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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得力

的人生

约约约约15:1-5
� 15:115:115:115:1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15:215:215:215:2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子更多。子更多。子更多。 15:315:315:315:3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已经干净了。已经干净了。已经干净了。 15:415:415:415:4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也是这样。也是这样。也是这样。 15:515:515:515:5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甚么。作甚么。作甚么。作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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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约约约15:1-5
� 15:115:115:115:1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15:215:215:215:2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子更多。子更多。子更多。 15:315:315:315:3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已经干净了。已经干净了。已经干净了。 15:415:415:415:4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也是这样。也是这样。也是这样。 15:515:515:515:5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甚么。作甚么。作甚么。作甚么。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的的的的圣经例子圣经例子圣经例子圣经例子

�次次次次 日日日日 早早早早 晨晨晨晨 ，，，， 天天天天 未未未未 亮亮亮亮
的的的的 时时时时 候候候候 ，，，， 耶耶耶耶 稣稣稣稣 起起起起 来来来来 ，，，，
到到到到 旷旷旷旷 野野野野 地地地地 方方方方 去去去去 ，，，， 在在在在
那那那那 里里里里 祷祷祷祷 告告告告 。。。。

((((可可可可1:35)1:35)1:35)1:35)

可可可可1:211:211:211:21----35353535
� 1:21 1:21 1:21 1:21 到到到到 了了了了 迦迦迦迦 百百百百 农农农农 ，，，， 耶耶耶耶 稣稣稣稣 就就就就 在在在在 安安安安 息息息息 日日日日进进进进 了了了了 会会会会 堂堂堂堂 教教教教 训训训训 人人人人 。。。。 1:22 1:22 1:22 1:22 众众众众 人人人人 很很很很 希希希希 奇奇奇奇他他他他 的的的的 教教教教 训训训训 。。。。 因因因因 为为为为 他他他他 教教教教 训训训训 他他他他 们们们们 ，，，， 正正正正 像像像像有有有有 权权权权 柄柄柄柄 的的的的 人人人人 ，，，， 不不不不 像像像像 文文文文 士士士士 。。。。 1:23 1:23 1:23 1:23 在在在在 会会会会堂堂堂堂 里里里里 有有有有 一一一一 个个个个 人人人人 ，，，， 被被被被 污污污污 鬼鬼鬼鬼 附附附附 着着着着 。。。。 他他他他 喊喊喊喊叫叫叫叫 说说说说 ，，，， 1:24 1:24 1:24 1:24 拿拿拿拿 撒撒撒撒 勒勒勒勒 人人人人 耶耶耶耶 稣稣稣稣 ，，，， 我我我我 们们们们 与与与与你你你你 有有有有 什什什什 么么么么 相相相相 干干干干 ，，，， 你你你你 来来来来 灭灭灭灭 我我我我 们们们们 麽麽麽麽 。。。。 我我我我知知知知 道道道道 你你你你 是是是是 谁谁谁谁 ，，，， 乃乃乃乃 是是是是 神神神神 的的的的 圣圣圣圣 者者者者 。。。。 1:25 1:25 1:25 1:25 耶耶耶耶 稣稣稣稣 责责责责 备备备备 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 不不不不 要要要要 作作作作 声声声声 ，，，， 从从从从 这这这这 人人人人身身身身 上上上上 出出出出 来来来来 吧吧吧吧 。。。。 1:26 1:26 1:26 1:26 污污污污 鬼鬼鬼鬼 叫叫叫叫 那那那那 人人人人 抽抽抽抽 了了了了一一一一 阵阵阵阵 疯疯疯疯 ，，，， 大大大大 声声声声 喊喊喊喊 叫叫叫叫 ，，，， 就就就就 出出出出 来来来来 了了了了 。。。。

可可可可1:211:211:211:21----35353535
� 1:27 1:27 1:27 1:27 众众众众 人人人人 都都都都 惊惊惊惊 讶讶讶讶 ，，，， 以以以以 致致致致 彼彼彼彼 此此此此 对对对对 问问问问说说说说 ，，，， 这这这这 是是是是 什什什什 么么么么 事事事事 ，，，， 是是是是 个个个个 新新新新 道道道道 理理理理 阿阿阿阿 。。。。他他他他 用用用用 权权权权 柄柄柄柄 吩吩吩吩 咐咐咐咐 污污污污 鬼鬼鬼鬼 ，，，， 连连连连 污污污污 鬼鬼鬼鬼 也也也也 听听听听从从从从 了了了了 他他他他 。。。。 1:28 1:28 1:28 1:28 耶耶耶耶 稣稣稣稣 的的的的 名名名名 声声声声 ，，，， 就就就就 传传传传遍遍遍遍 了了了了 加加加加 利利利利 利利利利 的的的的 四四四四 方方方方 。。。。 1:29 1:29 1:29 1:29 他他他他 们们们们 一一一一出出出出 会会会会 堂堂堂堂 ，，，， 就就就就 同同同同 着着着着 雅雅雅雅 各各各各 约约约约 翰翰翰翰 ，，，， 进进进进 了了了了西西西西 门门门门 和和和和 安安安安 得得得得 烈烈烈烈 的的的的 家家家家 。。。。 1:30 1:30 1:30 1:30 西西西西 门门门门 的的的的岳岳岳岳 母母母母 ，，，， 正正正正 害害害害 热热热热 病病病病 躺躺躺躺 着着着着 。。。。 就就就就 有有有有 人人人人 告告告告诉诉诉诉 耶耶耶耶 稣稣稣稣 。。。。 1:31 1:31 1:31 1:31 耶耶耶耶 稣稣稣稣 进进进进 前前前前 拉拉拉拉 着着着着 他他他他 的的的的手手手手 ，，，， 扶扶扶扶 他他他他 起起起起 来来来来 ，，，， 热热热热 就就就就 退退退退 了了了了 ，，，， 他他他他 就就就就服服服服 事事事事 他他他他 们们们们 。。。。

可可可可1:211:211:211:21----35353535
� 1:32 1:32 1:32 1:32 天天天天 晚晚晚晚 日日日日 落落落落 的的的的 时时时时 候候候候 ，，，， 有有有有 人人人人 带带带带着着着着 一一一一 切切切切 害害害害 病病病病 的的的的 ，，，， 和和和和 被被被被 鬼鬼鬼鬼 附附附附 的的的的 ，，，，来来来来 到到到到 耶耶耶耶 稣稣稣稣 跟跟跟跟 前前前前 。。。。 1:33 1:33 1:33 1:33 合合合合 城城城城 的的的的 人人人人都都都都 聚聚聚聚 集集集集 在在在在 门门门门 前前前前 。。。。 1:34 1:34 1:34 1:34 耶耶耶耶 稣稣稣稣 治治治治 好好好好了了了了 许许许许 多多多多 害害害害 各各各各 样样样样 病病病病 的的的的 人人人人 ，，，， 又又又又 赶赶赶赶 出出出出许许许许 多多多多 鬼鬼鬼鬼 ，，，， 不不不不 许许许许 鬼鬼鬼鬼 说说说说 话话话话 ，，，， 因因因因 为为为为 鬼鬼鬼鬼认认认认 识识识识 他他他他 。。。。 1:35 1:35 1:35 1:35 次次次次 日日日日 早早早早 晨晨晨晨 ，，，， 天天天天 未未未未亮亮亮亮 的的的的 时时时时 候候候候 ，，，， 耶耶耶耶 稣稣稣稣 起起起起 来来来来 ，，，， 到到到到 旷旷旷旷 野野野野地地地地 方方方方 去去去去 ，，，， 在在在在 那那那那 里里里里 祷祷祷祷 告告告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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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祷的晨祷的晨祷的晨祷的重心重心重心重心: : : : 

避免长篇代祷事项避免长篇代祷事项避免长篇代祷事项避免长篇代祷事项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因因因

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你们所需用的你们所需用的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

父早已知道了父早已知道了父早已知道了父早已知道了。。。。((((太太太太6:8)

晨祷的晨祷的晨祷的晨祷的重心重心重心重心: : : : 
著重敬拜、赞美、爱的渴慕著重敬拜、赞美、爱的渴慕著重敬拜、赞美、爱的渴慕著重敬拜、赞美、爱的渴慕

耶稣看出他们的意耶稣看出他们的意耶稣看出他们的意耶稣看出他们的意

思、就说、为甚么思、就说、为甚么思、就说、为甚么思、就说、为甚么

难为这女人呢．他难为这女人呢．他难为这女人呢．他难为这女人呢．他

在我身上作的、是在我身上作的、是在我身上作的、是在我身上作的、是
一件美事。一件美事。一件美事。一件美事。((((太太太太26:10)26:10)26:10)26:10)

从神得力的人生

�干枯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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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祷晨祷晨祷晨祷的的的的益处益处益处益处::::品格的改变品格的改变品格的改变品格的改变

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版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版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版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版

下下下下、、、、西乃山的时候西乃山的时候西乃山的时候西乃山的时候、、、、不不不不

知道自己的面皮知道自己的面皮知道自己的面皮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因耶因耶因耶

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

((((出出出出34:2934:2934:2934:29----30)30)30)30)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的的的的益处益处益处益处::::有力的祷告有力的祷告有力的祷告有力的祷告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你们若常在我里面你们若常在我里面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我我我

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凡你们所愿意的凡你们所愿意的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祈求祈求祈求

就给你们成就就给你们成就就给你们成就就给你们成就。。。。((((约约约约15:7)15:7)15:7)15:7)

中国早晨五点钟中国早晨五点钟中国早晨五点钟中国早晨五点钟

�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
�求神带来复兴和平求神带来复兴和平求神带来复兴和平求神带来复兴和平，，，，赐下合一得胜赐下合一得胜赐下合一得胜赐下合一得胜。。。。
�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敬拜声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敬拜声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敬拜声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敬拜声，，，，
�人人都献出真诚的爱人人都献出真诚的爱人人都献出真诚的爱人人都献出真诚的爱，，，，一心一意为主工一心一意为主工一心一意为主工一心一意为主工。。。。
�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
�飞越了万水千山飞越了万水千山飞越了万水千山飞越了万水千山，，，，融化冰冷的心灵融化冰冷的心灵融化冰冷的心灵融化冰冷的心灵。。。。
�再没有捆锁再没有捆锁再没有捆锁再没有捆锁，，，，再没有战争再没有战争再没有战争再没有战争，，，，
�为中国祝福为中国祝福为中国祝福为中国祝福，，，，扭转了命运扭转了命运扭转了命运扭转了命运，，，，再一个好收成再一个好收成再一个好收成再一个好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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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祷晨祷晨祷晨祷的的的的益处益处益处益处::::灵里的满足灵里的满足灵里的满足灵里的满足

不但如此不但如此不但如此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我也将万事我也将万事我也将万事

当作有损的当作有损的当作有损的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因我以认因我以认因我以认

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看作粪土看作粪土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为要得着基为要得着基为要得着基

督督督督．．．．((((腓腓腓腓3:8)3:8)3:8)3:8)

耶稣的知心朋友耶稣的知心朋友耶稣的知心朋友耶稣的知心朋友

我的心哪、你要
称颂耶和华．凡
在我里面的、也
要称颂他的圣名。
(诗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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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心朋友

最知心的朋友最知心的朋友最知心的朋友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搀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滑向死亡线你爱何等的长阔深高，我心发出了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已起誓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