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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天紅霞, 陣陣的微風飄來，一群人長長的身影

映在地上，他們悠閒地來到一個高處。摩押王巴勒

目瞪口呆，手指著遠處，無法出聲。眾臣子朝著王

所指的方向看到紅彤彤充滿活力的雲彩籠罩著青

綠草原上的十二個方陣。 

  「以色列人，」眾臣子們喊道。 

  「這如何是好，」巴勒喃喃自語，「我們要被他

們消滅了。」 

   「我們要想辦法讓他們消失，」眾臣子們哀嘆。 

   「我知道一位術士，」米甸的長老說，「他也是

先知，他有辦法。」 

   「這人是誰，」巴勒王問，「他有什麼辦法。」 

   「他叫巴蘭，」長老回應，「他祝福誰，誰就得

福；他咒詛誰，誰就受咒詛。」 

   「好消息 !」巴勒王興高采烈地説，「趕快請他來

咒詛這從埃及出來，遮滿地面的以色列人。咒詛他

們從我們的地界消失；祝福我把他們趕出國界。」 

    

   摩押的長老和米甸的長老爬山涉水往北走了約

四百英里，二十多天後到了大河，就是幼發拉底

河。在毗奪找到巴蘭的住處，說明來意，把代言咒

詛的酬金給了巴蘭。巴蘭滿心自豪、沾沾自喜他的

金字招牌和名聲終於揚名在外了。他瞧着那些酬

金，琢磨著要如何才能得到更多的酬金。 

  「你們今晚住在我家，」他對長老們說，「我先

請示以色列人的神再決定。」 

   當晚，夜深人靜的時候，「這些人是誰？」神問。 

   「摩押王的長老，」巴蘭回答，「他們來請我為

摩押王代言咒詛以色列人。」 

   「不可以去，」神說，「你絕對不可以咒詛我的

民，他們是蒙我祝福的民。」 

    巴蘭瞄著桌上堆滿的酬金沉思，他無法抗拒這

千載難逢發財機會的誘惑。 

    第二天早晨，巴蘭回絕了巴勒的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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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路帶領見證 

黃撒拉 姊妹 

   三個多月後，巴勒派更尊貴的使者帶著更多的

酬金來，希望巴蘭無論如何都要接受巴勒王的邀

請，事成之後還有重賞。巴蘭心中竊喜待價而估的

策略奏效了。 

   「巴勒就是將他滿屋的金銀給我，」巴蘭說，「我

還是要聽命於耶和華的，讓我祈求耶和華的指示。

今晚，請你們住在這裡。」 

   入夜，巴蘭躺在床上，輾轉難眠、左思右想他那

盼望已久的心願。 

   「既然你那麼想去，」神到巴蘭的屋內說，「你

就去吧。到了那裡，我要你說什麼，你就要說什

麼。」 

   天剛剛露出曙光, 巴蘭已經興致勃勃地準備好了

驢。他帶著兩位僕人和摩押王使臣出發往摩押去。

他喜不自禁地騎著他的驢，思思念念都是那摩押

的榮華富貴。 

   他們走著走著，巴蘭的驢突然跑到田地裡，打斷

了巴蘭的白日夢。他氣極敗壞地打著驢，把它趕回

路面。 

   他們一路平安來到兩邊都有圍牆的葡萄園。 巴

蘭的驢突然撞在牆上，貼著牆走，擠傷了巴蘭的

腳；他痛得一邊流眼淚，一邊惡狠狠地打他的驢。 

   他們到了兩邊都是峭壁無法轉身的窄路。 巴蘭

的驢打滾，臥地不起。巴蘭從驢背上摔滾下來，狼

狽地爬起來。 

   「你這畜牲，」 巴蘭粗聲粗氣地罵，狠狠地抽他

的的驢, 一面拍掉他長袍上的塵土， 一面揀起滾在

地上的頭巾。 

   巴蘭的驢豎起它那毛茸茸的兩隻長耳朵，回頭，

齜牙咧嘴, 用它那銅鈴般的雙眼瞪著巴蘭。 巴蘭也

不甘示弱，也用他的雙眼瞪著他的驢。 

   「你這欺軟怕硬，欺善怕惡的主，」巴蘭的驢開 

 

口說人話，  「我做錯什麼了？你竟惡狠狠地打我

三次。」 

   巴蘭注視著他的驢，心想，這畜牲居然會說人話, 

他施法占卜時，動物說人話的事見多了。  他不會

被這雕蟲小技嚇倒的。 

   「你瘋了是不是，」巴蘭對著驢說，「你這畜牲

讓我在使臣和僕人面前丟人現眼。我打你三次怎

麼了，如果我手上有刀，我早就殺了你。」 

   「我小的時候，」驢問，「你就騎著我，你見過

我像今天這樣的嗎？」 

   「沒，」巴蘭揉揉眼，眨眨眼，眼睛一亮，看到

站在路中間，手裡握著出鞘的利刃，身穿著潔白耀

眼長袍的耶和華的使者。 巴蘭急忙俯伏在地， 不

敢抬頭。 

   「巴蘭，你是隻又聾、又瞎、又頑固、又倔強的

蠢驢，」耶和華的使者說，「若不是你的驢看到我

三次，躲開我三次，我早就殺了你。你的驢救了你

三次，你卻惡狠狠地抽打它三次。你有眼卻看不

見，你的驢卻看得見。神揀選你的驢作祂的代言

人，要讓你，巴蘭，知道你的愚蠢和你的貪婪。」 

   「我有罪，」巴蘭回應，「我有眼無珠，我財迷

心竅。 如果神不喜悅我去摩押, 那我不去就是了

吧。」 

   「你已經在去的路上了，」耶和華的使者說， 「到

了摩押，你要記住，你是神的代言人—你只能說我

要你說的話。」 

   巴蘭的僕人和巴勒的使者盯著巴蘭和他的驢， 

只聽到一陣一陣隆隆的雷聲，卻渾然不知到底發

生了什麼事情。 

   巴蘭慌慌張張地站起身來，手忙腳亂地爬上驢

背，騎著他的驢和帶著他的兩位僕人， 一同與巴勒

的使臣往摩押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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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吳瑞莉 姊妹 

 

 

       前 一 陣 子 在 每 天 的 讀 經 中 讀 了 「 西 番 雅

書」。看到神藉著先知警戒猶太人，要他們敬畏

神、領受訓誨。先知西番雅在傳達神的話語時用

來許多嚴厲的字眼形容當時的猶太人和耶路撒冷

城，「不知羞恥的國民」、「悖逆、污穢、欺壓

的城」…. 先知苦口婆心的勸戒猶太人「都當尋求

耶和華! 當尋求公義謙卑，或者在耶和華發怒的日

子可以隱藏起來。」(番2:3)。先知也預言了猶太

人將要被擄，將來還要歸回，預言了神也會處罰

其他欺壓猶太人的民族。 當時在讀這卷書時，自

己把重點放在了猶太人的遠離神，神對他們的管

教（因為主所愛的他必管教），讀完了整卷書卻

忽略了這一句這麼寶貴的話：「耶和華—你的 神

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 他在你中間必因你

歡欣喜樂，默然愛你，且因你喜樂而歡呼。」(番

3:17) 

      我相信神知道我沒看見、沒用心領會這句

話，所以藉著今天的經文讓我再有機會來思想神

的愛。一直以來，我只知道我們會向神歡呼，會

因神喜樂，沒想我的神竟會因我歡欣喜樂、會為

我喜樂而歡呼，我的神啊，祢多麼奇妙、多麼愛

我。再想想，是啊，我們這些在世為人父母的雖

然不好也會因為我們的兒女歡呼喜樂，更何況我

們的阿爸天父豈不是更愛我們嗎？祂愛曾經悖逆

後來回轉的猶太人、祂愛在外流浪回家的浪子、

祂愛自以為是乖乖牌卻願意悔改承認自己不義不

配的人，祂的愛永不改變。父啊，有何神像祢。  

回應 竟然沒有讀到  

趙國英 姊妹 

   9/5/2021主日崇拜聽了陳牧師的講道有了特別    

   的感動，寫下一首「在主耶穌裏」的詩，想跟 

   新生命家人一起分享。 
 

  【人生的目的感言 】 

   9/5/2021 在主耶穌裏 

   在主耶穌裏 我們是新造的人 

   我人生的旅程 有了生存的意義 

   主耶穌是 道路真理生命 

   擁有了祂 沒有困惑迷惘  

   在主耶穌裏 沒有憂慮與憤怒 

   我的生命被改變 得到自由與安慰 

   主耶穌是 恩典靈糧活水 

   擁有了祂 靈裏豐富滿足 

   在主耶穌裏 沒有懼怕與刑罰 

   我的生命得完全 受到遮蓋與保護 

   主耶穌是 我得勝的旌旗 

   擁有了祂 我必壯膽剛強 

牧師證道「人生的目的」感言 

《在主耶穌裏》的詩 Phoebe Wu 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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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教會歷史悠久，年齡層多分佈在60歲以上，

以及30歲以下的第二代，中間有一個年齡斷層，

教會弟兄姊妹們常同心向神祈求禱告，希望神能

夠帶領新的青壯年家庭及孩子們來到我們教會當

中，相信神都已經垂聽我們的禱告了！ 弟兄姊妹

們，大家是否已經準備好迎接神即將帶進來的年

輕家庭和孩子們！ 

下面我分享神的恩典，在我們教會籌備兒童主日

學教育的預工上，關於兒童主日學的硬體、軟體

尋求建立過程中，經歷祂的美好帶領：  

這是關於我們教會如何尋求選用兒童主日學教材

過程的見證三步曲： 

第一步：  

剛開始尋求兒童主日學教材，我真的毫無頭緒，

所以四處尋問我們教會內＆教會外的兒童主日學

老師及兒童事工負責人，大家都很熱心介紹給我

不同的紙本教材、免費的兒童主日學網站，以及

要收費的兒童主日學網站—我心裡真的很感激，

但面對這麼多的選擇，更加茫然不知所措—心中

迫切求神指引開路。  

第二步：  

是要訂購哪一家的兒童主日學教材？ 繼續禱告尋

求神帶領，結果陸陸續續有人告訴我： 

 

 

1. 有一位華人教會的兒童主日學主任，向我推

薦「The  Group」網路兒童主日學教材。  

2. 有一位住在東岸的傳道人Ann，也向我推荐

「the Group」，她分享使用了這套教材感

覺非常棒！  

3.  聽說在正道神學院教「兒童教育事工」課程

的教授，她也推薦「the Group」！  

感謝讚美主！我知道神的引領回應了！ 

但是「the Group」中有許多種系列的教材，到

底要選哪一個系列呢？ 教材中有配套的兒童詩歌

及聖經故事影片，為了讓新手老師們可以方便

Setup播放，孩子們學習可以達到最安全的清晰

的影音效果，我們教會是否有預算願意購買掛在

牆上的平面電視呢？  

在這過程中，神又透過不同人事物，告訴我要選

擇「the Group」中的「Dig In」系列教材。 

在這期間，有熱心的姊妹，知道兒童主日學教室

需要添購平面電視，就要捐出家裡多餘的舊平面

電視，它有點小，且無法掛在牆壁上，我很感謝

她，但這並不是一個理想的平面電視，我覺得這

不符合神的心意。 因為科技進步，現在的平面電

視越來越普及，價格也越來越便宜，在神的家中

需要配置一個更理想的平面電視，投資在長期的

神國教育中。  

第三步：  

八月初，陳牧師和我一起去科羅拉多州，參加四

天的全美宣道會的會議。 

  

 

Tiffany Chen 師母 

見證分享: : 恩典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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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哪靈糧 餵養主羊 參加會議的牧者或核心同工，來自全美各地約有

200人 ，開 完會用 餐時 間， 餐廳有20多個圓

桌，大家自由找座位，一同禱告、吃飯、分享， 

坐在我右邊身旁的65歲左右的白人姊妹告訴

我，她是教會的師母，已經負責兒童主日學事工

超過20年了，我很興奮地詢問她，你的教會兒

童主日學用什麼教材呢？她告訴我使用「the 

Group」的網路教材，非常好用 ! 

此刻我的心跳加速，我接著問你是用教材中的哪

一個系列呢？ 她說「Dig In」系列， 此刻我感

動得想要哭！ 我接著問，你們教室的硬體配備

設置如何？ 她說我們教會配置Smart TV掛在兒

童教室的牆上……使用效果非常好！ 

感謝讚美主！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 神在你們心裡運

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立比書2:13 )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

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馬太福音7:8)  

這一路兜兜轉轉的辛苦尋求，神在我心中的感動

與異象，此時此刻又透眼前這位老師母的口中，

一模一樣地複述一次，我不禁流淚讚嘆！阿爸天

父！ 祢知道我的軟弱，感謝祢的憐憫，再給我

一個堅定的印證！ 帶給我信心和力量，我願意

降服在祢的心意帶領下，在神國兒童教育上，奉

獻上我的一份微薄心力，求主悅納，阿們！  

 

 

    「信心有多大，愛主有多深」 

   彼得前書1章8～9節「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

卻是愛他；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他就有說不

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並且得著你們信心的

果效，就是靈魂的救恩。」  

   使徒彼得在今天的經文中教導我們，相信耶穌

的人因著信心，即使無法親眼看見耶穌，依然能

深深的敬愛耶穌，甚至在逼迫苦難中繼續擁有大

喜樂。彼得對當時遠離家鄉猶大地、耶路撒冷，

在世界各地漂流，為生活奮鬥的猶太基督徒們說

出彼得對他們的讚賞，因為從他們的身上，彼得

看到深厚堅固的信心模範，深深感動彼得。彼得

留下的經文，成為後世的我們最懇切的激勵。主

耶穌能忍受十字架的苦難，是因為主耶穌對神有

完全的信心，知道自己未來要坐在上帝的右邊。

主耶穌這樣的信心讓他不懼怕身體被摧殘，不懼

怕四週環境加添羞辱，主耶穌完全的信心是我們

的最佳模範。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深愛耶穌嗎？你對耶穌的

信心足夠讓你用愛回應主耶穌寶貴的十架救恩

嗎？讓我們不要逃避，深刻思考，做不夠、做不

足、做不真的地方求神翻轉，坦承的向主說「我

信不足，求主幫助」。盼望我們都有大信心，都

能深愛主耶穌。 

嗎哪靈糧 餵養主羊 

楊猛雄 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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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 祂擁有主宰權柄，萬有都在神主權的管理之下。 神在亞當犯罪之前，就

賦與人有自由意志，有選擇的自由權。 創世紀 2:9 「耶和華 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裡長出來，可以悦人

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園子當中又有生命樹和分別善惡的樹」。16-17 節耶和華神吩咐亞當

説: 「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别善惡樹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

定死!」。可見神給人抉擇的自由，夏娃雖然選擇了知識善惡樹的果子，她作此決定，是運用她的自

由意志。從聖經明顯看到神給亞當在兩棵樹之間的自由選擇，否則神只要安置一棵生命樹，甚麼問題

都不會發生了。神創造人給人一個自由意志，這乃是代表神的偉大、智慧、慈愛及神的權柄和憐憫。

同樣原則，今天人活在世界，神和撒但，生命和死亡都同時存在，而我們必須憑著自由意志在他們之

間作出選擇。 

 

   憑著意志去作你喜歡作的事, 但意志的決定往往㑹影響你的前途或一生的命運。我們常説的一句話

「想作就去作」，但這句話有善惡兩面的意思: 一是叫人決斷果行，劍及履及，因為神賦與人自由，

一是教人任意妄行， 悖逆放縱，因為人妄用自由。 每個人生活在世上都有很多自己的夢想和計劃，

這都來自你的意志，但背後卻有心靈在引導，人的魂包括心思、情感、意志，這些都操之在心靈，如

果沒有心靈正確的帶領，儘管有多堅強的意志，都是徒勞無功，甚至弄巧成茁。我們的靈命受諸於神, 

本來是自由的，可惜始祖犯罪，人的靈與神的靈隔絕，人的自由意志便被罪轄制，為了避免人的意志

受到罪惡的轄制， 唯有接受神的救恩，依靠神、順服神、隨靈而行。 

 

   一個人如果遠離神，濫用神給的自由意志和權利，就容易走上迷途，陷入罪惡過犯中。今天世界上

充滿了敗壞、邪惡、墮落和各樣的罪過，就是因為人錯誤使用神給的自由意志。我們今天都有神的生

命和聖靈的引導，我們不靠自己，乃是完全依靠神、依靠聖靈;  神的靈在那裏，那裏就有自由，惟有

在耶穌基督裏，我們才能得到絕對的、完美的自由，這才是真自由，我們可以隨從聖靈，善用我們自

由的意志。我們要有堅定的意志和柔軟的心靈結合起來，換句話說，堅定的意志需要心靈作後盾和指

引，才能實現我們的理想和目標。 

楊榮國 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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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專欄 

回應第十九天: 創世紀第 22 章 9-18 節 

Phoebe Wu 姊妹 

感謝主恩, 默想著成年的以撒任憑父親綑綁躺在

柴上，就像主耶穌基督為世人的罪成為代罪羔羊

認人宰殺。主耶穌為我們至死順服、甘心捨命，就

為要成全父神對世人的救贖計劃。其實神在考驗

亞伯拉罕之前早已看見亞伯拉罕對祂的信心，也

為亞伯拉罕預備好代替以撒的公羊。父神不但為

人預備一切，也引導並看顧人。試探來自於撒旦，

我們的神從不試探人，祂是不讓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凶惡的神，但神會「考驗」我們的信心, 

祂賜福給通過信心考驗, 因信而順服的人。 

 

回應第二十天: 彼得前書 第 1 章 18-25 節  

Tracy Zhong 姊妹 
 

「他兒子耶稣的血也潔淨我們脱離一切罪。」

（約壹 1:7）因着耶穌基督的寶血，我們被救贖

而且得了兒子的名份。所以我們每天以感恩的心

來到主前，求主的話天天澆灌我們，讓我們活出

對神喜悦的生活！用神給我們的愛來彼此相愛！ 

  

趙立普 姊妹 

阿們！主耶穌基督捨命的愛需要用信心來領受，

超越被造的理性，求聖靈賜智慧在我們裏面確實

領受並活出愛来，感謝讚美神奇妙的大愛！ 

 

Phoebe Wu 姊妹 

阿們!  感謝主, 我們得到救贖並不是因為積攢錢

財的多寡、表面上虛榮的行為。「乃是憑着基督的

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彼前

1:19), 祂為我們付出罪的代價，因此我們得以存

活。基督信徒們能披戴著基督的名號在這世界過

新生活，這是出於神賜予恩寵。無論環境如何，對

耶穌基督要有信心及盼望，知道祂所說的話語都

是對我們有益處的。神的話語是帶有能力的，我們

領受主的話語並遵從祂的話，就能日漸（自然的）

行出真誠愛弟兄姊妹的行為。祂的話就是好種子

種在我們的新田。每天的靈修好比活水澆灌在心

田好種子上，必會在長出好麥子。 感謝主的活水，

讓我們永遠不會乾渴。 

 

回應第二十一天: 啓示錄第 5 章 6-節  

楊榮國弟兄 

基督對仇敵乃是得勝的獅子，為神擊敗了撒但，衪

也是救贖的羔羊，釘死在十字架上，流了寶血，除

去人的罪孽，如今祂已勝過仇敵，為我們成功了救

贖；祂向著仇敵是「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向著信

徒卻是「神的羔羊」。 讚美基督作我們的「七角

第七頁 

十架之路四十天完整視頻歡迎上網觀看 

網址: https//ch.nlc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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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眼」七就是神行動中完整的數字，就是神的

七靈，奉遣往普天下去，是無所不在。七角象

徵基督的大能和榮耀，為著爭戰，並賜給我們

全備的能力。基督的七眼代表七盞火燈，在寶

座前點燃著，遍察全地，乃是為著地上的行動

和工作。 

感謝主，自從我們得救的那天，基督的七眼就

像燃燒的火焰，光照著我們，使我們靈裏火

熱。 基督作神的羔羊，將聖靈充滿我們，讓我

們完全地跟隨祂，也藉着祂寶血的能力，讓我

們與神緊密連結在一起，在生活上得勝有餘。 

感謝主，那曾經被殺的羔羊，如今坐在寶座上，

配得我們的頌贊，願一切的感謝、讚美、榮耀都

歸給主，直到永遠，阿們！ 

Tracy Zhong 姊妹 

主 神説:「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今

在、昔在、以後永在, 全能的 神。」（啓1:8）

神是我們生命的主宰，我們敬拜上帝是讓上帝

得着祂配得的至高榮耀！ 

Phoebe Wu 姊妹 

敬拜讚美神是帶有能力的，天上、人間、地下萬

膝都必向全能神跪拜、稱頌。當我們用心靈誠實

敬拜神，就能感受到祂的能力與大而可畏的威

望。我們能藉著敬拜神的同時被聖靈感動就知道

神的屬性：祂掌王權、公義、智慧、聖潔、信實、

尊貴、榮耀、賜福的、全能的神、永生的、滿有

豐盛的神。神是配得眾生稱頌的，因祂的救恩；

我們有盼望。因耶穌基督神羔羊的犧牲我們得以

藉著祂進入神的國度裏與祂同享平安。 

回應第二十二天: 約翰福音 第 12 章 11-

19 節 

趙立普 姊妹 

感謝神，我們不只是求神蹟奇事，求今生的好處，

更求神賜智慧，在主裡得著全新的生命，並活出

新生命。求神賜能力，使我們不隨波逐流，遠離

這個世代的誘惑牽引，單單認耶穌基督是主！ 

求神幫助我們，不是只尋看神蹟奇事來信神，也

不是只得今生的好處來信神，人是很健忘的，唯

有吃主耶稣基督的肉喝他的血，就是從心靈裏領

受他的話，又確實行出來，並盼望那美好天家的

人，才會真正得到耶穌基督，得到神他自己！得

到屬天的生命！阿們！ 

 

楊榮國 弟兄 

因著耶穌行了神蹟，拉撒路在埋葬了四天後從

死裏復活，震驚全城的人，這震撼的好消息如

排山倒海般的傳開了，耶穌受到眾人蜂踴熱烈

的迎接和擁戴，許多人也跟隨耶穌進入耶路撒

冷，但大部分人是完全出自對神蹟奇事的好奇

心，並非相信祂是神的兒子，眾人卻高喊「和

散那」希望衪能作王拯救他們，他們沒有真正

了解死而復活的意義和真理，只用人榮耀的觀

念去迎接耶穌，不明白衪要走上十字架之路，

就連他的門徒也不明白直到耶穌得榮耀。  

 

今天我們因著相信並接受耶穌為救主，得著神的

生命，那就是死而復活的生命，基督的死而復活

不僅是事實，更是永恆的真理。使徒二章所記五

旬節的聖靈降臨，今天照樣發生在教會中，亦為

耶穌復活的明証，也是耶穌復活升天蒙神悅納的

証據。耶穌從死裏復活証明衪是神的兒子，祂為

我們開通了一條嶄新而唯一的恩典之路，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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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國英 姊妹 

不要做糊塗人 慈愛的天父，求祢保守你的兒女在

你的真理上扎根，使我們真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誰， 

不做糊塗人，人云亦云、人行亦行。保守我們渴慕

你、跟隨你，行事為人是憑着信心，不是憑着眼見。

禱告奉主耶穌的名求，阿們。  
 

Phoebe Wu 姊妹 

感謝主的救恩,  群眾們要視耶穌為基督彌賽亞，求

耶穌「立刻拯救他們」，群眾以為主要來作王，要

率領猶太人反抗羅馬帝國的統治，重新建立主為

王的以色列國。人們自私的心表露無遺，他們殊不

知神要拯救的不止是猶太人，祂要拯救全人類。當

時人民推崇耶穌的心態就像拜假神的態度一樣，

渴望神照著自己的心意做事，若不依照自己心意，

就否定祂。這種心態不是把神當主，而是自己作

主，把神當僕役了。所以高喊「和散那」的人最後

心剛硬改喊「釘死祂」！人們只看見眼前拉撒路肉

體復活的神蹟，卻沒有認真思考內在靈體復活的

含義。耶穌賜下聖靈保惠師代替祂在這世上陪伴

我們，為要時刻提醒我們想起祂的犧牲及救贖計

畫，讓我們開啟心門接受祂的救恩安排，守住清潔

的心。求神的靈住在我們身上，恩賜我們有智慧和

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神的靈。 

 

Tracy Tzong 姊妹 

「因此，他作了新約的中保，藉著他的死，使人在

前約之下的過犯得到救贖，就叫那些蒙召的人，得

著永遠基業的應許。」(來 9:15）感謝主！給了我

們應許，我們就得著盼望！ 

 

回應第二十三天: 約翰福音 第 12 章 20-

26 節  

Tracy Tzong 姊妹 

耶穌將自己無瑕无疵地獻給神，成就了贖罪的工 

作，拯救了我們。所以要真誠地信靠祂的名，按着

祂的吩咐，順服在祂的旨意下來榮耀祂的名！「 何

况基督的血呢？他藉著永遠的靈，把自己無瑕無

疵的獻給 神, 他的血不是更能潔淨我們的良心

脱離死行, 使我們可以事奉永活的 神嗎？」（來 

9:14） 

 

Phoebe Wu 姊妹 

感謝主再一次的對我們說話。若我們要同耶穌基

督一起進入神的國度就必須謙卑捨己，用一種「看

別人比自己強」的心態來為神服事，有自信的謙卑

不是自卑；也不是為人服事。主耶穌曾比喻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

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馬

25:40)  我們的生命是來自於神的氣息，這生命也

該用之於神。我們既已成為神拯救計劃中的一部

分，卻不是只有自己得救而已，我們心固然會為尚

未得救的親友急迫，但在親友眼裡是需要時間去

感受信主後的我們在行為態度上的真實改變，才

能影響他們。身體力行付出行動；持續性溫柔的

關懷。主耶穌愛眾人, 祂不捨棄任何一人，祂服事

每一個人，我們也該如此像主耶穌基督做在我們

身上一樣的去行，這就是榮耀神了。 

 

趙立普 姊妹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是把自己埋葬地下，虚己為

我們捨命，替我們擔當一切的罪過，為要救贖我

們，脱離死的權勢，使我們在主裏得到完全的自

由，哈利路亞，只有用心用靈去經歷神奇妙的救贖

計劃，我們應該何等的感恩啊！應該如何跟随主

的脚踪？學習做一粒麥子，把老我舊人徹底埋葬，

改變生命，傳播新生命，發出馨香之氣，成就神做

我們身上的美好旨意！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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