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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星期很快的就過去了，照著他們的約

定，星期六下午三點，小于和柏老又在小小咖啡

屋見面了。 

     「今天還有聚會嗎？」小于問。 

     「今天沒有，」柏老回答，「我們一個月一

次在這裡聚會；上星期你參加後，有什麼感想

呢？」 

     「我看來參加的人好像是認識很久的熟朋

友。」 

     「是的，很多每個月都來參加，而且他們也

常常邀請新朋友來參加聚會。」 

     「參加這聚會需要有什麼資格嗎？」 

     「不需要，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他們邀請他

們認識的朋友來參加。」 

     「什麼是基督徒？」小于很感興趣地問。 

     「好問題，」柏老説，「基督徒以基督教為

他們的宗教信仰。他們相信耶穌基督，所以他們

是屬於基督的人。」 

     「好像信佛教的，就是佛教徒。」 

     「不太一樣，」柏老解釋，「在第一世紀，

早期教會的信徒沒有特別的稱呼；他們稱彼此為

弟兄、門徒、追隨耶穌的人。因為這些人不斷談

論基督，所以人們開始稱他們為基督徒。」 

     「基督徒的稱呼是在耶穌死後才有的，」小

于希奇的説，「所以馬可福音中並沒有發現基督

徒的稱呼。」 

     「不錯，」柏老同意地回應，「你認為在馬

可福音中追隨耶穌的有哪些人呢？」 

     「一般群眾，法利賽人，文士，和猶太教的

領袖。」 

     「還有沒有？」 

     「耶穌收的門徒？」小于懷疑地問。 

     「不錯，」柏老回答說，「他們才是真正追

隨耶穌的人。」 

     「耶穌的門徒有十二位，」小于說，「其中

還有一位出賣耶穌的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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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十二位門徒真正的形影不離地跟著耶穌

學習。」 

     「他們跟耶穌學什麼呢？」 

     「學耶穌所傳的福音，麻煩你讀馬可福音第一

章 14 到 15 節。」 

     「『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利，宣傳神

的福音，說：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

改，信福音！』」 

     「耶穌在世上傳福音大約有三年的時間，他教

導他的門徒認清人與神不和睦的關係，因為人都

有罪；所以他傳的福音， 也就是好消息，如何與神

合好。」 

     「您說過，以人的眼光，只要不偷，不搶，不

殺人，不放火就沒有罪；但是，從神角度看，人都

有罪性，如嫉妒，所以神與人不合。」 

     「說的好，耶穌來到這世上就是要世人都有機

會與神合好。」 

     「就是耶穌說『你們要悔改，』」小于接著問，

「什麼是悔改？」 

     「簡單地說就是『回頭是岸』，從人生的道路

上， 轉向於與神合好的路上， 也就是走上永生的

道路上。」 

     「如何悔改呢？」 

     「首先承認自己是有罪的人，這不是自己對自

己所作所為感到懊悔或自憐，而是對自己所作所

為對別人所造成的傷害感到悔恨。認清自己所作

所為造成與神不合的後果是悔改的開始。」 

     「然後呢？」 

     「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探討，」柏老繼續解釋

說，「從思想，從言語，和從行為改變；換句話說，

就是從自己的心思意念和言行舉止開始改變，也

就是從內心的改變， 發展到外在行為的改變。 譬

如說， 你到便利店買東西， 店員在算帳的時候算

錯了，少算了或多找錢了；那你會如何做呢？」 

     「如果只是幾塊錢，那就算我賺了；如果差了

太多了，我可能會還給他。」 

     「無論多少你都會還給他。因為他可能會因為

這要賠給店裡。」 

     「因此這才是真正的悔改，」小于說，「因為

不想讓他人受傷害。」 

     「說的不錯。」柏老微笑地說，「其實當人開

始悔改時， 他不再是從人的角度看事情了， 他會

用神的眼光理解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和怎

麼做才能得到神的歡欣，就好像子女如何做才能

得到父母的歡欣。」 

     「要真正地悔改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小于驚嘆地說。 

     「不錯，」柏老回應說，「一個人要完完全全

地靠自己的力量想要得到與神合好那真是一件不

容易的。」 

     「那人想要與神合好就沒有希望了」 

     「希望是有的，也很簡單，」柏老笑著回答，       

「只要相信耶穌基督，成為基督徒就有希望了。」 

     「只要信耶穌就有希望？」小于懷疑地問，「就

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這就是耶穌來到這世上的目

的與任務，請你讀第二章第 17 節。」 

     「『耶穌聽見，就對他們說：康健的人用不著

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

是召罪人。』」小于念完後問，「誰是義人？誰是

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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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人的想法，只要不作奸犯科就是義人，但

是從神的眼光看，世人沒有一個義人， 每個人都是

罪人。麻煩你讀第十六章第 15 節和 16 節。」 

     「『他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

給萬民聽。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

罪。』」 

     「這是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復活後，

在他升天之前對他的門徒說的；指示他們要把他

們這三年跟隨他所學的傳揚到各地，也就是耶穌

救贖的好消息傳給世人， 讓願意相信的人得救，可

以與神合好，在神的眼中就成為義人；然而那些

不信的仍然活在罪中。」 

     「怎麼做才算相信耶穌呢？」 

     「當然，首先人必須相信有一位真神，祂是創

造宇宙萬物的神，祂依照祂的形象造了人。其次，

人要相信耶穌基督為了人的罪死了， 埋葬了， 在

第三天復活了。最後，相信耶穌後來升天了，現在

在天上作王，掌管宇宙的所有的事務。 我們基督徒

稱他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怎麼樣才能成為基督徒呢？」小于繼續問。

「第一要真正的悔改，第二要相信耶穌基督，」柏

老解釋說，「然後，照著耶穌的教導要受洗，也就

成為基督徒了。」 

     「什麼是受洗？」 

     「在基督教會中，受洗的儀式有不同的看法和

理解，」柏老說，「我們不談這些，我們可以從受

洗的動機去理解受洗的意義。請你讀第一章第四

節。」」 

     「『照這話，約翰來了，在曠野施洗，傳悔改

的洗禮，使罪得赦。』」「受洗最初的目的讓人完

成悔改的意願，然後傳達神饒恕人的罪的意義。在

耶穌死後，然後復活之後，受洗有了更深的意義

了。」 

     「什麼意義？」 

     「像耶穌一樣，把自己的肉體釘死在十字架

上， 被埋葬了；然後在受洗之後， 復活了；在基

督裡有了新生命，也就是基督教說的重生了。」      

     「受洗後，就算是基督徒了？」 

     「還要有聖靈才能完全成為基督徒，」柏老說，

「請你讀第一章第 8 節。」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他卻要用聖靈給你

們施洗。』」 

     「約翰說的就是當耶穌來了之後，他會用聖靈

施洗。 耶穌也應許他離開這世界之後， 聖靈就會

降臨到每一位相信基督的人。所以聖靈成為基督

徒的標誌；基督徒藉著受洗重生，因此有了新生

命，和靠著聖靈讓這新的生命得到成長。」 

     「那麼，成為基督徒的步驟，」小于問「是不

是首先要認罪悔改， 其次相信 耶穌基督，然後接

受洗禮，在受洗後，就得到聖靈？」 

     「說的很對，」柏老問，「你想不想成為基督

徒？」 

     「想，」小于堅定地回答。 

     「明天是星期天，是主日，」柏老問，「你願

不願意和我一起去教會作禮拜；然後我們找牧師

談談你想成為基督徒的意願？」 

     「好，」小于興奮地回應，「我願意。」 

     「我們明天早上九點在這見面。」 

     「一言為定。」小于說後，就興高采烈地離開

小小咖啡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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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

道路上保護你."  (詩篇91:11)  

     我的二兒子達理, 高中十六歲開始學開車, 拿

到 開 車 執 照 後 ,  有 一 次 載 著 三 個 同 學 去

Chapman 山上的一個餐廳吃飯, 飯後開車太快,

下坡時刹車來不及, 開到對面圍欄邊, 有一個很大

的力量阻擋車子掉到山谷中, 當達理跟我説這事

情時, 我嚇壞了, 我要他帶我去出事現場, 我怕山

上餐廳會找我們麻煩要我們賠償,  以為我們肇事

逃逸; 當時我很驚訝, 竟然圍欄毫無損壞, 我立刻

想起是神的使者在當下用五個大手指頭從駕駛座

這邊, 從車前旁邊一直到車旁後邊擋住車子掉下

山谷去。 

     逹理的哥哥把弟弟教訓了一頓, 説車子怎麼可

以這様開, 由於這部賓士車是他父親開過的車, 他

捨不得不要, 由於抓的力道很大, 有很深的痕跡,

只好化五千美金去修車身; 想到這 , 只有感謝神

的保守, 要不然後果不堪設想; 如果天使不急時出

手相助, 人車全毁要怎麼賠阿, 日子要怎麼過阿。  

天使有幾種： 

1.加百列-傳信息. 

2.米迦勒-與魔鬼爭戰. 

3.撒拉弗-讚美神. 

4.執行天使們-執行七印七號七碗大災難，及聖經
上所記載天使的一些做為. 

天使見証 
黃撒拉 姊妹 

神的憐憫 

著名神學家湯姆.華生説:「憐憫是神良

善的果效，」 所以說憐憫也是神的屬

性，神是萬物的創造者，萬物都本於

神，人類亦是從祂而來，自然也有憐憫

的本性; 但因著人類始祖亞當的悖逆

神，罪從一人入了世界，使這個世界滿

了罪惡，虧欠神的榮耀，人心已變成如

此墮落、敗壞比萬物都詭詐，神賦與人

的屬性，仁愛、良善、憐憫、寬容、忍

耐、和平，都漸漸被離棄。神是憐憫的

神，是豐盛的、信實的、永恆的、聖潔

的、慈愛的、公義的，求神憐憫我們，

饒恕世人的過錯，拯救世人活在罪惡過

犯中，賜給我們滿了甘甜、可親又慈愛

的憐憫之心。   

第四頁 

楊榮國 弟兄 



 

 

 

第六頁 

彼得前書5:10 

那賜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裡召你們得享他永
遠的榮耀，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
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  

提摩太後書1:9 

神救了我們，以聖召召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
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這恩典是萬古之
先，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的。 

化妝的祝福           Phoebe Wu 姊妹 

    媽媽在今年五月份

開始排便時出現間歇

性的出血，直至八月

底反覆的進出醫院多

次，倚靠輸血維持體

內血液數量。醫院不

斷的重複做胃鏡、大

腸直腸鏡檢查，卻怎麼都查不出原因，給出的

答案是「沒什麼問題。」我們的反應是「那是

哪裡在出血？」我們的擔心也讓我們迫切向神

禱告，求神幫助！同時也要求醫生幫媽媽轉

院，醫生竟然說再給他一次機會為媽媽做檢

查，爸爸無奈之下答應了。醫生還是安排跟之

前一樣的檢查項目，結果還是「找不到出血原

因」，此時醫生才說：可能是小腸阻塞，但我

們醫院沒有照小腸的設備，需要轉到醫學醫院

檢查。我跟家人面對醫生的判斷及處置方式實

在不解， 也感到些憤怒，甚至讓我們懷疑這醫

生的作法是否已經延誤了媽媽的黃金治療時

機？生氣之余還去找了律師事務所諮詢。後

來，轉到長庚醫院後，長庚的醫生看了媽媽從

五月開始的所有診斷報告，決定幫媽媽照腹腔

CT攝影。這次不但找到出血原因，還發現了附

著在大腸外壁的黑點（癌細胞）。此時恰巧收

到律師簡訊問：請問，您認為這醫療疏失有造

成什麼不良影響嗎？我的心中一陣暖意，立即

覺得這句話是神藉著這律師的口在問我的！我

靜下心感謝主，並回覆：沒有影響，甚至還要

感謝他們！要不是因為之前的醫院照大腸鏡一

直檢查不到出血原因，就不會安排轉院做進一

步的腹腔CT攝影檢查，就更不會發現去年腸內

的癌細胞轉移至腸子外壁了！也因此能在還沒

有進一步壞的發展前能發現！並順利切除。哈

利路亞。 

    感謝主，媽媽的起死回生也讓她親自嚐到主

恩，爸爸在照顧媽媽的過程中一起經歷了神的

救恩，感動不已，也願意跟隨主耶穌。感謝

神，給了我們出人意外的平安！回顧這一切的

發生，也應證了我們牧師曾說的名言：「有時

候神允許的苦難，是化妝的祝福。」 

     「耶和華啊，求你應允我，憐恤我！耶和華

啊，求你幫助我！ 你已將我的哀哭變為跳舞， 

將我的麻衣脫去，給我披上喜樂， 好叫我的靈

歌頌你，並不住聲。 耶和華－我的神啊，我要

稱謝你，直到永遠 !」(詩篇 3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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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醫治的大能          笑紅 姊妹  

    感謝讚美主，今天

是感恩主日，我要藉

著這寶貴的時間來頌

讚我們的神主耶穌，

祂赦免我的罪、醫治

我的病；我也要謝謝

任長老推動「每日靈

修讀經計劃」，讓我原本在長時間都無法完全

讀完整本聖經，如今藉着這個計劃硏讀聖經並

能夠跟上進度。在讀經當中讀到新約部份有關

主耶穌醫治的大能，許多病人如瞎眼的、瘸腿

癱瘓的、大麻瘋的…因著信心而病得醫治；至

於睚魯的女兒和伯大尼的拉撒路都能起死回

生， 從死裏復活。 

    我們的神是滿了慈愛和憐憫的神，當祂看到

這些苦難的人，祂願意來醫治他們；而且每個

病人都那麼迫切有信心祈求主耶穌的醫治；從

這些事蹟讓我深深警醒到自己也是有病的人，

罹患心臟瓣膜的缺陷，好幾年一直得不到醫

治，醫生要我接受瓣膜手術的治療，但我不願

意。在硏讀聖經當中，讓我深深了解只有信靠

神，我的病必將獲得醫治，因此我非常需要神

的祝福和恩典，因為我也是神揀選的兒女，祈

求主一定要保守我、拯救我；我也請牧師、師

母、長老和所有弟兄姊妹來為我禱告。感謝讚

美主，主垂聽了我們的禱告，在今年十月我再

回去看醫生，診斷結果，我的心臟沒有擴大，

心瓣膜也已經康復；感謝主的恩典，感謝教會

所有弟兄姊妹對我的關心和愛心。主耶穌說：

「 你 若 信 ， 就 必 看 見 神 的 榮 耀 。 」 （ 約

11:40）；感謝主榮耀的彰顯和所有弟兄姊妹。 

 兒子都行在神的光照中       陳牧師  

    我想很多家長都很在意他們小孩唸什麼學

校，我自己有二個兒子，對他們的成長過程都

很關心，也一直很躭心，我心裏的感受就是很

害怕像聖經裏的撒母耳和以利的兩個兒子，他

們都不聽從神的話；所以我一直不斷地向神祈

求禱告，希望我兩個兒

子都能夠行在神的光照

當中， 如今我看到他們

進入大學都很願意在教

會的團契裏服事，老大

在 UC San Diego，老

二在 UC Irvine，我們

的神是聽禱告的神，感謝神垂聽我的禱告，他

們都願意來服事神。很多從小在教會成長的孩

子，在唸大學的時候，因為受到同學或教授的

影響，可能就離棄他們的信仰，所以我持續不

斷向神祈求，讓我兩個兒子都能行在神的光照

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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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路帶領見證 

黃撒拉 姊妹 

 

 

他們必知道我是耶和華 楊幼莉 姊妹  

    我 今 天 要 分 享 的 見

證，其實在幾年前就預

備要分享，但因2019

年10月我們回台灣而沒

有 機 會 ， 後 來 我 們 回

美，又正巧碰上Covid

-19疫 情 也 沒 機 會 分

享，直到今年感恩見證餐會，我心裏特別有感

動，朌能實現我見證神榮耀的心願。 

    回溯幾年前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買了一部舊

車，這是一個不在我預料中，很奇妙的機會；

當時我正要去參加姊妹會舉辦的週末聚會，有

一位年輕的姊妹發了email 給我，希望與我共

乘一部車去參加聚會，她是一位在Biola大學就

讀的學生，聚會場地在洛杉磯東邊靠飛機場附

近，我猜想她可能沒車，希望能搭我的車一起

赴會，沒想到她卻開車到我家，後來決定由我

開車一同前往；藉這個機會我們在車上聊天，

並了解她當時的情況，聚會結束後， 聽人說，

她想要賣車子，剛好我們教會有一位姊妹需要

買 車 ， 我 可 以 介 紹 幫 她 賣 車 ， 這 部 車 子 是

Toyota 2002年的二手車，而要買車的姊妹覺

得車子太老舊，躭心容易出毛病，她又年輕不

太敢開，而未能成交。之後我獲悉這位學生要

賣車的原因是她將要前往中東服事，作短宣的

工作，我心裏非常感動，決定由我自己把這部

車買下來，幫助她解決困難；當時覺得我好像

作了一件善事，但事實上這件事都是神的帶

領。就在今年年終我們家最好的車子2007年

Lexus居然在家裏的車道上被偷走，我們馬上

報警，沒過多久警察立刻給我們答覆說，他們

已尋獲我們的車子，但偷了裏面的零件如電控

制系統、儀表…等等並遭破壞得一塌糊塗，雖

然整體車子還好，但已經無法開動，感謝主，

正好買了這部Toyota舊車可以依賴它代步。 

    今天其實我有許多見證可以分享，但就是這

件事讓我感受最深。就在這一陣子教會推動的

每日靈修讀經，我讀到以西結書，其中經節說

到「他們必知道我是耶和華」我對這句話特別

有感觸；我上Google查了這句話在整本書卷總

共出現73次；神說這話是要責備祂的子民以色

列人，並交待以西結說神要審判周邊的列國埃

及、推羅、西頓，要他們都認識耶和華才是唯

一的真神。因著我買了Toyota車子，又碰上車

子被偷走，Toyota成了我的代步車，這是何等

奇妙。 

   我回頭看看我經歷的這件事，相信都是神的帶

領，神恩待我，它也提醒了我「他們必知道我

是耶和華」，把榮耀歸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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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要有愛人的行為  

楊榮國 弟兄 

雅各書2:1-10   

 1我的弟兄們，你們信奉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

督，便不可按著外貌待人。 2若有一個人帶著金

戒指，穿著華美衣服，進你們的會堂去；又有一

個窮人穿著骯髒衣服也進去； 3你們就重看那穿

華美衣服的人，說：請坐在這好位上；又對那窮

人說：你站在那裡，或坐在我腳凳下邊。 4這豈

不是你們偏心待人，用惡意斷定人嗎？ 5我親愛

的弟兄們，請聽，神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

人，叫他們在信上富足，並承受他所應許給那些

愛他之人的國嗎？ 6你們反倒羞辱貧窮人。那富

足人豈不是欺壓你們，拉你們到公堂去嗎？ 7他

們不是褻瀆你們所敬奉（所敬奉：或作被稱）的

尊名嗎？ 8經上記著說：要愛人如己。你們若全

守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 9但你們若按外貌

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為犯法的。 10因為凡

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條上跌倒，他就是犯了眾

條。  

聖經上清楚告訴我們，「 神 就是 愛」（約壹

4:8），也是愛的原頭；約翰福音3:16「神愛世

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

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羅馬書5:8「唯有

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

在此向我們顯明了。」所以説愛是出於神，而且

神的愛是至大至久的愛，是永遠長存的。今天神

怎樣愛我們，我們就要怎樣去愛別人；我們應以

愛見證神的榮耀，我們心中有愛，並去愛別人，

便見證我們是神生的，有神的生命。 

 這段經節主要論到三個重點：   

1 不偏心待人 (雅2:4) 

按著外貌待人，就是一種偏心；以貌取人、差別

待遇，這是當今社會普遍的現象。在主耶穌的榮

耀裏，是沒有貧富、貴濺、階級、背景、教育文

化與性別的差異 ；加拉太書3:27-28「你們受洗

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並不分猶太人、希

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

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人的偏心是完全不符

合神的心意；按著外貌待人並不是榮耀基督之信

仰所應該行出來的表現；在教會中如有分門別

類，對弟兄姊妹施與不同待遇，就是偏心待人。

我們人在神的面前，只有信與不信的差別，凡是

基督徒都是一律平等，絕不容許我們對人有差别

的待遇。 

2 要愛人如己 (雅2:8) 

耶穌在馬太福音22:37-39説到兩條最大的誡命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

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傲，就是要愛

人如己。」愛人如己的誡命對我們基督徒而言，

就是我們要彼此相愛；約翰福音13:34-35「我

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

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

每日讀經靈修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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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

了。」我們都有神的聖靈，神是愛，我們每個

人裏面自然有神的愛，所以彼此相愛是理所當

然的。 

3要遵守全律法 (雅2:9-10) 

 雅2:9強調律法的『整體性』，只要違犯一條

律法，便是違犯了全部律法。愛人如己是一條

至尊的律法；至尊可以説是眾律之王，是耶穌

基督總結了律法和先知的一切道理所提出的兩

條誡命之一，與愛神並稱兩大誡命。同樣我們

若按外貌待人、偏心待人便是違犯了這一條要

愛人如己的律法。雅各在此強調，神把律法的

全部條文賜給了人，每一條律法都是舉足輕

重，也都反映神完美的性情; 任何違反律法的行

為，都是得罪神、違反全律法的精神。律法的

總綱是愛，是愛神和愛人。『不偏心待人，要

愛人如己』是律法關乎人這部分的總結。愛神

是要愛人的根基，愛人是愛神的延續。 

趙國英 姊妹 

阿們，「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

身體呢？ 感謝 神，靠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

脫離了。這樣看來，我以內心順服 神的律，我

肉 體 卻 順 服 罪 的 律 了 。 」 羅 馬 書  7:24-25 

保羅這句「我真是苦啊」，「因為我所做的，

我自己不明白；我所願意的，我並不做；我所

恨惡的，我倒去做。」羅馬書 7:15 真實道盡世

人和各宗教修行者的悲嘆，原來不是靠刻苦己

身的修行，不是靠著先賢的理論思想，乃是要

靠著主耶穌，順著聖靈方能成事。 

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  

趙國英  姊妹 

今天 (11/09/22)一早風大雨也大，正是可以安

靜讀經的好時光，連精力旺盛的小狗一早到了

院子，辦完事就飛奔進屋，安靜的躺在旁邊，

真是安靜的好時光。今天的以西結書讀經有一

句話吸引我「用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並

傾出來的憤怒，治理你們。」(以西結書20:33)

「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經常是用來形

容神的創造，「我用大能和伸出來的膀臂，創

造 大 地 和 地 上 的 人 民 、 牲 畜 。 」 ( 耶 利 米 書 

27:5) ；也用來形容神奇妙的帶領，「他就用大

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並大可畏的事與神蹟

奇事，領我們出了埃及，」(申命記 26:8) ；詩

篇的作者也說「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

臂， 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詩篇 136:12 ) 

這許多的形容都讓我看到神的慈愛、奇妙和大

能，但是，藉著今天的讀經，讓我思想到我們

的神更是一位聖潔、公義的神，祂「用大能的

手和伸出來的膀臂，並傾出來的憤怒，治理你

（我）們」。哇！當神用傾出來的憤怒，用祂

伸出來的手臂治理我們時，那是一件多可怕的

事！感謝神，祂所愛的，祂必管教。祂不縱

容、放縱、任憑我們， 而是不斷的用恩慈領我

們悔改。願我們這世代能在神的面前悔改，不

要為自己積蓄神「傾出來的憤怒」，祂不是耽

延，不是不知，不是沒有憤怒，「乃是寬容你

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

得後書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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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兒女守望 

禱告 
Phoebe Wu 姊妹 Phoebe Wu 姊妹 

父母信心的禱告是大有功效的。鼓勵大
家在空格處____唸出自己孩子的名字，
天天為孩子守望禱告 

  

禱告文17 

親愛的天父，祢是我們慈愛的牧者，祈求祢保護

孩子____不要自以為有智慧，使他(她)遠離惡

事、災害，若孩子迷失；求祢不要將祢的眼目向

他(她)挪去，倒要領他(她)回到祢的眷顧中。在危

險中求主守護____，給孩子信心，並賜給他(她)

健康的心思和身體，祢親自指引孩子的道路，使

____常在祢的愛中，奉主耶穌寶貴的聖名祈求禱

告 阿們 !  

   

禱告文18 

全能的父神，求祢對孩子____及他們世代，以大

能的方式啓示祢自己，以致於在他們一生的年日

中都更多的將注目、敬畏及歸榮耀於祢，更勝過

在歷史上的任何人物。求祢賜給這世代的孩子們

一顆像大衛對祢的強大信心與勇氣。因著____對

神的信心，使他(她)能打敗心中所面對的哥利

亞，即便周遭的困難如排山倒海的傾倒下來；只

要信靠祢，就能全都挪去。奉主基督耶穌得勝的

名禱告 阿們 !   

         
「主耶穌是真光」  

在那遙遠的地方 降下了一顆星 

祂是眾人都在尋找的真光 

我一生尋尋覓覓 終究尋見了衪 

我帶著禮物 我的靈與心 尋求祂 

唯願 祢在我生命中作王  

我帶著禮物 我的靈 我的心 尋求祂 

墾請主耶穌當我的中保 

我願獻上一切 尋求祂  

我帶著禮物 屬靈的馨香 尋求祂 

墾請聖靈作我的導師 

我願獻上一切 尋求祂  

在那遙遠的地方 降下了一顆星 

祂是眾人都在尋找的真光                   

祂讓生命從死蔭變為晨光 

我一生尋尋覓覓 終究尋見了衪 

喔耶穌 祢就是我尋覓已久的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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