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4 年 1 月 19 日 

主日講台信息 

「死而無憾」 

╱康來昌牧師 

 

經文：路加福音第二章 29-30節 

前言 

當看到一個美好東西時，我們會非常喜悅，事實上我們也常追求、希望看到

美好東西。比方你希望看到熊貓，或莫內的畫，或世界杯、奧運會決賽，有那麼

多人排隊要看，或像我希望看到我的孫女，也常常排隊去看。這世界上美好的東

西有時不容易看到，很辛苦的才看到一次，看到也很滿意、很高興。但你會像西

面在這裡說的，「主啊，我可以死了，我在世上的生活可以結束了」嗎？ 

西面特別講的是「釋放僕人安然去世」，就是以前好像有一個還不能安然離

世的理由一直被綑綁，現在可以釋放我去了，我不需要再活著，因為我的眼睛已

經看到你的救恩，「我已經看到這麼精彩、美好的東西，活得夠了」。 

而各位，是嗎？我看到孫女，不會覺得死而無憾的，我會覺得我還要活下去

繼續看，有一天也許可以看到曾孫女。我若看到一場好的籃球賽，也不會說我死

而無憾，我還想繼續看更精彩的籃球賽。如果這世上美好的東西吸引了我，不管

是人文界、自然界、風景、戲劇、書籍、音樂，看了聽了讓我非常舒服快樂，我

就希望繼續活下去，因為想繼續享受這些。倒是有時看不到什麼好的，或看到太

多殘酷的，那就死了算了。 

信靠主方能死而無憾 

當基督徒或西面說「我可以安然的去世」，這表達的是什麼？我感覺我們基

督徒對生死的事，仍然需要有更大的信心，好叫我們活得更積極，死得更平安。

我們不要像沒有指望、沒有信心、不認認識上帝大能、也不認識上帝慈愛的人，

不要像這世上的人因為太多的咒詛、挫折、徬徨，太多每個人不能避免的衰老和

家庭、工作、社會上的辛勞，就活得很累，死得很不安。我們希望我們能活得很

積極、平安，死得也很積極、平安。基督徒不是貪生怕死，而是「或生或死，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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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基督在我們身上照常顯大」。 

我可以瞭解「生，把耶穌顯大」，但到現在還不能很瞭解什麼叫做「死，把

耶穌顯大」。假如我行了神蹟奇事、做了很多好事、有了不起的愛人行為、靠著

神的恩典能叫很多人信耶穌、能建立教會，我的生活叫基督顯大，這我可以瞭解，

但我的死怎麼叫基督顯大？死亡是一件可憐、悲慘的事，希望每個基督徒能在活

著的時候就在凡事上因為對主有信心、因為認識主、認識主的恩典、帶領，能不

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保羅對帖撒羅尼迦教會講，我們不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他

甚至說「那些在我們以前死的人是更早得到福氣」，但這，你必須在活著的時候

有這樣的認識，你不能說等死後再去認識。死了以後當然你會認識，但你要活得

很好、不怕死亡，就在要活著時常常經歷這位神是活人和死人的主。羅馬書 14：

9，「基督死了又活了，為要作死人並活人的主。」 

我們再次求主幫助，每一個年齡層的人，包括嬰兒室的嬰孩，包括安寧病房，

包括我們在頭腦清醒和不清楚的時候，讓我們學習著在每個時候，或生或死我們

都知道主的救恩、權柄是美好的，是對男女老少、古今中外、活人死人都是好消

息，但重點你要在活著時聽而且信，使你身上常經驗、認識、體會到「基督是活

人又是死人的主」，以致於大水氾濫時能不驚慌，在接近死亡時不會因為所有人

死的經驗叫我們害怕。 

什麼叫做「所有人死的經驗叫我們害怕」？所有人，當死亡時都慢慢冷了、

臭了、爛了，沒有感覺，不會再有思想，也看不到他有任何反應。死亡的悲哀和

可怕是真實的，我們基督徒也都知道，所以當你看到、經驗到這麼多人或車禍、

災難或所謂自然死亡，會覺得人死就好像如燈滅，什麼東西都沒有了。但這是我

們人的經驗，而神的話告訴我們，基督是活人死人的主，在祂那裡人都是活的，

我們信靠祂，才能在逐漸面對死亡時不害怕。 

當然，有害怕、傷感、遺憾也不一定是壞事，耶穌基督叫拉撒路復活前大概

半小時，祂馬上就要行個神蹟叫死人復活，耶穌卻仍然為拉撒路哭了。基督徒是

有感情的，我們知道死後見主好得無比，因為活著時經歷過神話語真實的應驗，

所以我們有盼望，但我們還是會有遺憾、傷痛、難過。而這種傷痛、難過、遺憾

總因為有信心、總因為認識主，總因為在生活中不斷認識主，我們就跟這位老西

面一樣死而無憾。 

路 2：25-27，「在耶路撒冷有一個人，名叫西面；這人又公義又虔誠，素常

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又有聖靈在他身上。他得了聖靈的啟示，知道自己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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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以前，必看見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聖靈的感動，進入聖殿」。 

這一幕，我今天剛好也有類似的經驗，剛才在第一堂結束後到三樓嬰兒室去

看我孫女。當然不能說我受了聖靈的感動說今天會看到基督，這是異端、邪說，

不過西面是受了聖靈的感動說今天你會看到的嬰孩就是救主。我當然也沒有說

「如今可以釋放我安然去世」，因為看到這麼好的孫女，我還想繼續看她長大。 

我要說的是，你看到一個可愛的嬰孩，不應該說出西面那樣的話的，我們不

太會像西面那樣說：「我可以死了，我的眼睛看到你的救恩」。我孫女再可愛，我

也不會說這是你的救恩。你可以說那可能是我們的一些安慰、鼓勵、盼望、喜悅，

這可以講，但耶穌這嬰孩有什麼特別，讓西面有這樣大的安慰；讓東方博士從那

麼遠地方來：「我們在東方看見祂的星，特地來拜祂」？弟兄姊妹，求聖靈光照

你，讓你看到你所信的耶穌是何等的美好，給人何等真實今生和永遠的盼望，好

叫我們有安慰、有鼓勵。 

惟神是真實的安慰者 

這裡有個很特別的字眼，他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安慰以色列的。我們

在聖誕節時一定常常看到這個字，不僅是韓德爾的彌賽亞裡有講到安慰者，當人

被趕出伊甸園離開上帝，我們就需要拯救，需要牧者、主宰，需要一個安慰者。

什麼是安慰者？ 

聖經裡有個很好的安慰者就是約瑟。想到約瑟，你會想到他是很好的管理

者，他會管理糧食。想到約瑟，會想到他是很好的原諒者，他會饒恕他的兄弟。

想到約瑟，會想到他是忍耐者，他會在很艱難的環境中忍耐，等候上帝。約瑟不

僅是拯救者、忍耐者、原諒者，他也是個安慰者。我們想到安慰者，一定要想到

是聖靈，因為聖靈是安慰者，聖靈對每個基督徒都做安慰、鼓勵的工作。 

約瑟安慰他的兄弟，創世記 50：21，約瑟的哥哥們在父親死後，怕約瑟照

著他們對約瑟的惡「足足的報復他們」，就來向約瑟求情，聖經上說，「於是約瑟

用親愛的話安慰他們」。他有權有勢，有極大的愛，能讓兄弟們知道他不再記仇。 

我講到這地方都要一再提醒，如果我們講道只講到這些：「把約瑟當作一個

很好的道德榜樣，他是個很好的原諒的人，不念舊惡、饒恕他的兄弟」，那就非

常遺憾，這不過是強人所難。各位，請你記得這一點：約瑟能安慰、原諒、愛人，

你能安慰、原諒、愛人，是因為你被愛了。如果我們不是時時刻刻、越來越豐富

被聖靈感動，讓我們知道我們們是何等的人，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我們就不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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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諒、愛、安慰人，這世界只讓我們覺得非常殘酷、無奈。我們求神幫助。約瑟

是一個能安慰人的人，因為上帝跟他同在，因為上帝常常安慰他、給他盼望、給

他敬畏祂的心而有智慧。約瑟是很好的安慰者，因為他蒙了上帝的安慰、拯救，

他就能安慰、拯救，就有智慧。 

跟約瑟相反的就是約伯的三個朋友。所有的朋友裡大概最不好聽的就是約伯

的三個朋友，但這三個朋友人是很好。約伯記 2：11，「約伯的三個朋友─提幔

人以利法、書亞人比勒達、拿瑪人瑣法─聽說有這一切的災禍臨到他身上，各人

就從本處約會同來，為他悲傷，安慰他。他們遠遠地舉目觀看，認不出他來，就

放聲大哭。各人撕裂外袍，把塵土向天揚起來，落在自己的頭上。他們就同他七

天七夜坐在地上」。各位，這是朋友，從千里來安慰一個失去一切東西、很可憐

的人，七天七夜不說一句話。這場景實在太動人，他們是好朋友，是敬畏上帝、

有聰明智慧的人（最起碼提幔人以利法是，提幔這地方是以智慧出名的）。他們

去安慰，但他們的安慰沒有讓約伯得到安慰，反讓約伯有更多的憤怒，整個安慰

變成一場吵架。 

各位，你不覺得我們常常也是如此？你不覺得我們常在安慰人時詞窮、無話

可講、不知道講甚麼話？你能給人任何什麼東西的安慰？我在任何時候都一定要

說：一切的答案都只有在基督那裡。不是我們基督徒能夠安慰人，不是我們基督

徒能給人盼望，不是我們基督徒有智慧、有愛，我不在罵非基督徒，只是在指出

一件事：人離開了上帝，一切的美善至終都沒有。我們能怎麼安慰人？ 

當約伯的三個朋友，有道德、有情誼，但他們對上帝的認識還是很不夠時，

他們能怎麼安慰？他們只能說：「約伯，你一定做錯事了，所以你要悔改」。各位，

我們今天的安慰大概就是：「約伯，上帝一定做錯事了，所以等祂悔改吧」」。反

正我們講到後來都講不出來我們可以倚靠上帝、等候上帝、上帝是真實的。我們

查過約伯記，提到約伯是有他的困難，但約伯所有的優點就是在這一切困難中他

還是信主。我希望我們學會的也是這一點，在富裕時、貧窮時、任何一個時候我

們學習能夠被上帝安慰，能被上帝的話感動。 

一個安慰者，像約瑟那樣，如果一個人要能安慰，他要能糾正過去的錯誤。

約瑟靠著上帝的恩典，他能糾正過去的錯誤，他能把兄弟、波提乏、酒政對他的

那些錯誤都糾正過來，他沒有存著惡意去報復。不僅是能糾正過去的錯誤，一個

安慰者能改變現在的狀況。當埃及非常多產物時，他知道怎麼用這些來防範七年

以後的飢荒。一個安慰者，不僅能糾正過去的錯誤，改善現在的狀況，他能給未

來真實、美好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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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都是我們在基督以外沒有辦法提供的東西，過去的事我們沒有辦法糾正，

現在的事我們也很難改善，將來的盼望更是隨著人的衰老我們很難給人盼望。但

各位，不要害怕，讓我們能夠面對現實，不論我們的婚姻、家庭、身體、社會、

國家、自己是一團糟。在聖經裡看到神給我們安慰時，我們就看到那美好的真實。

詩篇 69：20，「辱罵傷破了我的心，我又滿了憂愁。我指望有人體恤，卻沒有一

個；我指望有人安慰，卻找不著一個。」我們指望有人安慰，但找不著；我們希

望去安慰別人，我們也沒有話講。是有這樣的狀況，但我們感謝主，耶和華是所

有罪人的安慰。 

在聖經裡講到神是以色列的安慰，但不只是以色列，因為以色列所表明出來

的只是這一個國家、這一個民族、這一群人，好像世人一樣，蒙了上帝的恩典，

卻把這恩典棄之如草芥，以致他們後來受到極大悲慘的狀況。以色列人一直得罪

上帝，以色列人好像上帝的妻子，但背道、不忠實、拜偶像，最後被上帝趕逐，

他們亡國、被擄、很傷痛，希望在這世界還能找到安慰，但看到現在國已亡、人

已老、時間已經過去，還有什麼安慰嗎？其實先知書裡不少這種信息，神安慰我

們。而且他描述的神對以色列這已經被丟棄、受傷的、犯罪的、沒有指望的人，

有很好的一個安慰的描述。 

我提過幾次，在聖經中很少這種描述，聖經中講到耶和華時，我們馬上想到

的是我們在天上的父，那位威嚴、智慧、有能力的上帝、主宰、大君王，祂在管

理萬有、審判、統治，祂也有溫柔，像牧者一樣，但我們通常想到祂就是一個威

嚴的父親，像 Sistine Chapel 壁畫上那位創造世界的老人。而在以賽亞書講上帝

的安慰裡有一個聖經裡很少這樣的描述，把耶和華描述成一個母親，而且是個餵

奶的母親。我非常能理解以賽亞書 66：11 的描述，他說：「耶和華使你們（就

是因為拒絕了上帝而被上帝棄絕的以色列）在他安慰的懷中吃奶得飽」，這裡把

耶和華描述成一個正在餵奶的母親，讓孩子得到安慰。 

一個孩子在吃奶之前有兩種非常需要被安慰的地方，一個當然是他的胃，餓

了。另一個是這餓讓他產生的不安全、恐懼感。我不知道這時間有多長，通常我

們餓一、兩頓飯還不至於會產生恐慌症，但若失業一、兩個月，恐怕就會有恐慌

症了。我的意思是當缺少溫飽時，會在我們的肚子、肉體上產生空和恐懼，也會

在我們心靈上有空和恐懼。我還記得我的孩子小時候一醒來就會哭，一起來就需

要找安慰，因為肚子是空的。空了幾秒鐘也許心靈也空了：「媽媽、奶嘴到哪裡

去了」？康師母就坐在一張搖椅上，抱著孩子餵奶。孩子在母親懷中，這裡講，

「安慰的懷中」，你的懷抱是安慰人的懷抱，在那裡吃奶得飽，身體上得到飽足，

心靈上得到安全感。各位姊妹，單是這幅圖畫就已經值回票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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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用母親的方式來講以色列這被丟棄、對上帝不忠、受傷、絕望的女人被

抱、被餵養、被懷搋。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候這個，他們以為以賽亞書的話是應驗

了。有部分是應驗了，但以色列顯然還在很多艱難中間。所以以色列那國家恐怕

從一個角度來講，今天還在等候他們的安慰者、保護者、鼓勵者、安全保障者，

因為政治上、經濟上以色列的敵人好像是越來越多。當然我們不在提政治上的

事，只是能瞭解以色列這國家需要一個安慰者。 

把這擴大來講，哪一個不需要？那人肉炸彈出名的巴勒斯坦難民，不需要一

個安慰者嗎？回教徒不需要安慰者嗎？我們台灣那麼多人拜媽祖，因為月黑風

高，大浪很可怕，他們需要真實的安慰者和保護者，他們以為是媽祖，卻不知道

只有一位，是我們的主耶穌。 

古今中外，豈止是以色列，哪一個地方的人不需要安慰者？我們感謝主，當

西面被聖靈感動看到耶穌這個嬰孩時，他說：「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這

不是肉眼看到而已，肉眼的確看到了，肉眼看到的後面有上帝感動，神的救恩，

這救恩是以色列的光，「就是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如果上帝只是一個人、一

個種族、一個時代的上帝，只是一種類（譬如人類）的上帝，上帝就不是上帝了。

上帝是整個宇宙的創造、管理、拯救、審判者，祂是獨一的，全能的，祂所預備

的安慰是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耶穌說，「我是世界的光」，不是只是以色列的光，

是世界的光。「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不是只關乎以色列人，是關乎萬民的」；

凡有血氣的，都要看見神的救恩。我們每次看到選舉結果、考試放榜的結果都一

定是幾家歡樂幾家愁，只有耶穌是讓萬民、凡有血氣的都有盼望。福音本是神的

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因為神不偏待人。神賜下

的嬰孩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是以色列民的榮耀。能夠死而無憾，因為他知道這位

主是給死人活人都有盼望的神。 

信心使人看見那不能看見的 

死而無憾並不是不要積極的活下去，但死而無憾的確是因為聖靈使西面在一

個平凡的嬰孩上面看到主所立的基督。你可能會說：「康牧師，我們今天也沒有

看到這嬰孩，我們比西面的時候還更糟糕一點，看不到這嬰孩，我們怎麼能夠死

而無憾」？各位，你今天看不到，但你今天聽得到這信息，你聽到就信比看到就

信的更有福氣，從舊約就有這樣的情形。我們求主讓每個人有這樣聽到就信的福

氣。 

希伯來書 11：27，「他（摩西）因著信，就離開埃及，不怕王怒；因為他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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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忍耐，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中文有加一個字：「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

主」，當然是主，不過也不只是主。我們求主讓每一個弟兄姊妹、每一個祂的兒

女，在每一個時候因著聖靈，因著神在我們心中所做的，使我們能夠看見；不僅

我們的眼睛看見，而且我們心中的眼睛也被打開，能看見別人看不見的；我們能

看見那被亞蘭軍隊圍困的少年人，他從他自然的眼睛能看見的就是亞蘭軍隊包圍

了這地方。他看得沒有錯，以利沙為他禱告：「耶和華啊，求你開這少年人的眼

目，使他能看見。」他能看見沒有信心人看不見的滿山的火車火馬。我們求主讓

我們能看見上帝現在在掌權，上帝在你家裡、在教會裡掌權，慈愛全能的上帝祂

在掌管。我們看不透、看不清、不明白祂為什麼如此這般的安排，但因著耶穌基

督，我就看到祂的確比萬有都大。 

摩西看到什麼？他在信心裡看到了什麼？他看到他所信的主比法老更可

怕。我們不是不要看到上帝的可怕（雖然我們看不到），憑著信心，我們要看到

祂是可怕的。耶穌說，「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

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他。」我們不怕這世界上黑暗的勢力，因為知道

上帝的憤怒比什麼都更可怕。這害怕叫我們產生因敬畏耶和華而有的智慧，知道

怎麼數算自己的日子。 

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各位姊妹，那叫你皺紋消失但不能

叫你靈魂平安的，不要買它。各位弟兄姊妹，那使我們身體快樂，不能使我們靈

魂有永遠平安的，不要信他。要信那使我們身體和靈魂都有永遠平安喜樂的上帝。 

摩西看到主應許的美好，勝過埃及的美好，主的應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

你要在那嬰孩的身上看到，你要在上帝無所不在的每件事上看到祂的美好，你看

到，你活著就不恐懼，就不害怕，就有希望。你活著還是有生老病死，還是跟世

人一樣逐漸衰老，周圍的朋友親人逐漸離去，自己逐漸衰殘，我們都知道，我們

沒有說我們基督徒能避免這些，但我們內心一天新似一天，求主的聖靈充滿我

們，給我們看到那不能看見主的美好。 

看見上帝的更渴慕祂 

我們看見祂的美好，就像摩西一樣的對祂說，「摩西說：求你顯出你的榮耀

給我看。」（出三十三 18），我要看到你的榮耀，我要看到你的美好，這就是渴

慕神。只有認識上帝的人，只有得到上帝的人，只有因著信心看到上帝榮美的人，

他會更想看到上帝。 

我常覺得失望、遺憾，因為知道很多忠心愛主的神的僕人在服事主時常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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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疲倦，我們希望忠心愛主的人知道休息，也希望他能更多對跟主的同在同行不

是疲倦而是喜悅；不僅是喜悅，而是渴慕：「上帝是可愛的、美好的，我渴慕祂

安慰的話」。 

各位請注意，我們主耶穌所做的工作讓神和人之間兩方面的和好。一方面，

不僅是神對我們不再憤怒；不僅是因為我們的罪被主耶穌洗淨，所以神對我們不

再憤怒，是喜愛的，而且另一方面，是我們對神不是憤怒、冷漠，而是喜悅、渴

慕。這是一件很快樂的事。 

人生如果有東西是你積極的一個目標，「我好想怎麼樣、我好想有什麼」，這

是件好事，一個人如果對什麼都冷淡，這也無所謂、那也無所謂，那人生是很無

聊的。我也很遺憾現在很多人是這樣。希望我們嘗過主恩滋味的、事奉主的人，

我們當中長老、執事、牧師、傳道，包括我自己，我們越跟隨主、越相信主、越

認識主、越嚐到主恩的滋味，我們就越飽足，也越飢渴；我們就越平安，也越不

平安。平安是因為我們得著了，不平安是因為我們渴慕得著神更多。那認識上帝

的人不會覺得夠了，會對上帝有更多的飢渴慕義，那喜悅神的人會對主的平安和

喜悅有更多的渴慕。所以摩西面對面認識耶和華，耶和華常常跟他講話，摩西對

祂的要求是我要看你，我要看你的榮耀。 

渴慕上帝的會像祂 

提供給各位弟兄們，我常會想到一些肉麻的字句給我的妻子，下一次你可以

寫一些給你太太，「我好想看你；我渴慕見到你；上班時都在想你」等等。我這

是在說我們對上帝。摩西沒有看到上帝，摩西渴慕祂，好像面對面。越認識上帝

的人，就越想看到上帝的榮耀。這看到上帝的榮耀，並不是看到上帝多俊、多是

少女的殺手，不是這樣，當我們羨慕上帝，被上帝的美善吸引，是神的美好品質、

聖靈的美好果子，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所以約翰壹書 3：2 說到，「親愛的弟兄啊，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將來如

何，還未顯明，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各位，你就會像西面

看到的那小嬰孩一樣，人家看到你就說，「我死都沒有遺憾，我滿足了」。因為那

看到是表示得到、得到基督，是表示有信心跟基督成為一個榮耀、美好的身體。

我看到，我喜悅，我得到，我會像祂。我們的主不僅是美好的，祂讓那渴慕祂、

喜悅祂的人也是美好的，我們將來一定會像祂，「因為必得見他的真體」。 

約翰壹書 3：3，「凡向他有這指望的」，也就是渴慕上帝的人，也就是希望

更像神的人，也就是希望能更領受神愛的人，也就是希望更愛神的人，也就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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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更被聖靈充滿的人，也就是希望自己更能活出主的平安喜樂的人，我們希望像

祂，希望有祂的樣子，我們就「潔淨自己，像他潔淨一樣。」 

所以各位，我今天要用美容的秘訣來結束，你怎麼才能美麗、很美麗、更美

麗，美得像上帝一樣？就是你想要像祂。我不知道現在有多少丈夫會想自己的妻

子，也不知道多少妻子會想自己的丈夫，我不敢講現實的事，但也不敢忽略現實。

我非常希望我的禱告是，我的妻子有吸引我的地方，我好想她。也許到我們這樣

年齡不太會有身體的吸引，也未必沒有，但應該有更多。我也很感謝主，我的妻

子吸引我的地方，當我看到她在教會裡對那些孩子的愛時，「真是一個好老師，

真是有愛心，這品質好棒」。她有高貴、美好的地方叫你被吸引，她那美好的氣

質、品質吸引了你，你就會像她，你不斷的看她就會像她。 

各位，我們有美好的東西吸引人嗎？我很遺憾現在的廣告對每一個女人就是

「你用你的身體吸引人」，好像我們就是要做高級妓女一樣。各位，你的身體能

吸引人不是壞事，但這不能吸引很久，也不能吸引很多。我們的上帝吸引我們是

用祂的美好、善良，讓那些被祂吸引的人有個盼望：「我也想要像你那麼美好」。

我以前想要像很多人，年輕時喜歡打球，希望像那時的籃球明星陳祖烈，百步穿

楊。打橋牌時希望像義大利藍隊一樣，每個都打得那麼好。我希望像這個，希望

像那個，我感謝主，我現在越來越希望像主。各位，你知道我除了想要像主，還

想要像誰嗎？像我們信友堂的每一個弟兄姊妹，因為我在你身上看到主的榮美。

我不是在說客氣話，是說真實的，你身上有主的榮美，我們每個人都有，男女老

少，每個人。 

結語 

上帝的嬰孩，上帝的獨生子，上帝的聖靈，是世人的盼望，是世人的安慰者。

我們認識了祂，得到了祂，嘗過主恩的滋味，敬拜了祂，受洗歸入主的名下，在

教會裡學習服事。當我們受傷、受氣、有怨，在工作、家庭吵架，我們的路走不

下去，沒有盼望、灰心的時候，讓我們看到「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話，釋放僕

人安然去世；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就是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

人羨慕上帝的美善，就會像上帝。人羨慕他妻子的美好，就會像他妻子。人羨慕、

渴慕小三，他就會像小三一樣下流。渴慕妻子的像妻子，渴慕小三的像小三，渴

慕上帝的像上帝。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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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我們謝謝你的恩典和慈愛，願你潔淨你的兒女，願你讓我們被你吸

引，被你的真善美、被你的慈愛憐憫、被你的公義聖潔、被你的智慧權

柄，被你一切的美善吸引，被你的教會吸引，被你潔淨的新婦吸引，被你

聖靈充滿的基督徒吸引，被你赦免的罪人吸引，讓我們看到我們這骯髒的

人也有乾淨的盼望，我們這醜陋的人也有美麗的盼望，我們這衰老的人也

有青年的盼望，我們這過去的人也有未來的盼望。主，我們感謝讚美你，

你為你兒女所預備的救恩何等的奇妙，在一個平凡的嬰兒身上，在一個死

在十字架上醜陋的人身上，我們感謝你。我們和天使、聖徒一起敬拜你。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呂琪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