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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就是靈（約 4:24)，雖是不可見的（約 1:18），然而神可以向人彰顯祂自己（出 33:11，20-23），

神是三位一體的創造者，神藉著大能的話，創造宇宙萬有（創 1:1，約 1:3），到了第六日神創造人

類乃是神創造的巔峯，「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創 1:26）。

「形象的英語是 image，是指內裡的特性，樣式的英語是 likeness，是指神的聖潔」，「形象和樣

式兩者在經文上的使用是互通的 (創 5:3），都是指人有從神而來的特徵和價值」。我們也可以用這

樣的定義來理解：「人具有神的形象，這事實是指人像神，並且代表神。」 

 

   在許多經文中，都有提到許多神美好的屬性：真實、良善、慈愛、恩典、憐憫、聖潔、公義、能

力、智慧…。 在亞當和夏娃墮落之前，人本來擁有神的完美形象及許多美好屬性，當時「神看著一

切所造的都甚好」（創 1:31）。神又使人有尊榮成為神在地上的代表（詩 8），神賜福人生養眾多，

並要人管理在地上的一切受造物（創 1:26-28）。 

 

   「神照著祂的形象，造男造女。」（創 5:1-2），「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

一體。」（創 2:24），這是神所創造的一種深遠關係，亞當夏娃之間的濃密愛情和諧關係，也在某

種程度上反應了「三一神之成員間的合一和多位」，亦為要表達出「基督和祂的教會之間的關係」

（弗 5:23-32）。 

 

   神造人的目的是為了要榮耀祂自己，  正如經上所說：「凡稱我名下的人， 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

的。」（賽 43:7, 弗 1:11-12），所以我們「無論做什麼，都要為榮耀 神而行」（林前 10:31）。 

 

   神創造人也是出於他豐富的愛，要使人進入祂愛的園子裡，「神也不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什麼; 

自己倒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徒 17:25）。 

  
Tiffany Chen 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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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路帶領見證 

黃撒拉 姊妹 

 

 

    

   「耶和華 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創

2:7），所以人是有靈的，是隨時可以與神溝通互動的。 

 

   在伊甸園，神吩咐亞當：「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 2:16-17）。神讓人有自由意志選擇要不要相信神及

順服神，不順服的後果是死﹔這包括肉體的和靈性的死亡。 由於亞當和夏娃最終選擇「不順服」，

因此「神把亞當和夏娃從他面前趕出來，驅逐出樂園。」（創 3:24）。亞當犯罪的結果，延續到

全人類，所有人至今都要面對死亡（羅 6:23）。 

 

   「隨著人墮落犯罪，神的咒詛進入世界。神咒詛那蛇，也咒詛那地（創 3:14、17），咒詛帶來

與祝福之地分隔、與蒙福之人疏離。」 所以人在犯罪墮落後，神在人身上的形象和樣式也受到

毀損扭曲， 但並没有完全失去，然而神是公義聖潔的，因人的罪孽，使得人與神的關係破裂隔

絶（賽 59:1-2）。 

 

   犯罪後的人類無法靠自己跨越罪的捆綁，全然墮落敗壞，虧欠神的榮耀（羅 3:23）， 神差派

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道肉身來到世間，成為無瑕疵的代罪羔羊（約 1:29），犧牲自己被釘十字架

來償清人的罪債，祂已復活戰勝死亡，並成就了救贖的真理：「祂是 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 神

本體的真像，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來

1:3） 

 

   神藉著耶穌基督之救贖計劃，在創世以前就已經預備好了（西 1:15-16），耶穌基督「不以自

己與 神同等為强奪的;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腓 2:6-7），祂「順服」

父神的旨意，降卑來到人間，藉著十字架苦難帶給人類永恆的救恩，正如經上所説：「當我們死

在過犯中的時候 ， 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們與耶穌基督一

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弗 2:5-6  ）。 

 

 「因一人的悖逆，眾人成為罪人；照樣，因一人的順從，罪人也成為義了。」（羅 5:19），過

去因著亞當的犯罪， 使我們與神隔絕；現在因著耶穌基督的救贖 ；使人的罪得赦免，與神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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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將耶穌基督的公義算給我們， 使我們能因

信稱義， 得著兒子名分， 成為神的後嗣（約 1 ：

12）（羅 8:16-17）。 

 

   人永遠也不會「是神」，但神要我們「像神」，

耶穌也勉勵門徒要做 「完全人」 （林後 13 ：

11）。「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 5:17)。 保羅

說我們已經「穿上了新人。 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

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西 3:10）。基督

徒在新造的人生中要 「心意更新而變化」（羅

12:2），滿有長成的身量，漸漸「變成主的形狀，

榮上加榮， 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林後 3 ：

18）。 在成聖的路上多結聖靈果子，行在 神的

光中，活出耶穌基督的樣式（加 2:20），神的榮

美形象也就越多地彰顯在基督徒的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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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麥子學生團契於10/31/2021主日 

 

崇拜為主獻上詩歌「厚恩待我」 

   「你將得到 」 Phoebe Wu 姊妹  

             我們充滿 軟弱的心 

          唯有依靠上帝 得著剛毅 

          不要疑惑 只要相信 

          你將得到 豐富聖靈 

 

          我們擁有 奉獻的心 

          勇敢讚美上帝 得著歡喜 

          不要急迫 等候傾聽 

          你將得到 聖恩降臨 

 

          禱告 同心合意 

          你將得到 無比能力 

          禱告 齊心恆毅 

          你將得到 美麗旨意。  



 

 

Phoebe Wu 姊妹 

親愛的父神，祢是創始成終的主，我們的生

命、動作、存留全在乎你。人無法控制自己的

生命，也無法明白自己一生的年日有多少，唯

獨祢是真理。我們要時常讚美耶和華 神，並歌

頌我們的 神為善為美； 相信我們口出讚美的話

是合宜的。聖經記載說，凡倚靠耶穌基督寶血

進到父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為主

耶穌是長遠活著的神，祂替我們祈求平安。感

謝父神的憐愛，使軟弱的人得依靠，我們相信

祢有醫治的能力，人的生命在於祢，我們願意

謙卑地順服在你腳前，把有病痛的弟兄姊妹都

交托在祢的恩手上，願主照祢的慈愛恩待我

們，使有病痛的弟兄姊妹能得到釋放與醫治，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阿們 ! 

于國珠 姊妹 

主耶穌，也求你幫助我們，當我們看見肢體

在辛苦，在不容易的時候，幫助我們説合宜的

話，做適當的幫助。我深信每一個難處，不管

是自己的，還是別人的，我們既互為肢體，神

在每個人的身上，都有美好的旨意。求神幫助

我們，在聖靈中，學習神要我們學的功課。當

我們為受苦的弟兄姊妹禱告時，幫助我們在神

面前安靜，領受聖靈的引導。神給每個人的感

動祈求可以不一樣，就好似拼圖，你的一片和

我的不一樣，幫助我們忠於神所托付的，一

片，一片連接合在一起時，就完全，完整，完

成了神的旨意。感謝讚美主！奉耶穌基督的名

禱告，阿們！  

 

 

2020年對全世界的人來說無疑是極其驚悚的

一年。為了減少衝擊，許多國家、城市封城，

限制出入，呼籲民眾外出要戴口罩，各國也紛

紛研發疫苗希望降低傷害。就在這時後，民主

自由的美國卻發生了一連串抗議戴口罩、反對

打疫苗的示威遊行甚至造成肢體衝突，這著實

讓我們這些來自不那麼自由的國家的人跌破眼

鏡。在這些遊行抗議的人群當中也有不少是我

們主內的弟兄姐妹。最近在和一位弟兄討論到

他的學校疫情不斷增加，學生被確診也時有所

聞，學校裡有70%的學生不願交出打針的紀

錄，想像這些學生應該是沒有打預防針吧。基

督徒要不要戴口罩、打預防針？就在我們交談

時，聖靈帶領我想到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八章

教導當時的信徒關於祭過偶像的食物，結論是

「其實食物不能叫 神看中我們，因為我們不吃

也無損，吃也無益。只是你們要謹慎，恐怕你

們這自由竟成了那軟弱人的絆腳石。若有人見

你這有知識的，在偶像的廟裏坐席，這人的良

心若是軟弱，豈不放膽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嗎？ 

因此，基督為他死的那軟弱弟兄，也就因你的

知識沉淪了。你們這樣得罪弟兄們，傷了他們

軟 弱 的 良 心 ， 就 是 得 罪 基 督 。」 ( 林 前8:8-

12)  ，所以有信心的基督徒不吃祭過偶像的食物

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信心軟弱的人。感謝

神。神的話語不會因為時空的改變而有所更

改。戴不戴口罩、打不打疫苗？聖經裏已經給

我們答案了。我們也許可以有很強的信心說

「我，基督徒，不怕死。得了covid-19就得

了，死，就回天家，與神同在」，但是，神的

教導更多的是要我們體恤軟弱的人，不是為了

自己，而是為了其他人。   

趙國英 姊妹 

打不打? 戴不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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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方面的需要： 

無論在死亡之前或之後，宗教的信念對臨終的歷

程，和親屬的哀傷化解， 都提供很大的安慰力量

及影響力。 

 

A 臨終患者需要「意義」──「陪伴一個即將

死亡的人，是參與一場屬靈信仰的巨大掙扎裡。 」

（盧雲） 

從醫學的角度來看，病痛是要被抑制、去除的。但

從靈性的角度， 透過肉體病痛的打擊，我們的心

靈也會被撞擊，去想一下「死亡」這件事，能讓我

們經驗靈性的改變。 

死亡叫人明白在世上的肉體是會朽壞的，人在世

上的生命總有一天會結束成為過去，但人的靈魂

仍然存在。 

耶穌釘十字架，對抗屬靈權勢的力量， 消除被遺

棄的孤單試探，  將自己全然降服交托於神說:「父

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裡。」（路 23:46）讓

臨終病人從信仰角度回憶人生中不同階段的事，

找出人生的意義， 並為他受傷的心靈祝福禱告，

透過上帝的話語和聖靈的大能，幫助他追尋倚靠

上帝， 體驗上帝的同在、愛與恩典，與耶穌基督

聯合，將生命接連永恆。 

 

B 臨終患者需要「平安信心盼望」──雖然要

面對死亡的分離，要讓病者有得救確據和永恆的 

盼望， 使臨終病人減少面對死亡的恐懼，使他因

信而有活潑的盼望而離去。 

 

平安：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

安的意念， 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

指望。」(耶 29:11 )，為病人禱告，求神賜下平安

的靈，不是倚賴自己， 而是將重擔交托給神，幫

助病人坦然面對死亡， 也使家人得安慰。我們對

未來的盼望，而是在於祂的能力和慈愛。 

 

信心： 

聖經中耶穌行在水面上故事， 「耶穌對彼得說:『 

你來吧。』彼得就從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

耶穌那裡去；只因見風甚大， 就害怕，將要沉下

去，便喊著說：『主啊，救我！』」(馬 14:29）這

是我們每個基督徒信心的功課，  當主在呼喚你 

「來吧!」的時候，我們所當注意的，就是主所在

的地方射過來的那道光彩。向前邁步越過死亡的

這一道門檻，進入天堂與主永遠同在。 

 

盼望： 

【約十一 25-26】「耶穌對她說：『復活在我，生

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凡活

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 

耶穌： 1「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你們信 神，也當信

我。 2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

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 3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

裡去，我在那裡，叫你們也在那裡。 4 我往那裡去，你

們知道；那條路，你們也知道。」（約 14:1-4）。 

感謝主耶穌已經為我們預備這麼美好的住處。 

 

C 臨終患者需要「愛」──臨終病人怕孤單。

「愛」是使臨終病人感到生命有意義。 除了親友

的愛，還需要體會「神」的大愛，我們讓病者知道

有一位天上的父親愛他，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來到

世界來到人世間，就是為了救贖我們並陪伴我們

度過人生中最艱難的階段。 

Tiffany Chen 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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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雲 「當我們定睛在復活主，可以發現愛比死更

堅強， 信心比懷疑更穩固。」死亡之路不是獨行

的，主耶穌的愛會陪伴我們走過最後一段旅程。 

肉體雖是短暫朽壞， 但靈魂卻能永恆不滅。陪伴

關懷臨終病人的弟兄姊妹，就像扮演一位靈魂的

助產士角色，引導臨終者的靈魂進入永生的國度， 

成為天國的新生寶寶，是一件極重要且有意義的

事奉。 

 

教會因應臨終關懷： 

我們的教會是充滿關懷與愛的教會，相愛不單只

是在言語和舌頭上，也要體現在行為和誠實上。 

臨終關懷是教會弟兄姊妹發揮肢體彼此相顧的很

好機會。 

 

1 成立支援小組— 安排有愛心、關懷恩賜的同

工，以及臨終患者所熟識親近的弟兄姊妹。 

2. 建立禱告愛網 — 同心迫切為患者祈禱。神在

天上都保存著我們的禱告，神會抹去我們的眼淚， 

撫慰我們的心， 挪去我們的勞苦重擔，沒有一件

事不在祂的掌握之中。 

3. 探訪前的預備 — 要先與親屬充分溝通，了解

病人目前的詳細身心狀況，詢問是否願意接受探

訪？何時合適去看望？每次探望時間有多長？握

著病人的手一起向神禱告、唱詩歌、讀聖經給他

聽。 若病人未信主，合宜的傳福音的技巧時機與

禱告的內容很重要，不要使人有被干擾或逼迫的

感覺， 要使病人與家屬能感受到神的愛，感受到

弟兄姊妹真誠的關懷。 

4. 給予實際幫助 — 支援小組成員分工合作，協

助病人及家屬食衣住行的需要，及幫助他們解決

掛心的事， 例如： 收集醫療及保險的相關資訊資

源、採買東西、準備飯食、照料接送小朋友、協助

處理家務等等。 

 

臨終關懷之聖經教導: 

1. 與哀哭者同哭：「與哀哭的人要同哭。」

(羅 12:15); 「耶穌哭了。」(約 11:35)。失去親人，

需要抒發哀慟情緒， 我們當效法耶穌，在當下陪

他們走過哀傷。 

2. 哀傷中得安慰：「我們在一切患難中, 他就安

慰我們，叫我們能用 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

樣患難的人。」 (林後 1:4);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

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 你們

有苦難; 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約 16:33)。「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 不再有死

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

過去了。」（啟示錄 21:4）親人的生離死別會有巨

大哀慟，但在哀傷中仍有盼望， 這是我們作為基

督徒的確信。 

3. 過程中得建造：「祂對我說: 『我的恩典夠你用

的，因為 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 (林後 12:9)。 透過參與苦難的過程，我們的信

心、盼望都得到建造。 

 

最後分享一則故事，一位在紐約的計程車司機接

到一通老太太的叫車電話，老太太對計程車司機

說：他的生命來日不多了， 已經把房子處理掉，

準備搬到安寧療養院去住，結果司機就開著車在

紐約市中穿梭兩個小時，帶這位老太太去看他曾

經做過櫃檯的飯店， 和丈夫早年去住過的房子，

以及年輕時曾經去過的舞廳…這樣的旅程直到老

太太疲累之後，才開往安寧療養院。最後司機婉拒

了車錢，並給老太太一個深情的擁抱。 老太太紅著眼

眶說感謝你讓一個人生快要走到盡頭的人感到十分幸

福！這位暖心計程車司機，給予了老太太生命中

最後的陪伴與支持，而司機自己也領悟到了一個

重要的人生功課：「真正的快樂不在於財富，或

是別人的讚賞，而是做了有意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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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毗斯迦山頂的瑣腓田，就是摩押人的瞭望台，站著巴勒和巴蘭。面對著遼闊青綠色的草原，他們

可以看到以色列北邊的陣營。 

   「就這地方，」西撥的兒子巴勒喜形於色地說，「大法師，你只要咒詛四分之一的以色列人，那就

削弱了他們的實力，我的王位也就保住了。」 

   巴蘭面無表情，仔細觀察地形和以色列陣營的狀況；他憂心忡忡地想如何才能得到巴勒王的獎賞。

以目前的情況，也許有希望，但他想到耶和華的指示，就惶恐不安。他意識到他是無法抗拒以色列神

的旨意。他盤算如何才會有兩全齊美的結果；他雙唇緊閉、兩眼發直、心煩意亂、一聲不吭、一動不

動地站在那裡。 

   太陽高照，應該是正午時分了，想到那榮華富貴，巴蘭的心境漸漸平靜下來。他覺得有一個辦法還

合情合理，也切實可行。他要求巴勒築了七座壇，然後巴勒和他在每座壇上獻一隻公牛、一隻公羊。

「你站在這燔祭旁邊，」巴蘭對巴勒說，「我要到那邊施法，和見耶和華。」巴勒目視著巴蘭往遠處

走去。 

   巴蘭從容不迫、井然有序、慢條斯理地跺著方步施法。他手中拿著點著火、燒著香草的香爐，前後

左右上下擺動；香爐的煙形成一個拱門，他穿過去，他穿過來。他閉著雙眼、搖頭晃腦、半睡半醒、

念著咒語。 

   這時，巴勒聽到一聲驚呼。整個瞭望台變得悄然無聲、一片沉寂，所有的人都停在那裡凝視著巴蘭，

看到巴蘭驚慌失措、靜悄悄地木然呆立。 

   「你回到巴勒那裡，」耶和華說，「你要如此如此說。」 

   巴蘭驚愕失色，身心疲憊，渾身乏力，身體顫顫巍巍地前後晃動。他不明白，他想不通，他受聘成

為摩押王的代言人，他卻成為耶和華的代言人。這時得不得到獎賞還是其次了，當務之急是要保全他

的顏面和他的名聲。如果他咒詛誰，誰就得祝福；那麼顏面、名聲、和獎賞都會風吹雲散，化為烏有

了。 

   巴蘭拖著沉重的步子，低著頭無精打彩地邁著緩慢的脚步往回走。「耶和華說了什麼話呢？」巴勒

急迫地迎上去問。 

過河卒子 任世光 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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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蘭沒有理會巴勒，步履蹣跚地走到瞭望台的邊

緣。他唉聲嘆氣，長噓短嘆，注視著遠方籠罩以色列

人陣營的雲彩，遙望著站在高處的耶和華，回頭看著

面帶疑惑的巴勒。他回想耶和華說的話；他回憶耶

和華的使者說的話；他思索他來摩押的真正目的。

他皺著眉、繃著臉、費盡心思，絞盡腦汁推敲如何才

能衣錦返鄉，榮歸故里。他徬徨無主，不知如何是

好；到了這步田地，也無法顧及後果了，只有硬著頭

皮豁出去了。於是他鼓足勇氣，舉起雙臂，面向以色

列陣營說。 

 「巴勒，你站起來，站好聽，用你的心注意聽， 

 西撥的兒子，用你的耳朵、仔細聽我要說的話。 

 神不是人，祂不會說謊，祂不會騙人， 

 神不是人，祂說的做的，祂不會後悔， 

 神說的話，難道祂會不照著做到嗎？ 

 神應許的，難道祂會不成就應驗嗎？ 

 神要我代言祝福，現在祂已經賜福了， 

 我沒有任何有能力可以改變祂的祝福。 

 神認為雅各他們是沒有罪孽，他們是無可挑剔的， 

 神認為以色列他們沒有奸惡，他們是良善公義的， 

 他們的神耶和華與他們同在， 

 他們向他們的王讚美和歡呼。 

 神領他們出埃及，他們有野牛的威力， 

  斷然沒有任何法術可以束縛加害雅各， 

  斷然沒有任何占卜咒語能阻擋以色列。 

 人們這樣議論雅各，也是這樣地議論以色列， 

 看啊！神為了他們做了一件多麼偉大的事情！ 

 看啊！以色列起來，像母獅子行獵，他們要吞噬

仇敵， 

 看啊！以色列挺身，像睡醒的獅子，要狩獵，要   

飽足。」 

  「成了，」巴蘭放下雙臂，有氣無力地說。 

    巴勒站在那裡、全心全意地聽完巴蘭說的沒有半

句咒詛的話，而是完完全全祝福的話。他瞪著眼、

張著嘴、喘著氣，搖著頭，握著拳，邁著大步衝到

巴蘭面前。 

   「你拿了錢卻不辦事，」巴勒對著巴蘭吼叫，「你

不咒詛以色列人，也就算了；你為什麼還要祝福他

們。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麼嗎？」 

   「我一到這裡不就是告訴過你，」巴蘭高分貝地回

應，「凡是耶和華所說的，我都要說清楚講明白；耶

和華所指示的，我都必須遵行。」 

   這時黃昏以近，天色漸漸地暗了，巴蘭盯著巴勒

說，「我累了。」 

   「也罷，我們回城休息一晚，」巴勒迫不得已地

說，「明天，再找個咒詛的地方；在那裡，我相信

你有能力咒詛他們。」 

    巴勒領著一行人乘興而來，敗興而歸。巴蘭騎

著他的驢垂頭喪氣，黯然無神地跟在最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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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莎

神一路帶領見證 

黃莎拉 姊妹 
十架之路 四十 天 

回應        專欄 

回應第二十八天: 馬太福音 26 章 31-35 節 

Tracy Zhong 姊妹 

「似乎憂愁，却是常常快樂的；似乎貧窮，却是叫 

許多人富足的；似乎一無所有，却是樣樣都有

的。」(林後 6:10）人生中的每一次苦難，都是化裝

的祝福；每一次的跨越，都使我們與神的關系更

親密。主啊，謝謝祢！有祢真好！阿們！ 

 

回應第二十九天: 馬太福音 26 章 36-46 節  

趙國英 姊妹 

感謝讚美主耶穌基督，祂不是一位坐在高天之上

不懂、不知道、不憐憫我的神。「因我們的大祭司

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

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希 4:15)。祂知

道我的軟弱、認識我的全人，祂也用回頭看彼得那

樣充滿憐憫、包容、了解的眼光看我，為我代求，

領我悔改、回轉跟隨祂。 

 

Phoebe Wu 姊妹 

感謝主親自表現出人性的軟弱，就像面鏡子照著

我們，信徒的心靈固然願意愛主，但肉體卻是軟弱

的。這深深提醒我們不能只有主日崇拜才清醒地

對神信心爆棚，而主日崇拜以外的日子卻信心低

落，靈裡過於放鬆處於沈睡狀態。主耶穌在客西馬

尼園裏的禱告教導我們如何與天父交通，我們要

效法主耶穌，坦然無懼的來到天父面前，真誠的把

自己內心的一切軟弱與害怕毫無保留地交託出

去。我們禱告並不是要指示神為我們做什麼，而是

向天父承認自己的不足，支取力量面對眼前的考

驗;  禱告使我們與神零距離;  禱告使我們得到順

服的力量;  禱告使我們信心倍增。求天父幫助也賜

給我們一個順服天父旨意的靈，自然的倚靠祂賜

的能力就能勝過所有的磨難與試探，願我們跟天

父的關係就像主耶穌基督與父神的關係一樣親近

而緊密。 

 

Tracy Zhong 姊妹 

耶穌「禱告説：『我的父啊！可能的話，求你使這

杯離開我；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旨

意。』」(太 26:39）主啊，求祢光照我，明白祢的

旨意，除去自己的老我和驕傲，來完全順服祢。阿

們 ! 

 

回應第三十天: 馬太福音 26 章 47-56 節  

楊榮國 弟兄 

主耶穌坦然自若的接受逮捕，他不逃避、不反抗，

也不出惡言，表現出面對苦難堅強的信心; 祂的被

捕乃是出於自願，不需要任何方法來解救自己，為

了要成就父神的旨意; 相對的祂的眾門徒，曾經誓

死忠心要與主同死，不否認主的話（馬 26:35）言

猶在耳，卻在當試驗來臨時退縮、臨陣脫逃，把人

軟弱的一面表露無遺，完全失去屬靈的美德。 主

啊！人如處在肉體的軟弱是何等可悲歎息的光

景，聖經告訴我們，在我們靈命的道路上，需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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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架之路四十天完整視頻歡迎上網觀看 

網址: https//ch.nlcac.or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xTewqjp3kY&t=370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sJC_I5y2Ck&t=1599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mVkh3L7z_Q&t=159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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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莎

神一路帶領見證 

黃莎拉 姊妹 

受各式各樣的試驗，從試驗中的忍耐帶來靈性的

成全 、屬靈生命的成長，成就神在我們身上的旨

意。我們更需要被神的聖靈充滿， 讓內住的靈在

我們裏面作工， 倒空自己、背負十字架來對付我

們的肉體和一切消極的事務，願主的聖靈讓復活

的基督成為我們生命的中心。阿們！ 

 

Tracy Zhong 姊妹 

主啊，謝謝你讓我們看到祢面對苦難時的信心，求

祢幫助我學習祢的樣式， 明白祢的心意; 只有在

苦難中得勝才能幫助别人，才能成就神的旨意！

阿們！ 

 

趙立普 姊味 

主耶穌基督是人子又是神子， 道成了肉身，是他

在前面客西馬尼三次禱告，從神獲得力量才勇敢

面對被出賣、 背叛赴死，可見禱告是多麼多麼的

重要，和神建立緊密的建結是基督徒生命的來源。 

求神憐憫我，天天時時刻刻與神連結禱告， 尋求

賜生命的力量和智慧，感謝讚美主！ 

 

Phoebe Wu 姊妹 

猶大決定出賣主後， 有兩次不認耶穌是主，稱呼

耶穌為拉比。在最後的晚餐時彼得帶頭說：就算

會死也不會不認主耶穌，其他門徒也都紛紛這樣

說。然而，當眾人面臨士兵包圍時；當下，門徒們

都離開祂逃走了！求主幫助我們在遇到任何環

境、 狀況、困難都不以福音為恥，賜我們靈裡安

靜，不用血氣服事， 用溫柔的態度表現出基督信

仰的愛，不脫去耶穌基督賜給我們的屬靈裝備; 有

勇氣緊緊倚靠跟隨; 奉主耶穌基督的寶貴聖名祈

求,  阿們 ! 

 

回應第三十一天: 馬太福音 26 章 57-68 節 

趙立普 姊妹 

感謝神，主耶穌基督知道，面對這些罪人的誣告，

他没必要去争辯，但當問他“你是 神的兒子基督

不是？”耶稣對他説： “你説的是...” 他是神子，

是屬天的。跟這些罪人講屬天的計劃，他們不明

白、不理解、不接納，我們的主就是來完成天父的

救贖計劃任務， 他心甘情願為我們捨命，成為替

罪的羔羊， 阿們，神的愛用他的兒子向世人顯明

出來， 願意接受並跟隨的我們是何等的有福、有

盼望、得智慧和力量……無限的感恩在心頭， 感

謝我的阿爸父神，  願今生永遠跟隨， 儘管我不

配… 

 

Phoebe Wu 姊妹 

耶穌在被人以假見證誣告的時候不言語；不為自

己爭辯， 唯獨當下被問到與父神的關係時「神的

兒子不是」， 祂不但答話了；還說明將來的事！

主耶穌與父神的關係絕不會因任何災難、痛苦而

改變，神對我們的心也一樣，祂永不放棄拯救我

們，即便有時候我們只是「遠遠的跟著耶穌」，主

耶穌渴望我們能至始至終緊緊的跟隨祂，不要害

怕， 因祂已為我們承擔了一切。求神幫助我們在

面對逆境冤屈時不要急於辯駁， 學習等候神、聽

祂的聲音、 順服祂的旨意行事。在面臨真理被挑

釁的時候就要剛強壯膽的回應，不要退讓妥協。 

感謝主賜我們力量堅固內心的軟弱，奉主耶穌基

督得勝的名禱告 阿們 ! 

 

Tracy Zhong 姊妹  

「耶和華喜悦燔祭和平安祭，豈像喜悦人聽從耶

和華的話呢？聽從勝過獻祭，聽命勝過公羊的脂

油。」（撒上 15:22）主啊，我願意以順服來追求

祢，求祢幫助我活出祢的樣式， 順服神和神所設

立的人。阿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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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QElA1EwiXw&t=922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