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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講台信息 

「總有人摸我」 

╱宋提倫傳道 

 

經文：路加福音八章 40~56 節 

耶穌回來的時候，眾人迎接他，因為他們都等候他。有一個管會堂的，名叫

睚魯，來俯伏在耶穌腳前，求耶穌到他家裡去；因他有一個獨生女兒，約有十二

歲，快要死了。耶穌去的時候，眾人擁擠他。 

有一個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醫生手裡花盡了他一切養生的，並沒有

一人能醫好他。他來到耶穌背後，摸他的衣裳繸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穌說：

摸我的是誰？眾人都不承認。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說：夫子，眾人擁擁擠擠緊靠著

你。耶穌說：總有人摸我，因我覺得有能力從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隱藏，

就戰戰兢兢的來俯伏在耶穌腳前，把摸他的緣故和怎樣立刻得好了，當著眾人都

說出來。耶穌對他說：女兒，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 

還說話的時候，有人從管會堂的家裡來，說：你的女兒死了，不要勞動夫子。

耶穌聽見就對他說：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兒就必得救。耶穌到了他的家，除

了彼得、約翰、雅各，和女兒的父母，不許別人同他進去。眾人都為這女兒哀哭

捶胸。耶穌說：不要哭。他不是死了，是睡著了。他們曉得女兒已經死了，就嗤

笑耶穌。耶穌拉著他的手，呼叫說：女兒，起來吧！他的靈魂便回來，他就立刻

起來了。耶穌吩咐給他東西吃。他的父母驚奇得很；耶穌囑咐他們，不要把所做

的事告訴人。 

 

弟兄姊妹，平安！ 

整個路加福音第八章，我覺得它有很一貫的脈絡，在談一個共同的主題。首

先你會發現，它製造出一個場景，就是很多人跟著主。從上禮拜的經文我們看到，

有許多人聚集，跟在主旁邊。今天這段經文也說，耶穌到了這個地方，眾人迎接

他，甚至彼得說：「唉呀，夫子，眾人擁擁擠擠的緊靠著你…」 

 

撒種的比喻 

回到第八章前面，有關撒種比喻的教導，我們會從一個方向去思想撒種的比

喻，好像傳福音的事工，我們出去撒種，有些人得到這個種子，之後有不同的結

果。可是再多讀幾次，你會發現它好像有個針對性，或者有一個特定要講的對象，

是什麼人呢？ 

耶穌在講撒種，是都已經撒出去了，都已經聽到了、聽到神的國了，已經領

受了、知道了。這種人是誰？就是我們！看看你身旁的人，我們就是這些已經撒

了種的。但是耶穌警告，這些種子撒完了以後有不同的發展。落在路旁，被人踐



踏；落在磐石上，立刻枯乾；還有被荊棘擠住的。 

整個第八章，好多人擠在主身邊。而這些領受了神的道、神的國的人，可能

也被一些東西擠住了，以致於雖然在主的身邊，卻不一定摸到主。為什麼會這樣？ 

 

罪成為我們的本質 

我們先思想關於罪的問題。談到罪，大家就變得安靜，有點沉重。但是這個

問題是很重要的，思想這個問題是大有益處的。 

罪，有一個讓我害怕，而且非常嚴重的一些影響。想到罪，通常我們第一個

想到的經文是什麼？死，「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羅六 23) 罪造成我們跟生命的

源頭，就是神，隔絕了。罪進來了，以致於我們跟生命隔絕。所以，我們基本上

在死的狀態中，往死的方向前進。我們與神的隔絕，這個隔絕的狀態成為我們人

的本質。 

想到這裡我就很害怕，什麼是本質？本質就是「你不用想就會」，你不用想

就會這樣，不用計劃就會這麼做，不用特別預備就會這麼想。都不用有人教你，

這就叫本質。罪成為我們的本質，因此我們與神隔絕、遠離神是自然而然，不用

教導的，沒有人教你「要學習遠離神」，你早上起來也不用說：「主啊，這是預備

遠離你的一天。」 

但也是因為這樣，我們早上起來的禱告就格外的重要，因為我們明白自己裡

面的本質，是自然而然的，我們不到祂面前就是遠離祂。今天來的路上，我特別

好好在家先安靜，騎摩托車也在禱告，我預備這個講道就提醒自己，我裡面有一

個本質是不用教、不用準備，自然而然就是要離開神；因此我需要無時無刻回到

祂的面前。 

 

誰在主的身邊？ 

撒種的比喻在提醒我們，無時無刻你要清潔、要整理，什麼東西阻礙了你？

你雖然在主身邊，但是你不見得真的摸到主的心。這是一種「攙雜」，每個人在

主的身邊，都有自己的計算。回到今天經文中，哪些人在主的身邊呢？門徒、管

會堂的，管會堂的就是會堂的主管，是有一點權柄的人。還有哪些人也在耶穌身

邊？地方仕紳、法利賽人、文士、有地位的、有學問的，或者是有錢的。 

這個場景的畫面有點像現在我們看到的新聞，每當有某某人要講話，很奇

怪，愈到選舉可能愈明顯，在那個要講話的人之外，旁邊就會有人用不著痕跡的

方式，慢慢在靠近那個講話的人。 

我們是不是很靠近主？其實有時候我們可能就像那些人一樣。至於門徒呢？

門徒很攙雜的！往後翻一點，看第九章，當耶穌差遣十二個使徒去實習、給五千

人吃飽、登山變像，然後又醫治被鬼附的男孩，後面接著是什麼？九章 46 節，

門徒在爭論：「耶穌你倒是說說，以後誰是老大？你當然是老大，那你之後，誰

第一？」哪一個不攙雜？ 

 



我憑什麼站在這裡？ 

最令我害怕、最令我覺得無力的，就是罪在我裡面成為本質，讓我毫無察覺，

於是我帶著好多的攙雜來服事主。我憑什麼站在這個講台？很多人會說：「謝謝

你的證道喔，很好喔。」傳道人的基本回應是：「感謝主啊，都是神的揀選，神

使用，謝謝！」「是神的揀選，讓我站在這裡，感謝主！」但是，常常是怎麼樣？

「講道？開玩笑，我從娘胎就在聽道了，我從小就在教會聽很多道啊。」讀了神

學院、修了講道法、通過畢業講道，我是有認證的！ 

我們常常弄錯了，我們能夠服事、能夠靠近神，甚至擁有很多東西；為什麼

有今天這樣的位份？為什麼有財富？為什麼有這些權柄？為什麼坐到這個位

置？這些東西不是讓我們能夠有資格靠近主，這些東西乃是讓我們知道，在愛裡

我們被主使用，這些是被使用的材料，而不是靠近的資格和條件。 

我們擁有財富、才幹、能力，這些不是跟隨主的條件和資格，乃是這些成為

被主用的素材；使我們藉著主的使用，將人也帶到主的面前，一同領受無條件的

愛。 

 

靠主的恩 

我很喜歡剛剛〈愛的轉變〉這首詩歌，裡面它說「靠恩」。沒錯，罪是本質，

但是我們有盼望，因為我們已經找到那對付罪的本質的路徑。靠主的恩，能幫助

我「不愛自己，專一愛主」；靠主的恩，能使我的種子是落在好土裡，沒有荊棘

的阻擋、能夠生根發芽；靠主的恩，我們能夠被潔淨。 

這段聖經雖然簡短，但描述得很清楚。這個婦人有什麼資格來靠近主？她沒

有資格來靠近主！所以她才偷偷摸摸的。聖經說她「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醫

生手上散盡一切錢財。而且按照舊約聖經，血漏是不潔淨的，應該要隔離，她應

該待在家裡不要出來！很危險！會弄髒別人，應該乖乖待在家裡。 

她什麼都沒有，但是她來到主前，她非來不可，因為她沒有路走。所以當耶

穌叫她自己說，她就「戰戰兢兢的俯伏在耶穌腳前」，當我們讀到這裡，有一個

答案非常震撼我們，也提醒我們，神藉著血漏的婦人來管教、教導、幫助我們。 

 

一無所有、義無反顧 

這個婦人之所以能夠靠近主，答案是憑著她「一無所有」。她沒指望、沒錢

財、沒地位、沒資格；她一無所有，所以她「義無反顧」。耶穌說：「女兒啊，你

的信救了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去了！」從這個角度來看，什麼叫做信心？信心就

是「我什麼都沒了」──主啊，我什麼都沒有，雖然我有錢、有勢、有權柄，但

在你面前，我什麼都沒有。求神幫助我們認清這點，否則我們的富足將要成為貧

窮，否則我們所有的要通通被奪走，我們會變成一無所有。 

這血漏的婦人讓我們認識到，當她什麼都沒有、沒路走的時候，她走到一條

活的路，她摸著主，她一心想要摸著主。當你來到教會，可能有初次到我們當中

的慕道朋友，你還不認識這個信仰，你為什麼來？有些人說：「我羞愧啊，你看

你這麼年輕就來事奉主，唉呀真是太對得起主了。我從年輕就聽到福音了，但是



在外面晃了半天，到五六十歲，好丟臉好羞愧喔。」羞愧就羞愧吧，戰兢就戰兢

吧，但不要再三心二意，要義無反顧。 

這個婦人沒路走，所以她義無反顧，「我非要摸到主不可！」她什麼也沒帶

來。反而看看我們這些好像很敬虔的人，常常帶了好多東西，自認為有資格，唱

詩很好聽、服事很忠心、有才幹、有能力、有愛心；我幫助多少人、帶多少人信

主。 

 

就是來，摸著主 

主說：「咦？有能力從我身上出去。」彼得說：「沒有啊，大家都靠著你，

你怎麼會這麼問？眾人擁擁擠擠靠著你，每個人都碰到你，你怎麼問誰摸你？大

家都摸到你啦。」「不，」耶穌說什麼？這幾個字好觸動我，好有力道，耶穌說：

「總有人摸我」。 

你怎麼建造你的生命？主怎麼建造祂的教會？求主幫助我們，把一切丟掉，

直到我們什麼都沒有，赤裸裸的在主面前，我們能夠被主說：「你是摸著我的。」

求主幫助信友堂，對我們說，「這麼多人，總有人摸我。」請跟你身旁邊的人、

你親密的屬靈夥伴、契友，彼此鼓勵，求神幫助我們，不帶攙雜的，就是來，摸

著主。 

門徒其實後來也摸著主了，門徒什麼時候一無所有？主復活的時候他們又好

一點，麻煩的是主又升到天上了，完了。那看得見的看不見了，聽得到的聽不到

了，摸得著的摸不著的時候，當他們一無所有的時候，主的恩藉著聖靈，使他們

義無反顧。 

 

什麼沒有了更可怕？ 

我們靠什麼來作主的工？靠什麼來宣揚主？靠一顆純淨清潔的心，因為耶穌

說「清心的人有福了」。耶穌也說「貧窮的人有福了」，你覺得自己是貧窮的，

還是其實有主沒有主…有主當然更好，反正有都好？ 

我想到少年的財主，他其實也有意識到要在靈性上突破，所以他賙濟窮人，

遵行一切誡命。聖經把他描述得非常完美，連這麼完美的人耶穌還有要求，耶穌

的要求合不合理？「把一切都變賣掉，來跟從我」，不太合理吧。耶穌在講什麼？

就是你來跟從我，你要得著神的國，跟你做了多少、做得完不完美，沒有關係。 

耶穌刺中他、挑戰他最軟弱的部分，對他來說，物質的貧窮更可怕。其實我

們都有一些東西，讓我們覺得「啊，這個沒有了，更可怕。」於是少年財主憂憂

愁愁的走了。「貧窮的人有福了」，你真實看見自己裡面貧窮嗎？當我們放下一

切來到主面前，我們要得富足，因為得著主就得著了一切。 

大家看看門徒，得著主了以後仍有很多的攙雜，看看我們，雖然信而受洗，

成為基督徒，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攙雜？是不是其實仍有荊棘？有時落在磐石、落

在路邊，我們要小心，求主幫助我們。 

 



我獻何物給耶穌？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詩歌，很切合今天的主題，希望能夠有機會帶大家唱。

我想分享這首詩歌是因為，這個女人反而是讓我看到，她是一個獻上最正確的東

西來到主面前的人。 

我們來到教會，不管是坐著聽道，還是服事別人，我們來到主身邊，好像都

帶著某種東西獻給主，但是我們要帶什麼獻給主？才能、財富、能力、才幹、愛

心嗎？到底獻什麼給主？我們來看一下這首詩歌的歌詞，怎麼提醒我們。 

我獻何物給耶穌，報祂救我宏恩？我當如何愛恩主，因祂為我捨身。 

我獻我心給耶穌，雖然僅獻微忱，恩主必定不輕看，因祂所愛惟真。 

 

我獻我靈給耶穌，終日思念祂恩，一切虛浮污穢事，完全撇棄淨盡。 

我獻我魂給耶穌，果斷，情感，赤心，一切但求主旨意，願成就在我身。 

 

我獻精力給耶穌，身體、耳目、手足，完全聽從主吩咐，謹守、遵行、順服。 

我將完全獻耶穌，不自留存私物，無論生死與禍福，定意永隨我主。 

〈以何獻主〉（頌主新歌，503） 

第一節的歌詞說「我獻何物給耶穌？」從問句開始，我能獻什麼呢？「我獻

我心給耶穌，雖然僅獻微忱，恩主必定不輕看，因祂所愛惟真。」從這個血漏的

婦人身上，我看到好清楚的這個歌詞，她到主面前來，真的一無所有，但是她把

全部都獻上。第二節說，我要獻上我的靈，獻上我的魂，獻上我的情感。第三最

後說「我將完全獻主，不自留存私物，無論生死與禍福，定意永隨我主。」 

 

唯一的活路 

這個血漏婦人的故事，大大提醒、幫助我，不管我們覺得自己富足，或覺得

自己很貧窮，都求神幫助我們。祂是那條道路，祂是唯一的活路。 

有一個傳道人，他本來在社會上工作，收入不錯，後來他蒙主的呼召，呼召

了以後，工作就愈來愈不好，到最後還在拉扯，最後，算了，就讀神學院，「回

應主的呼召」，表面上看起來是這樣子的。結果有一陣子，他的朋友、同事跟他

聊天：「咦，你跑去當牧師啊？你怎麼會跑去當牧師？你混不下去了對不對？」

他就很生氣：「什麼混不下去？上帝是很棒的，我要用全部的生命來奉獻來事奉

祂！」過一陣子又有朋友跟他聊天：「你混不下去了喔？」他很生氣，很不舒服，

好像當傳道人、讀神學院是混不下去了。結果有一次他安靜在主面前，他被神提

醒、被神光照，主對他說：「是我讓你混不下去的。」 

從外面看起來，有一些路都封住了，可能你今天來到教會也是因為沒路走

了。但是你要感謝神，是主讓你走不下去的。但是，祂留給你那唯一的一條路，

是真正的活路，是唯一的活路。主耶穌說：「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

生命。」求主堅定我們的心，讓我們不心懷二意，知道這條路是活路。 

也有人是從很年輕的時候就定意要服事神，信友堂有很多人，在年輕的時候

就蒙神的呼召要當宣教士、傳道人，感謝神。但不論你是一開始就選擇這條路，

或者是後來你沒路走了，走上這條路，或者今天進來教會的朋友，你也是覺得自



己沒路走了，我們都要知道一件事，不管如何，那個活路在主的手上，找到祂，

走上這一條，要感恩。因為，其他的死路，祂幫你擋開了，祂讓你走到祂要你走

到的活路上面。 

不論你是富足、貧窮、健康、生病。不論你現在是很成功，或前途堪憂，求

神都幫助我們來到祂面前，專心跟隨祂。 

「心懷二意的人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為我所愛。你是我藏身之處，又是我

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話語。」(詩一一九 113-114) 

「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

壯的羞愧。神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

的。」(林前一 27-28) 

 

應該先救誰？ 

這段故事，要講的部分大概到這邊就講完了。可是還有什麼事情，主要提醒

我們呢？後來耶穌離開這個血漏的婦人，往睚魯的家去。結果睚魯的女兒怎麼

樣？死了！如果你是醫生，如果今天去治療，我們要先救哪樣的人？快死的？還

是可以撐一段時間的？ 

通常很基本的判斷是趕快去救那快死的，但耶穌在這裡偏偏怎麼樣？假如你

今天胃很痛，如果你去急診室，有一次我陪我太太去急診，去了以後報到完，下

一個動作是什麼？在旁邊等，為什麼？因為急診室裡有昏迷的、有快死掉的，你

先在這邊等著，你這個死不了。 

但耶穌卻怎麼樣？祂停下來，先處理這個還死不了，但痛苦了十二年的女

人。耶穌的憐憫在這裡發動，不但如此，耶穌其實另外有目的，耶穌不但醫治她，

醫治完了，時間已經很趕了，還請她再分享一下。如果你是睚魯，你的心情怎麼

樣？ 

往下看這段經文，你會很有感覺。到了睚魯家以後，那個互動就很生動。睚

魯夫妻，還有彼得雅各約翰三個門徒，一起進去了，然後耶穌就說：「不要害怕

喔，你的女兒一定會活過來。」大家的反應是什麼？ 

 

不要怕，只要信 

耶穌，你剛剛分享太久了，時間已經過了。耶穌卻說「不要怕，只要信」，

如果我是睚魯，我很怕。耶穌講「不要怕」是不是很不近情理？如果你今天去陪

伴一個家庭，假如人都已經死了，說「不要怕」好像不是很好的教牧守則喔；應

該要同理，與哀哭的同哭。可是，耶穌這時候卻說「不要怕」。 

什麼叫「不要怕」？我們怕是因為什麼？是因為死亡這件事情，是既定的事

實，一旦成了以後就不可逆了！從科學、從醫學上來講，事情就這樣完了！所以

很怕，完了就沒得談了，就是處理後事了。但耶穌說「不要怕」的意思就是，你

覺得從醫學、從科學、從生活經驗上，你覺得有把握然後你覺得「完了」的事情，

這樣的事情你要從你跟主之間的關係挪開。對我們來講是沒路走了，但耶穌說「不



要怕，只要信」，因為在祂，還有路走。 

對我們來講，有把握的事情，常常讓我們比較放心。有把握的事情，讓我們

覺得，事情一定可以這樣。而沒把握的事情，就糟糕完蛋了。但反而在實際生活

上，有把握的事情有時候會「怎麼會這樣？」沒把握的事情有時候「咦？怎麼沒

事？」我們的把握可不可靠？有時候可靠，有時候不可靠。但不管是有把握、沒

把握，要記得主有把握，主透過這樣的經歷教導門徒，也教導今天每個信徒，教

導什麼？ 

 

放下自己的把握 

看起來，時間錯過了，正是要表達耶穌在時間以下、還是在時間以上？耶穌

要讓三個弟子透過這樣的神蹟看清楚：「不要用你的把握來衡量我，因為我不在

你的把握以下；不要用你的時間來衡量我，因為我不在時間以下；不要用你的絕

望來衡量我，因為我在死亡以上。不要擔心害怕，只要相信，因為我掌握一切。」

我覺得主耶穌在這段的教導很清楚，祂要我們學習放下自己的把握，知道祂會把

握。 

這個意思不是說，我們每次遇到事情就兩手一攤，反正主把握。不是，當我

們盡力去把握的時候，我們不會把把握放在絕對的位子上；當我們盡力的去預備

和面對事情，怎麼樣的處境結果都知道，最終主會把握、主會掌握，這是主要我

們學習的。透過睚魯這樣的經驗，睚魯一家人得著信心。 

睚魯的女兒復活了以後，還會不會死？會！假如過了五年、八年，睚魯的女

兒又死了，睚魯的心情是什麼？我假設他還是會傷心，但是因為這次的事情知

道，這不是完了，這不是絕望，這不是死路，這不是到底了。他知道生命握在一

個人手裡，不是他自己手裡。雖然會傷心，也許你曾經歷親人、孩子的離世，求

神幫助我們有這樣單純的信心，睚魯的信心經驗成為我們的幫助，成為我們的力

量。 

因為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約十一 25) 我們不是面對一個死了以後就完了的，在絕望之外，我們有盼望；

在沮喪之外，我們是有活路可走的。 

 

你們應當小心聽 

最後一節經文，八章 56 節，是很值得討論思想的一節經文。耶穌對睚魯的

父母說：「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訴人。」這讓我對另外一處經文立刻產生一個打架

的現象。在八章 16-18 節，耶穌說：「沒有人點燈用器皿蓋上，或放在床底下。」

你點燈不會把它放在床底下，那進來的人要看見光，光是不能掩藏的。「掩藏的

事情沒有不顯出來的，隱瞞的事沒有不露出來被人知道的。」 

耶穌只是在講光嗎？我反覆的讀，發現這又是一處耶穌「自我介紹」的經文，

耶穌在講的就是祂自己：「我沒有辦法不被知道，因為我就是那真光，我不能被

隱藏，我不能被蓋住，總是會讓人知道。」 

但是，你自己說蓋不住、掩藏不了，都會讓人知道。而且，光就是要拿來照



亮的，但在八章 56 節耶穌卻說：「噓，不要告訴別人。」這兩節經文怪怪的，

那我們回到八章前面，往下看第 17、18 節說什麼？ 

「你們應當小心聽」什麼意思？可以從兩個方向去解釋，「你們應當小心聽」

第一是，我們要好好聽主的教訓，因為主傳講神國的道。但是不只如此，我覺得

「小心聽」還有一個意思是，你要聽清楚在講那個道的「是誰」，我們不單聽主

的道，還要認識傳道的主本身，祂是誰？傳道的這一位是誰？ 

我們常常只聽覺得對我們有幫助的「好東西」，好的東西多聽、多學，基督

教也不錯，教導人為善，來聽聽看。我覺得這邊的意思是，不但你要聽到內容、

道理，你更要聽到那道理的本身，就是耶穌。 

耶穌是誰？我們看九章 35 節：「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說：這是我的兒子，

我所揀選的，你們要聽他。」前面講你們要小心聽，我覺得不單單是聽主的道，

而且我們聽明白，原來傳道的那位就是主，就是神的兒子，就是生命的盼望，就

是唯一的出路。我們要小心聽，因為光是不能被隱藏的。 

 

凡有的，還要加給他 

可是後面就來了這一句，最後這句話很有意思，你沒有弄懂的話，去讀這個

經文的話就很困難。下面這句話講出來就有很重要的提醒了：「因為凡有的，還

要加給他」，什麼叫做「凡有的」？我們如果清心的摸著主，找到這位主本身，

我們愛慕的是主自己，而不是主帶給我們好處或利益、不是主來了以後可以讓我

們當老大。我們清心的來的人就是「有」的人，就是「找著」的人，我們就「更

多」，因為「有的，還要加給你」。你如果以純淨清潔的心尋找主，你是找到的，

主還要再加給你。 

下面呢？祂說另外一種人是「聽，卻沒有聽到；看，卻沒看見；碰了，卻摸

不著。」這樣的人，他要的其實是自己的好處。來到教會，雖然靠近主，雖然在

作禮拜，但要滿足的是自己。這樣的人要小心，因為連他自以為有的，也要奪去。

所以回到第八章，怎麼解釋這段耶穌的吩咐？有各種的解經的方式，有一種是說

「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訴人」，是因為耶穌不希望大家把焦點放在祂的神蹟，而是

把焦點放在祂傳講神國的道。第二個可能是耶穌希望大家不要因著神蹟，通通都

擁擠來，耽誤祂後面的事奉，祂不希望這些事情再干擾下去。 

但是，我覺得這裡有一個更嚴肅的提醒，耶穌知道有的人不是要來找祂，不

是為了要得著祂自己，耶穌知道很多人來，只想要能力。這樣的人，連他所有的，

也要被奪走。耶穌不要再讓這些人，能夠有任何的機會，從祂所做的事情，清楚

的被指向祂就是神的兒子；耶穌隱藏祂自己，因為那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

奪走。 

求神幫助我們，我們好多人也是像這些群眾一樣，擁擁擠擠的，緊靠著主；

但求神藉著聖靈，靠著恩典，幫助我們，我們成為那個主說，「是，總有人摸我。」

願神賜福我們。 

 

我們一起禱告： 



親愛的父神，我們可能沒有像血漏的婦人這樣的苦難，我們甚至領受好多的

恩典。你讓我們有富足的生活，甚至很平順。但是懇求恩主幫助我們每一位，不

論是身處富足平順，或是在病痛苦難當中，將我們的心轉向你，單單指望你。我

們向你求，你就必賞賜，賜給我們像血漏婦人一樣，一個清潔純淨的心，因為她

別無指望。求你幫助你的兒女們，將指望放在你身上，使你的教會真的能夠被你

稱讚，主我們摸著你的人多。禱告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阿們！ 

（林玉茵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