叫我

知罪悔改，明白將來必會得着審判與獎賞，生命不偏離祢

的話語，使我每天行在祢的義中。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聖靈每天引導我，光照我，使我能立刻快速認罪並悔

改，阿們！ 

 

第七天 

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 你們、但 你們 現在擔當

不了。〔或作不能領會〕只等真理的聖靈來

了、他要引導 你們 明白〔原文作進入〕一切的真理．

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

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 你們。(約翰福音 16:12-13)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祢升上高天，把真理的聖靈賜給我，求聖靈

祢來幫助我，解開所有我不明白又大又難的事， 

帶領我進入真理，天天被祢充滿引導，開啟我明白屬靈

的奧秘，因為祢從天上降下，把祢聽見的都說出來，並

把將來的事都告訴我，聖靈我需要祢，使我明白更多真

理，有能力行出真理，我要天天跟隨聖靈而行。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靠著聖靈我必能進入一切的真理，認識父神的心

意，把福音的真道傳揚出去。 

 

 

第五天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 神所默

示的聖經〕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

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提摩太後書 3:16) 

求 我們 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

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 你們、使 你們 真知道

他。(以弗所書 1:17) 

親愛的主耶穌， 

感謝祢賜給我們聖經，聖經雖然有不同作

者，但聖經所有內容都是神親自啟示的，使

我的生命得益處，能教導我，指責我，更正我，

更重要是讓我真知道祢，真認識祢。 

親愛的主，我真想更認識祢，求祢將智慧啟示的

愚昧和無知，又給我一個謙虛温柔受教的心，天

天領受從你話語來的教訓和督責，使我不致偏離

祢的正道，並有能力去行義，一生討祢的喜悅！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聖經就是我行事為人的藍本，是我生命的指

南針，我靠著聖靈，終生要學習聖經真理，也使

我真知道認識這位愛我的天父!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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