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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嶄新的人生」 

╱諸長樂牧師 

 

經文：路加福音五章 27~39 節 

這事以後，耶穌出去，看見一個稅吏，名叫利未，坐在稅關上，就對他說：

你跟從我來。他就撇下所有的，起來，跟從了耶穌。利未在自己家裡為耶穌大擺

筵席，有許多稅吏和別人與他們一同坐席。法利賽人和文士就向耶穌的門徒發怨

言說：你們為什麼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穌對他們說：無病的人用不著醫

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 

他們說：約翰的門徒屢次禁食祈禱，法利賽人的門徒也是這樣；惟獨你的門

徒又吃又喝。耶穌對他們說：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豈能叫陪伴之人禁食

呢？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日他們就要禁食了。 

耶穌又設一個比喻，對他們說：沒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塊來補在舊衣服上；

若是這樣，就把新的撕破了，並且所撕下來的那塊新的和舊的也不相稱。也沒有

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若是這樣，新酒必將皮袋裂開，酒便漏出來，皮袋也就

壞了。但新酒必須裝在新皮袋裡。沒有人喝了陳酒又想喝新的；他總說陳的好。 

 

弟兄姊妹，平安！ 

感恩，可以跟你們一起敬拜。下禮拜是石牌信友堂三十週年，謝謝主的恩典，

這三十年來台北信友堂幫助我們非常的多，深信主記念。不論是在聖工上、在奉

獻上，在每一次我們各樣的需要上，幫助我們。甚至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常常

為我們禱告，我在這裡代表所有石牌的弟兄姊妹，來感恩。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思想一個嶄新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

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五 17) 這樣的「新」，不是一次性的，你

要在耶穌基督裡面，持續的在耶穌基督裡面。神不僅是給你一個新生命，且是不

斷更新的生命，這是我們在耶穌基督裡所得到的福份。 

我要從三方面來跟大家分享，第一是「來跟隨耶穌」，第二，「什麼是敬虔」，

第三，「新酒新皮袋」。 

來跟隨耶穌 

耶穌呼召利未，這段記載在馬太福音九章、馬可福音二章都有出現。利未就

是寫馬太福音的這位馬太，神呼召他成為使徒當中的一位，這是他蒙召的經歷。

他原來是一個稅吏，稅吏是猶太人很不喜歡的，他們幫羅馬做事，常常從不該得

的當中去橫征暴斂。講白一點，有點像地痞流氓或地方角頭。所以猶太人都很不

齒，把稅吏當作跟強盜同等的。 



當馬太坐在稅關上，耶穌對他說：「你跟從我來。」我們常常講信耶穌、信

耶穌。「你信不信啊？」「我信！」這個很容易誤會，我們覺得就在那一剎那，我

說我信，所有的事情都會發生；然而，事實上並不是如此。 

我很喜歡在這裡耶穌所用的呼召，「來跟從我，你跟從我來。」跟從，不是

一次性的決定，而是一生的跟隨。而這樣的改變，是在我們一生的跟隨當中，不

斷的發生。 

多次的呼召 

我年輕的時候我讀聖經，門徒們好像在耶穌呼召他們的時候，一次就整個改

變了。耶穌呼召彼得、約翰說：「來跟從我。」於是他們撇下所有的來跟從耶穌。

他們捨棄了船、捨棄了網，跟隨了耶穌，好像從今以後他們就完全不一樣。事實

卻不是如此。耶穌在他們的一生中，呼召過他們好多次。 

拿路加福音五章來說，其實耶穌在約翰福音一章已經呼召了彼得、約翰。可

能他們一面跟隨耶穌，一面繼續在打漁。所以在第五章的最前面就發生了一件

事，他們去打漁，整夜打不到，可是聽從了耶穌的話，他們再次下網打漁，得到

了滿網的魚。於是他們更深的認識耶穌、更深的認識自己的本相、自己的需要。

所以那時彼得說：「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但是耶穌對他說：「從今以後，

你要得人了。」 

一路跟隨，跟隨到底 

耶穌一開始就呼召彼得說：「你要得人如得魚一樣。」是慢慢的，他不是一

天就改變，他是一天天、一點點的改變。耶穌呼召我們，是要我們來跟隨祂。所

以如果你信耶穌已經一段時間，你覺得「唉呀，我怎麼搞的？有一些事情我老是

勝不過，有一些事情我常常失敗、常常軟弱。」不要灰心，耶穌呼召你，是要你

一路跟隨祂。你只要不斷在耶穌基督裡面，一定會成為一個新造的人，所有困擾

你的那些舊事，都會一件一件的過去。最終的得勝，肯定是在耶穌基督裡面的；

因為我們所信的神，是戰勝死亡、戰勝一切仇敵的詭計。 

曾經有一個孩子，他跟爸爸去看棒球，第一局比下來，25 比 1。爸爸就說：

「回家了！回家了！不好看。」兒子說：「不行，比賽還沒結束。」他們就繼續

看，看到深夜才回家。回到家，媽媽問：「怎麼這麼晚回家？」他說：「喔，是一

場 good game，是一場精采的比賽。」媽媽說：「怎麼個精采？」他說：「比數是

26 比 25。」誰贏？當然 26 贏嘛。 

雖然我們有時會軟弱，有時會失敗，保羅在羅馬書第六章講信主受洗，第七

章他說：「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那取死的身體呢？」但是，在第八章他就

說：「感謝神，在耶穌基督裡面，我就可以得勝了。」這給我們何等大的激勵。 

耶穌呼召馬太來跟隨祂，「跟隨」這個字是現在時態，所以不是一個短暫的

跟隨，而是一生的跟隨，跟隨到底。這是神對我們的呼召，不論我們現在的年齡

如何。保羅在腓立比書也講到，他已經得到因信稱義的恩典，他曉得上帝復活的

大能，也經歷了神很大的祝福，並且也願意為祂受苦。但是他仍然說：「我不是

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要得到神

要我得著的，要向著標竿直跑。」 



決定性的改變 

另一方面，一旦信耶穌以後，在你生命裡面，一定會有一些重要的、決定性

的改變。保羅說：「我從前以為於我有益的，我現在都把它當作有損的。」(腓三

7)「我以得著耶穌基督為至寶。」耶穌是你的寶貝，你可以把世上原來你覺得是

寶貝的東西可以放得下來。 

對稅吏來說，他可以不管別人瞧不起，他可以不管別人的輕視，他就是要作

稅吏。他人生的目標是賺錢，他的安全感建立在銀行的戶頭數字愈來愈多。他覺

得只要有錢，人生就可以達到想要的目標，金錢在他心目中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但是，當他信耶穌以後，他撇下一切所有的來跟隨耶穌。 

我很小就蒙恩，小時候唱一些詩歌：「我已經決定要跟隨耶穌，我願意撇棄

一切所有。」當時唱得慷慨激昂，可是年紀愈大，現在唱這這種詩歌的時候，我

就不太敢唱，愈來愈不敢唱。我唱真的嗎？我真的願意為耶穌撇下一切所有嗎？ 

當我們什麼都沒有的時候，很容易。而當你擁有一些東西的時候，你說要為

耶穌撇下一切所有，除非你真的知道，耶穌基督在你的生命當中，是你的寶貝。 

生命地圖 

馬太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隨了耶穌。我們每個人的生命地圖，是用金錢、時

間來畫成的。你怎樣用你的錢，怎樣用你的時間，就畫成了你的生命地圖。馬太

原來是為著自己的生活，為著自己的舒適，來使用金錢，但是當他信了耶穌，他

為耶穌大擺宴席，從此以後他所有的，都在耶穌手中，都成為神手中的器皿。 

弟兄姊妹，你信主以後，你怎麼樣使用你的金錢、你怎麼樣使用你的時間來

畫出你生命的地圖呢？耶穌對富有的人的警告，比對窮人的警告要多得多了。你

的安全感是建立在哪裡呢？ 

去年神給我們家一個很大的恩典，我的二哥悔改、信主、回到教會。三十二

年前我在這裡實習的時候，有一天沈牧師拿了一張小小的卡片給我，他說：「有

兩個『諸小弟』，在這邊受嬰兒洗。」我一看，是我哥哥嘛。可是後來他們長大

的過程中離開了教會。在離開教會的這段時間，我們碰面、話家常的時候，每一

次我哥都說：「錢不夠用。」我說：「跟你兄弟幾十年，你沒有一次說你錢夠用的。」

他有一份退休俸，還有一份工作，但是他老說錢不夠用。 

去年，神開啟他，他就覺得：「唉呀，生命這樣的有限，我幹嘛去花在這些

沒有意義的追逐上呢？」所以他就把工作辭了，現在只有一份退休俸。他回到教

會，開始好好的聚會，好好的服事，好好的參加團契。今年過年，我所有的年菜

都是他幫我做的，最讓我讚嘆的是，他說：「長樂，好奇怪，我的薪水比以前少

了，可是我從來沒有像今年這樣的滿足過。」 

在主面前有滿足的喜樂，「我將你常擺在我面前，我就不致動搖，在你面前

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詩十六) 你要找真正的滿足嗎？不

是在情感當中去找，也不是在金錢當中去找，而是要定睛在主的身上。 

利未信主了，他的同夥們都很高興，一起來吃吃喝喝。我哥哥去年一年之內

帶來教會的人，比我幾年之內帶的人還多。他球場上的球友說：「這個人怎麼會

變成這個樣子？我們要去你教會看看，你所信的耶穌帶給你怎麼樣的改變。」好



像利未一樣，我哥哥帶領很多人，軍中的同事、打球的球友來到教會。 

他憑什麼得救？ 

當利未得救了，有些人不高興，他們覺得說：「這些人這麼糟糕，憑什麼得

救？」我們何嘗不是如此？很多年前，有一個讓大家聽到就害怕的人叫陳進興，

他後來得救了，很多人不爽。他做那麼多壞事，最後在監獄裡面說他信耶穌了，

受洗了。有人說：「這樣天堂我不太想去了。」最近有人跟我說媽媽嘴的那個也

受洗了。 

我想，第一就是我們不知道神的恩典有多浩大。我問他：「耶穌釘在十字架

上的時候，旁邊的強盜受洗，你有沒有意見？」他說：「沒有意見，這是聖經啊。」

那我說：「你知不知道那個強盜是誰？他就是當時的陳進興。」無惡不作才會被

掛在木頭上，那個強盜甚至自己說：「我掛在上面是應該的，我本來就做那麼多

壞事。」但是，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有些人得救我不舒服。 

另一方面，我們不知道自己有多糟糕。法利賽人跟文士，他們的義是建立在

一個相對的標準上。就外面的行為來看，他們真的棒，找不出什麼樣的錯處。可

是，神看的更是一個動機，神更看我們裡面，我們為什麼做這樣的事情。 

主耶穌說：「如果你們的義不勝於法利賽人的義，就不能進神的國。」(太五

20) 就外面的行為來看，我們很難勝過他們，為什麼主耶穌仍然給我們這樣的挑

戰：「你們的義要勝過文士和於法利賽人的義」，乃是我們裡面出於一個愛的動

機，我們愛上帝，所以願意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我們的神，願意來遵行

神的話。 

如何運用金錢 

講到如何運用金錢，我講兩個例子。十一奉獻，非常的重要，這是我們跟神

之間一個立約的關係。你跟神之間是立約的關係，不是買賣的關係。很多時候我

們把自己跟神之間弄成一個買賣的關係，今天我來教會，詩班很好、冷氣很冷、

領會很棒、講道不錯，我奉獻。如果今天我看到某些事情讓我不滿意，我就不奉

獻。這跟去餐廳有什麼不一樣？這家餐廳飯好吃、服務好、價格合宜，我來這邊

吃，如果有什麼讓我不滿意，我就不來吃。這是買賣、對價的關係。但是我們跟

神之間是立約的關係。在立約的愛中，神愛我們，我們愛是因為神先愛我們。 

你結了婚，你和配偶就有一個立約的關係。你生孩子以後，你跟孩子之間就

有一個立約的關係。不管他可愛不可愛，你都要在一個約的愛當中來做該做的事

情。 

我的女婿是一個傳道人，幾年前當他還是一個神學生，在一個教會實習，那

個教會有些事情讓他覺得很受傷，所以有一段時間他就不奉獻、不爽（不要以為

只有你們會不爽，傳道人也會不爽、不奉獻）。在美國讀神學跟台灣讀神學不一

樣，台灣讀神學費用較便宜，教會有幫助，神學生可以比較專心讀書。美國讀神

學要自己去工作，一面工作一面讀。 

我女兒因為結婚，拿到綠卡，事實上她是一個台灣人，但是她很快的就找到

工作，而我女婿是美國人，卻怎麼樣都找不到工作，很久，後來他在神面前禱告，

神就光照他說：「你很久沒有奉獻了，奉獻是對我，你對牧師不爽是一回事，對



我，你要忠心。」於是他就乖乖的奉獻。很奇妙的，他很快的就找到工作。 

我感謝神，在他身上有這樣的一個管教。箴言第三章裡面說，我們把初熟的

果子奉獻給神、榮耀神的時候，神要使我們的倉房盈滿。這是神的法則，神是輕

慢不得的。 

求神光照我們 

當我們自以為義的時候，求神光照我們，在我們裡面實在是沒有什麼良善。

聖經上說，我們的義好像一件破舊的衣服。也許稅吏跟這些罪人他們的破得大一

點、明顯一點；我們的破得小一點、隱藏一點，但是無論如何，它就是一件破的

衣服。 

去年十一月我去馬來西亞開會，下遊覽車的時候沒踩穩，摔下來，左腿的股

四頭肌，全斷；右手，移位性骨折。 

我被送到醫院去，醫生一照，他們對我明顯的傷一點都不意外，因為進來就

曉得你怎麼回事。但是他們一照了以後發現：「咦？你有很嚴重的退化性關節炎，

你不知道嗎？」我說：「不知道，只常常覺得腰痛。」受傷還算好醫，但是退化

性關節炎不好醫。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自己沒病，其實病得很重。有很多人陪別人去看病，沒病

的人也順便檢查一下，順便檢查的，很嚴重，留下來住院。那有病的呢，回家。

這種事情很多，求神光照你，光照我。 

保羅說：「按照律法上的義，我是無可指摘的。」(腓三 6) 但是在神的光照

當中，他說：「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提一 15) 你希望改變嗎？改變不是靠自

己，我們每年都立志要改變，卻從來沒有改變過。但是來跟隨耶穌，耶穌要使我

們改變，耶穌要改變你，使你成為得人的漁夫，使你成為蒙福的人。那在我們心

裡動了善工的，一定成全這工。 

什麼是敬虔 

這段聖經接下來講到一個敬虔的行為，就是禁食。約翰的門徒跟耶穌討論禁

食的問題，他們說：「為什麼我們禁食、法利賽人也禁食，你的門徒不禁食？」

禁食是一個很敬虔的行為，是我們都應該操練的。耶穌在登山寶訓也講到禁食，

最早講到禁食是在舊約，講到贖罪日的時候，所有的人都要禁食。 

禁食一個最基本的意義，就是為我們自己的罪，在神面前憂傷痛悔。詩篇五

十一篇說：「憂傷痛悔的心，神必不輕看。」接下來就延伸到，有時候不僅為自

己的罪，也為國家、整個社會的罪惡，更進一步的延伸到，有時候我們為著去服

事別人，為著一些特別的負擔，我們在主面前禁食。 

真正為自己的禁食，其實只有講到是為罪的部分，其他的部分都是為著能夠

服事，為著整個的大環境，在神面前的操練。這是好的，但是主耶穌卻在這裡講，

禁食固然重要，但是「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豈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

你參加喜酒的時候，你是去禁食嗎？你去吃喜酒，問你要坐哪一桌，你回答：「我

坐禁食桌。」呵呵！如果今天我請客，很多都是「禁食桌」，禮照收，那太棒了。 

靠主喜樂 



不，當我們有新郎、有耶穌同在的時候，在你裡面最容易反映出的是什麼？

是喜樂。當門徒們看見主就喜樂了 (約二十 20)，門徒們真正憂傷害怕是很短的

一段時間，就是耶穌被釘十字架到祂復活之間。當他們看見復活的主，他們就喜

樂了。喜樂是聖靈的果子，喜樂也是神的旨意。很多人說：「我不明白主的旨意。」

我就請他看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 16-18 節：「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你先把神明顯的旨意做好，神隱

藏的事情會逐步的來引導你。 

我們得救一個很重要的記號，羅馬書五章說，我們不僅與神和好，更重要的，

基督徒是要以神為樂。我們的快樂不是建立在環境，不是建立在個人的得失上，

我們的快樂是建立在神自己。腓立比書說：「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如果你沒

有喜樂，恐怕是證明你沒有好好的來靠主。你靠自己，你當然憂慮，所以腓立比

書告訴我們：「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感謝，將我們所要的

告訴神。」(腓四 6) 神會賜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喜樂。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

事都能做。(腓四 13) 不管在任何的情況，我就是喜樂。 

當我在醫院的時候，很多弟兄姊妹來看我，護士就說：「你這哪像病房？簡

直在開同樂會！」一天開好幾次，笑啊，大家高高興興的。有的弟兄姊妹帶水果

來，有的幫我一起吃，吃了還帶回家，皆大歡喜，「反正你也吃不完，走囉，幫

你帶走！」（沈牧師比較好，他是帶水果給我的那種人。） 

基督徒即使摔倒了，也是可以喜樂，也是可以平安。因為我們知道，若不是

神許可，沒有一件事情會臨到我們的身上。「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我們的力

量。」(尼八 10) 真正的敬虔，乃在於你有沒有靠主喜樂。當然，我們要操練禁

食、要操練禱告、要操練施捨。但是主耶穌在這裡特別提醒，我們是有主同在的

人，是一個喜樂的人。 

新酒新皮袋 

耶穌講了一個比喻。（我多年前來講也是講這一段，每一次好像我都要講這

一段。所以師母說：「大概是你講得不好，所以再來講一次。」）耶穌說，沒有人

把一件新的衣服撕下來，貼在舊衣服上，沒有人會做這樣的事情。主耶穌也說，

人的生命就好像一皮袋酒，而且是新的酒。我們在耶穌基督裡面是新造的人，有

一種新的力量，有一種新的祝福在我們裡面。這個新的酒就要裝在新皮袋裡，因

為酒繼續在發酵，它會產生氣，如果皮袋是舊的，彈性已經沒有了，酒就會流出

來了。 

耶穌在這裡講兩件事情，主耶穌要我們要保全，就是新酒要裝在新皮袋裡，

這樣就保全了。主賜給你新的生命，你要像在以弗所書講的，「穿上新人…有真

理的仁義和聖潔。」(弗四 24) 你信主以後，在性格、價值觀、在許多事情上，

你會有改變。你不可以僵持在那裡，你不可以說我信了耶穌，卻拒絕改變。 

在我們信主以前，最困擾我們的是罪，信主以後，最困擾我們的是老我。耶

穌說：「人若要跟從我，就要天天捨己，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背十

字架代表什麼？背十字架代表這個人要去赴刑場，這個人要死了。主耶穌提醒我

們，我們這個舊人，要天天來「槍斃」自己。 

有一個說廣東話的傳道人，有一次他說：「我們在主面前，天天都要『槍斃』



自己。」其實他是說：「我們每一個人，天天都要『謙卑』自己。」如果我們每

天「槍斃」自己，我們就是一個蒙福的人。很多時候我們就是捨不得「槍斃」自

己，反而拿著槍到處去「槍斃」別人。看這個不順眼，看那個不順眼。 

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主。你信主以後，有哪些改變？你信主以後，

別人看得到你的改變嗎？你信主以後，你自己知道哪些地方你還拒絕改變嗎？ 

直麵還是斜管麵？ 

在我家附近有一個義大利麵餐館，價錢很便宜，我跟師母很喜歡，有時候禮

拜一，我們就說不要煮飯了，去那個義大利麵店吃。有一次我們兩個人高高興興

的去，手牽著手，羅曼蒂克極了！進去以後呢，服務生就說，點什麼、點什麼，

然後問：「請問你要直麵，還是斜管麵？」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那種。 

我說：「直麵！」吃麵就要像吃麵，要「咻～」的才有味道。斜管麵短短的，

麵不像麵、飯不像飯，不要！師母說：「不行，你要吃斜管麵，你紀錄不好，你

每次吃完麵，弄得一身都是，你非得吃斜管麵。」我說：「我就是愛吃直麵！」 

兩個人就僵起來了，我說：「直麵！不必商量。」師母愈想愈氣，就跟我說：

「我告訴你，跟你結婚三十幾年，你從來不改變，等你退休以後，我不要跟你住。」

在店裡面我很淡定，心裡面澎湃得很！我六十歲了，要吃什麼麵還不能自己決

定？我在家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我也有倒垃圾，也有洗碗，我不是那麼差的先生，

我只是點個直麵，就說以後不跟我住。 

不過，你放心好了，基督徒有悔改空間。第二天早上師母起來靈修，完了以

後她就說：「唉呀，我昨天真神經病喔，只不過吃個直麵，我幹嘛跟你說我不跟

你一起住呢？我幹嘛發那麼大脾氣呢？」我說：「啊，哪裡哪裡，感謝主，我也

太固執了。」後來我們又去吃麵了，你問我吃哪一種麵？你永遠猜不到，我告訴

你，我們吃三次麵，兩次我吃直麵，一次斜管麵。改變是慢慢發生的，它不可能

一下子就發生的。 

你願不願意改變？ 

其實講白了，捨己嘛，也不是什麼大道理。叫你吃什麼麵，你就吃什麼麵。

但是，就是這麼不容易，就是這麼不容易放下，就是這麼拒絕改變。拒絕改變，

吃虧的是誰？神會讓步嗎？神要你蒙福，當你需要改變的時候，神會讓步嗎？如

果神讓步神就不愛你。神不斷的等待你我，直到我們願意謙卑、柔軟的改變。 

我們人哪真是糟糕，我們喝了陳酒，覺得陳的好，不願意改變。不僅我們是

我們個人，有時候是我們的教會。我很高興，今天除了《讚美》之外，我們還唱

了一些短歌，這都是改變。今年聖誕節，我就放給年輕的牧師來負責。以前我負

責的時候，二十九年來都把〈平安夜〉放在最後一首唱，他今年一開始就唱，叫

我怎麼弄啊？結果呢？今年特好！誰說不能改的？ 

很多時候我們喜歡在這裡聚會，很享受，有這麼好的詩班、司琴，各方面都

很棒，可是教會要植堂，你願不願意改變？願不願意從一個被服事的人，成為一

個服事別人的人？ 

NBA 有一個明星球員，是一個很好的基督徒，他叫做 Kevin Durant，K.D.，

是雷霆隊的。他目前是得分王，最近平均都超過三十幾分，也創了很好的紀錄。



最近他給自己取了一個名字，叫做「僕人」。他說：「我真正的快樂，不是建立在

得多少分，不是別人看見我的技巧有多好，我真正的快樂，是願意成為一個僕人，

我希望幫助別人得分，幫助球隊得勝。我希望別人看見的是我們的隊伍，而不是

我個人。」所以他給他自己取了一個綽號，「僕人」，servant。 

當牧師、還有各方面，當我們預備好了，要出去的時候，我們也願意，不論

是跟著出去植堂的團隊，或是在這裡補滿那些出去植堂以後的以前服事的缺，我

們每一個人，都成為別人的僕人。讓我們不僅僅自己經歷改變，我們的家經歷改

變，我們的整個教會也經歷上帝極大的祝福。 

 

我們一起禱告： 

天父，謝謝你，今天讓我們在這裡一起敬拜，一起經歷主的恩典。主啊，來

跟隨你，這是一條蒙福的道路。捨己，使我們更加的蒙福、更加的寬闊。願主自

己恩待，讓我們知道裡面有什麼需要改變的地方，讓我們願意在主面前謙卑下

來。主啊，我們也求你用喜樂的油來膏我們的弟兄姊妹，膏所有的同工，讓我們

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成為我們的力量。我們感恩，聽我們的禱告，奉耶穌基

督的名祈求，阿們！ 

(林玉茵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