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 5 月 18 日 

主日講台信息 

「超越顛峰」 

╱馬清璽牧師 

 

經文：路加福音九章 37-56 節 

第二天，他們下了山，就有許多人迎見耶穌。其中有一人喊叫說：夫

子！求你看顧我的兒子，因為他是我的獨生子。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

鬼又叫他抽瘋，口中流沫，並且重重地傷害他，難以離開他。我求過你的

門徒，把鬼趕出去，他們卻是不能。耶穌說：噯！這又不信又悖謬的世代

啊，我在你們這裡，忍耐你們要到幾時呢？將你的兒子帶到這裡來吧！正

來的時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地抽瘋。耶穌就斥責那污鬼，把孩子治

好了，交給他父親。眾人都詫異神的大能。 

耶穌所做的一切事，眾人正希奇的時候，耶穌對門徒說：你們要把這

些話存在耳中，因為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裡。他們不明白這話，意思乃是

隱藏的，叫他們不能明白，他們也不敢問這話的意思。 

門徒中間起了議論，誰將為大。耶穌看出他們心中的議論，就領一個

小孩子來，叫他站在自己旁邊，對他們說：凡為我名接待這小孩子的，就

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來的。你們中間最小的，他便為

大。約翰說：夫子，我們看見一個人奉你的名趕鬼，我們就禁止他，因為

他不與我們一同跟從你。耶穌說：不要禁止他；因為不敵擋你們的，就是

幫助你們的。 

耶穌被接上升的日子將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便打發使者在他

前頭走。他們到了撒瑪利亞的一個村莊，要為他預備。那裡的人不接待他，

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門徒雅各、約翰看見了，就說：主啊，你要我

們吩咐火從天上降下來燒滅他們，像以利亞所做的嗎？耶穌轉身責備兩個

門徒，說：你們的心如何，你們並不知道。人子來不是要滅人的性命，是

要救人的性命。說著就往別的村莊去了。 

 

弟兄姊妹平安， 

在這段經文之前，路加福音九章 28-36 節記載耶穌基督登山變像。對那似

乎是特意挑選的門徒，彼得、約翰、雅各，我想這絕對是他們生平的一個高峰。



他們居然有幸在山上經歷人類有史以來唯一這麼一次，兩位舊約中最具代表性的

祖先，以利亞、摩西，和他們的主耶穌基督同在一起。 

光榮時刻 

如果有一天我可以跟馬丁路德、加爾文、主耶穌在一起，那是何等光榮的

事啊！我可能也會像彼得一樣，想蓋三個棚，留下這個榮耀、留下這份享受。門

徒們還親耳聽見神從天上跟他們對話，之後，他們跟耶穌下山，這三個門徒下山

之後的感受是什麼？像不像摩西從西乃山下來，臉上大有榮光？ 

你有沒有過在聚會中非常感動，在崇拜裡被聖靈充滿，心裡喜樂，感動哭

泣，深深感到復活的主是那麼真實，聖靈那麼親近，深深感到上帝豐豐富富的把

愛灌溉給你？ 

當我們從那個景況出來，回到家裡，又如何呢？或者是如果你認真的在主

面前很久了，你清楚知道、感受到自己屬靈生命一直在成長，你感受到那份喜樂。 

或是你剛信主，經歷神的觸摸，屬靈的復興正在你身上興起，裡面燃起那

份熱火；或是你剛剛做了一個美好的見證，在掌聲中，你確定，你也感受到你是

一個好基督徒。 

這個處境之後你要做什麼？我們都期待這樣的見證、這樣的榮耀可以持續，

持續在一個看來非常好的處境之中。 

趕不了鬼 

進入今天的經文，九章 37-43 節，耶穌登山變像之後，帶著三個門徒下山，

迎頭來的就是一個事件，山下的門徒沒辦法趕出一個被鬼附的孩子的事。這群門

徒看耶穌行神蹟這麼多了，他們自己也被差派出去，代表耶穌基督；他們醫病、

趕鬼，行了很多神蹟，怎麼突然間的，趕不了鬼了呢？ 

耶穌嘆息說：「噯！這又不信又悖謬的世代啊，我在你們這裡，忍耐你

們要到幾時呢？」耶穌責備眾人，當然可能包含山下那九個門徒，充分的表現

他們信心非常的不足。 

這段經文與前面登山變像成為強烈的對比；剛剛才在山上歡欣經歷了史上

唯一這樣的榮耀，下山卻馬上凸顯，門徒與眾人面對撒但的勢力時，如此的挫敗。

趕鬼趕不出去，凸顯了信心的不足。 

當你從高峰走來，感到自己屬靈最棒的時候，你都遇見什麼樣的事呢？回

想我自己在內湖分堂，有一次講道，我自己都覺得很感動，弟兄姊妹也有回應，

我覺得我屬靈進步滿多的。崇拜後，用餐完，自己在那裡回想、品味、享受那份

處境，在那裡走來走去。 



我們教會有一個沙發區，弟兄姊妹坐那裡聊天，而我在那裡走來走去。突

然，一個小孩，大概國小一年級，坐在鋼琴座椅上，看著我說：「牧師啊，你幹

嘛在那裡走來走去啊？好像一隻翹著尾巴的公雞，在那裡走來走去！」旁邊的人

都沒有人接腔，沒有人救我，我低著頭趕快回辦公室躲起來，坐在辦公室椅子上，

好像聽見主說：「唉，這又不信又悖謬的世代，我要忍耐你們要到幾時呢？」 

對耶穌認識不足 

44-45 節，耶穌趕出門徒所趕不出去的鬼之後，眾人希奇，在此，耶穌第二

次的宣告、預告自己受害。這段經文很特別，路加講到耶穌預告自己受害，經文

很短：「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裡了。」可是，路加的旁白卻寫了很多，45 節：「他

們不明白這話，這意思乃是隱藏的，叫他們不能明白，他們也不敢問這話的意思。」

門徒依舊不了解，耶穌要走向耶路撒冷、要受苦的路徑。 

用中文新譯本去理解，可能比較清楚：「可是他們不明白這話的意思；因為

它的含意隱晦不明，使他們不能了解。」路加刻意提醒，門徒對耶穌彌賽亞的使

命，依舊不明白。如果延續著前面的經文，希律王、耶穌，都反覆在問：「耶穌

是誰？」而中間不斷的回應，不斷的用各樣的方法告訴他們，耶穌、彌賽亞，是

怎麼樣的一位彌賽亞。才剛講完，大家還是搞不清楚；門徒對主、彌賽亞的認知

依舊那樣的不足。 

他們不敢問，不好意思問。之前撒種的比喻，跟其他人不同，門徒會到主

面前來問：「你講撒種的比喻是什麼意思啊？」他們不斷的問，展現了跟其他人

的不同，展現他們是門徒。怎麼才相隔一章而已，這些人最好的特質，那渴望的

心、渴望的態度，怎麼沒啦？他們不好意思，不敢問。 

是不是大家在屬靈高峰，就不好意思再問了？講那麼多遍還搞不懂？會不

會是覺得，屬靈的人「緘默就是智慧」呢？他們對耶穌的認識，依舊不足。 

錯誤的渴望 

之後，46-48 節，門徒之間起了爭論，他們爭論誰將來為大。聽不懂耶穌的

預告，他們一點都不擔憂；他們也不擔心主說他將要走苦路。他們花很大力量在

爭論將來誰可以坐高位。他們脫離本分真的滿遠的！各位，在你恩師告訴你他要

安息的時刻，你會不會還在他旁邊吵：「將來老師的位子讓誰坐啊？」 

耶穌帶一個小孩來回答這個問題，他說，接待這個小孩就像接待耶穌，就

像接待神。這小孩代表了耶穌，耶穌代表了神。他的意思好像是說，你們中間誰

謙卑像這個孩子，就如同像著我，像我就像上帝一樣。 

真正偉大不是世上各種能耐、權位、財勢；也不是保羅所講的，有先知講

道的恩賜與能力，你有說方言的恩賜，有豐富的神學知識，或是像保羅一樣，有

三層天的經歷，這些都終將歸於無有。耶穌回應門徒的爭論，唯有像小孩子；回



轉有耶穌的生命，那是為大。 

這段經文凸顯了一件事情，跟從耶穌的門徒，與耶穌渴望給他們的那美好

的生命；門徒所渴望的，跟耶穌基督要給的，之間差異非常大，有嚴重的分歧。

他們想坐高位，耶穌卻要他們成為小孩子。這段經文也凸顯從屬靈高峰下山的他

們，渴望坐到寶座上，這個渴望是嚴重的錯誤。 

門徒的渴望 

接著，49-50 節，門徒約翰看見有一個人奉耶穌的名趕鬼，這個人用耶穌的

名字趕鬼，自己卻不願意跟從耶穌。他要耶穌的名、要耶穌的能力，但不要跟隨

耶穌付代價。約翰不贊同，想要禁止他們；約翰想法很簡單，你不願意跟我們一

夥來跟從耶穌，就不要用他的名！但耶穌看法卻相反，你要用我的名，就算我一

夥了，就算你不在我們中間，你也是一個幫助。 

延續之前爭論誰為大，約翰所關心的是什麼？約翰關心的是，誰配使用耶

穌的名？誰配代表耶穌？誰才是耶穌的門徒？誰才是耶穌最有力、最棒的幫手？

他緊緊跟隨耶穌基督，那麼付代價，他是門徒中最好的代表。 

但是，耶穌基督關注、關心的是什麼？耶穌關心的卻是神國度的爭戰，不

是門徒身分的重要。所以你願意用我的名趕鬼，就是神國的幫助。 

約翰在想什麼？好像繞著自己的主題，如果每個人都可以用耶穌的名，那

我忙什麼？我算什麼？耶穌在乎神的國，而約翰在乎自己。從屬靈的高峰走下來，

他們的眼光依舊是那麼樣的不對、寬容的心依舊是這麼樣不足。 

請大家回顧，登山變像後一連串的事件在展現什麼？門徒的信心不足、對

主認識不足、寬容的心不足，門徒所渴望神給他的身分地位是錯誤的。從路加的

敘述，從高峰下來，他們卻是這樣的處境。 

定意走向耶路撒冷 

九章 51 節，耶穌就定意「按神的意思」，按著登山變像中和摩西、以利亞

討論的內容，定意走向耶路撒冷，走那苦路。而穿插在這走苦路的經文裡面，門

徒展現了一連串脫序、凸槌的事件。其實耶穌還沒有上苦路，已經在苦難之中了。

他最愛的門徒仍在迷霧裡沾沾自喜，耶穌卻已經為他們深切的在受苦與艱難裡

面。 

想一想，可能你愛主，努力的為主擺上，如同門徒願意為主燒盡。但是我

要提醒你，會不會你的屬靈高峰，其實讓耶穌受苦？我不是在打擊士氣，不是在

唱衰，我在這邊提醒的是，怎麼樣在屬靈高峰中，持續在屬靈生命中，從成長，

走進成熟？ 

我剛信主的時候，對家人信主有很大的負擔，那是我屬靈生命第一次的大



躍進。我回到南部見我家人，渴望他們可以信耶穌，跟他們不斷的傳福音。他們

說，宗教都勸人為善啦，我就巴拉巴拉講一大堆。他們跟我談輪迴，我就告訴他

們什麼是永生。沒有一個人講得過我，最生氣的是我媽媽，我媽從小就拜拜，我

信耶穌了她還在拜，她一拜拜我就愛心規勸。在那段時間，好像我走到哪裡，所

有人都可以看見我胸前掛個牌子寫著「你不信耶穌會下地獄！」直到現在二十年

了，我家人信主的依舊很少。其實我是滿難過的，我在自己的世界裡面火熱傳福

音，耶穌和家人卻都在受苦。 

從傷痛裡被醫治 

51-56 節，耶穌離開服事了一段時間的加利利，往耶路撒冷走，來到一個撒

瑪利亞村莊。撒瑪利亞人不接待耶穌，因為耶穌正面向耶路撒冷城，定意走向耶

路撒冷，所以他們就不接待耶穌。這有一個歷史的背景，因為撒瑪利亞人是混種

的，猶太人跟外邦人的混種，更重要的是在西元前二世紀猶太有一個統治者叫許

爾勘一世（John Hyrcanus I），他統治猶太部分的地區，破壞了撒瑪利亞人在基利

心山敬拜神的殿宇。從那時候起，就奠下了一個歷史包袱，猶太人跟撒瑪利亞人

之間嚴重的衝突、強烈的敵對。所以他們看耶穌向著耶路撒冷，他們就不接待，

因為你是我的敵人。 

當然，就帶來雅各和約翰強烈的反應，對約翰來講，舊仇加新恨，全部湧

上來。他想仿效列王記下第一章，以利亞面對撒瑪利亞王亞哈謝所派遣的兩批官

兵，從天上降下火來燒死他們。約翰在舊仇和新恨交雜之下，想學以利亞，希望

能夠從天上派怒火燒了這些人。我想，約翰愛主耶穌，當耶穌不被禮貌的接待，

他在乎自己眼看不舒服的處境，他在乎歷史上不舒服的記憶，就很希望用火燒滅

他們。 

但耶穌的反應是什麼？耶穌責備他，這是非常重的話。耶穌的拯救是什麼？

耶穌的拯救是幫助門徒離開歷史的包袱，離開眼前看得不舒服的處境，繼續引導

他走向成熟。他要約翰在拯救中學習，從過去的傷痛裡被醫治，從現在的疼痛、

難處裡面，被帶出來。 

你有沒有歷史包袱？你有沒有看不舒服的感受？當這些交雜在一起，你的

感受是什麼？我太太認識我這麼久，她看我一個動作、聽我一句話，就常常搬出

一個招牌控訴：「你從來就是這樣，不改變！」其實我常常覺得很無辜，此刻我

又不是那樣。她的反應像足了約翰，其實經過二十年到現在，我已經學乖了，太

太控訴我的時候呢，我就乖乖的跟耶穌一樣，到別的村莊去走走吧。 

你怎麼從這一連串的問題裡出來？你如何可以不斷的增進自己的信心？你

怎麼有辦法不斷的去認識耶穌呢？你如何在靈性的成長的過程裡面，常有正確的

期待？你渴望回轉像個小孩嗎？你如何以寬容待人？你如何遠離過去歷史的包

袱呢？ 



耶穌來拯救誰？ 

耶穌來是為什麼？是為了拯救人的生命。用了這麼大段經文，我想不難發

現，從山上的屬靈高峰下來的門徒，他們都在「狀況外」，五件事情顯然的都在

「凸槌」。其實，在這段經文裡面，最明顯的是耶穌的情緒，他嘆息說：「噯！我

忍耐你們到幾時呢？」面對約翰阻止那個不跟隨耶穌，但用耶穌的名趕鬼的人，

耶穌強烈的回應：「不要禁止他們！」當約翰要求神把火降下來燒滅撒瑪利亞人，

耶穌反應是責備他們，反身責備他們。 

是誰讓耶穌帶有那麼強的情緒？這是很難見到的。是那求耶穌趕鬼的父親

嗎？是那些不願意跟隨耶穌，但用耶穌名的人嗎？還是撒瑪利亞村莊的人？其實，

經文非常清楚，讓耶穌基督感到憤怒、難過的是誰？是這群門徒。路加福音一路

從第五章開始，耶穌不斷的在建造門徒，他費盡了力量，關注門徒，忍耐門徒，

為門徒擺上，他最掛念的就是這群門徒。 

各位，最容易啟動你情緒的是誰？不就是你最愛的人嗎？不是路人甲、路

人乙。這份情緒不就述說了耶穌基督深處的愛嗎？他來，到底在拯救誰？是誰泡

在拯救裡面？是眾人嗎？還是門徒？ 

靈性好的時候，我們火熱，我們感動，我們流汗，我們流淚，我們參與各

樣的服事，但是我要提醒，我們看見的不都是我們的犧牲，你殊不知耶穌一路上

將我們的生命成為他眼光的焦點，一路上一直都在拯救我們。如果我們成為主手

上的器皿，也是因為蒙他拯救，我們能夠發光，一直在拯救之中。 

真正享受拯救的是誰？ 

前一陣子有一天晚上就寢前，我跟太太兩人在討論教會一件事情，我很高

興的跟她講，我今天做了一件事，面對教會裡的一個很認真的同工，我怎麼樣跟

他對話，化解了可能帶來的一場麻煩和不愉快。我跟這位同工講到最後，我用一

段比較強烈的話語，命令他不要這麼樣處理事情，不然的話後面的麻煩會很多。

我講啊講，其實滿高興的，因為我覺得自己化解了一個還沒發生的問題。 

我太太一聽，呯！跳起來（我想，她怎麼那麼感動？）她開燈，走去外面

拿手機來，給我看了兩則簡訊，是那位同工寫的給我太太的。第一則簡訊說，他

知道牧師是好意，雖然他的想法跟我不一樣，但是就遵從牧師了。第二個簡訊，

他說，他接受到牧師很直接的命令，心裡很難過，但他知道「牧師壓力很大」，

所以就遵照辦理。他覺得很無辜，但是我也在想我是在幫助這個同工，我從頭到

尾都覺得自己顧念他、恩待他，我在為主發光、為主擺上。但到底是誰在恩待誰？

其實真正享受拯救的是我，不是嗎？ 

約翰是我所認知，十二個門徒裡面，應該屬靈上是最好的，但是在路加福

音裡面，約翰只說了兩句話，都在今天經文裡面。這兩句話都引來耶穌強烈的回



應。約翰對異己，無法容忍；對公義，深切的渴求；對好壞，分辨得極為堅固。

他像耶穌基督口中的那個「雷子」──不是朋友，就是敵人。你不跟隨耶穌，就

不要用耶穌的名趕鬼！你不服事耶穌，你不接待他，我就降火燒了你！他是「耶

穌派」的狂熱分子，用盡自己的生命想要保護基督、回應基督的愛。 

門徒約翰的體會 

但是，他跟耶穌的兩段對話，卻是今天經文的衝突點。耶穌一路都在拯救

這個狂熱分子，不停用各樣方法，用責備的方式，不斷提醒他：「你要搞清楚啊，

約翰。」想想這個「耶穌最愛的門徒」，他有什麼值得愛的？他有什麼值得建造

的？他還是門徒裡面最好的一個呢！卻是這段日子裡，麻煩最多的一個。 

如果你有一個部屬，他狀況最好的時候，天天跟你出槌，那他平常的時候

會是怎麼樣？他低潮的時候不就更麻煩了嗎？你要不要用他？耶穌看自己帶這

麼久的門徒，之中最好的一個，這幾天都在跟你出槌。主是那樣的忍耐，用各樣

的方法去與他互動。如果人最好的時候，都還這個樣子，主都還忍耐，你想我們

不好的時候，低潮的時候，大聲的呼求「主啊，主啊，來救我！」的時候，他會

不理你嗎？ 

想想約翰，約翰是新約裡面，談愛談得最深切的，例如在約翰壹書四章 19

到 21 節說：「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

謊話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愛神的，也當愛弟兄，

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這是未來的約翰所寫的，他一生經歷在主面前，耶

穌不斷的拯救，到最後判若兩人。 

他離開狂熱分子的表達，把他的狂熱表現在什麼上？──如果你愛耶穌，

就愛你弟兄，愛你眼前找麻煩的弟兄。約翰已經從過去的記憶、眼前的不舒服中，

真的走出來了。維持我們靈性，我們信仰在一個很好的處境裡，那個催化劑是什

麼？我們再棒、再好，或是我們平平、或是很低潮、很沒見證的時候，其實我們

唯一能夠經歷的，都是主的拯救！ 

出埃及 

將今天的經文，與馬太、馬可福音來比較，你會發覺路加用了非常特別的

詞彙，他不斷的讓你想起，耶穌帶門徒像什麼？像是「出埃及」。耶穌登山變像

的時候，路加特別描寫「衣服潔白放光」，展現了耶穌在山上的那份榮耀。在山

上遇見摩西，當你想到光、想到摩西，會讓你想起在西乃山下，對不對？路加在

談登山變像的時候，摩西、以利亞和耶穌在對話，他們討論「去世」的事情，「去

世」這個字在希臘文原文就是「出埃及」，希伯來書十一章 22 節就直接翻譯成「出

埃及」。 

路加形容耶穌，在這段歲月裡面，好像在帶著門徒離開那軟弱、罪惡，各



樣轄制，他好像帶門徒在「出埃及」。當耶穌看到門徒趕不出去那個鬼，他嘆息

說：「我在你們這裡忍耐要到幾時呢？」這句話是耶和華神在舊約出埃及記，最

常說的一句感慨的話，祂用過四次。 

路加福音九章 51 節，耶穌被接上升的日子將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

「便打發使者在他前頭走」。打發使者在前頭走，耶穌曾幾何時，他一向不是引

領門徒嗎？怎麼會叫門徒在他前頭引他走呢？這句話是出埃及二十三章 20 節：

「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護你。」出埃及三十三章 2 節，也用到

同樣的話語。換句話說，路加在陳述耶穌基督表達話語裡面，不斷的在提醒你，

出埃及。 

門徒信心不足，認識不足，門徒爭權，各樣脫序的事件，這幾個事件跟出

埃及幾個事件，都非常的相近。出埃及裡幾個重要的事件，像亞倫金牛犢事件，

是因為對上帝認識不足；十二支派窺探迦南回來以後的反應，是因為信心不足；

先知巴蘭假借神的名義、可拉一黨與摩西的爭權，甚至路加福音經文的內涵都跟

出埃及相平行。換句話說，路加不斷的在提醒，耶穌帶著門徒，就像摩西帶著上

百萬人，在出埃及的路上。他不斷忍耐他們的脫序，他們失了焦點、自以為義，

但他不斷的成為他們的幫助。摩西所做的所有事情，耶穌在這段歲月裡面都成就

了。路加用猶太人懂的詞彙「出埃及」去展現耶穌基督怎麼帶門徒。 

我們生命的主 

對我們而言，信主之後，我們走出老我，走出各種各樣景況，其實不就像

是出埃及嗎？我們要離開各樣綑鎖的軟弱，走出以自我為中心的問題，不就是在

出埃及嗎？不就是需要像摩西這樣的一個主，來一路引領我們嗎？他像一家之主，

為我們預備食物，渴了，帶我們到有水的地方；跌倒了，把我們扶起；跑歪了，

把我們拉回來；搞亂了，讓事情回歸正軌；犯錯了，為我們贖罪。但他更不斷催

促我們向迦南走，這不就是我們生命所需要的那位主嗎？ 

在今天經文的最後，路加特別說到，耶穌來，不是要滅人性命，是要救人

性命。在出埃及的概念下，你思想耶穌跟摩西，是不是有一個不同？摩西帶以色

列人出埃及，把神的律法帶進來、把罪顯出來，但他沒有辦法帶以色列人進迦南，

連他自己都沒有進。他帶來了律法讓我們看見罪，而當場的以色列人全部倒斃在

曠野。 

可是，耶穌來，不是滅人性命，是拯救人性命。摩西所不行的，主耶穌基

督可以做，而且他做成了，他一直朝向耶路撒冷城，他承擔我們的罪惡、軟弱，

承擔門徒所有的脫序，承擔這一切成為他苦難路徑的起頭，讓人真的可以進入迦

南美地。 

想到出埃及，想到路加的陳述，我心中有很多的感動。2007 年五月，在內

湖分堂，有一天我一連接到三通電話，有三個不同的人跟我講同一件事，就是在



關渡榮總分院，有一個人需要牧師。第一次接到電話，我想，從內湖到關渡，中

間幾百個牧師，這麼遠，我就說：「喔喔喔，好，為他禱告。」到第三通來的時

候，我跳起來，趕快跑。 

神恩待我 

到了關渡分院，進去的時候，看到一個戴著氧氣罩的人，旁邊站著他的兒

子、妻子，當然我全都不認識，他們也覺得「你是誰？」我說我是牧師，他兒子

就貼近他耳旁講，來了一位牧師。他不能講話，他開始一直哭一直哭。其實我不

知道他哭的什麼，那天他情緒非常激動，我不敢多說，跟他留下電話，彼此了解，

然後我就回去了。我還是搞不清楚，後面我連續幾次探訪，他兩天之後就安息了。 

跟他太太、兒子談完之後，我才恍然大悟一件事，在他很年輕，二三十歲

的時候，跟妻子兩人曾經對神很火熱，信主、受洗，然後服事神。但不知道為什

麼原因，他就離開教會，經過了三四十年，他染上了賭博，有外遇，他給家人帶

來深切的痛苦，他完全的脫序，只有在臨終之時，想起了主。他想起了他需要救

贖，神就大老遠的，把我從內湖拉過去看他，然後為他預備了所有後事。我心裡

很感動，「三四十年都不認主了，這時候要主來幫忙，可是神卻這樣恩待。」 

我一直在問：「主啊，這幾百個牧師在我前面，為何需要我？」後來，我低

下頭來，因為，是我最需要對主的拯救有把握，神恩待我。 

 

我們一起禱告： 

主啊，孩子當讚美你，你真的就像你所說的，時時刻刻，隨時隨地，

看顧著我們。謝謝主，讓我們有能力可以蒙你的救恩，還可以服事。也謝

謝主，讓我們總在自我的環境中服事的時候，你依舊恩待祝福，因為我們

走在那不斷成長的屬靈裡面。謝謝主，願我們不斷的經歷你拯救的真實，

願我們不斷的深知，主，你救我們，會救到底。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阿

們！ 

（林玉茵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