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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4 月 17 日 

主日講台信息 

「父子情」 

╱康來昌牧師 

 

經文：創世記二十二章 7-8 節 

「以撒對他父親亞伯拉罕說：父親哪！亞伯拉罕說：我兒，我在這裡。

以撒說：請看，火與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裡呢？亞伯拉罕說：我

兒，神必自己預備作燔祭的羊羔。於是二人同行。」 

神試驗亞伯拉罕（我們）的信心 

創世記 22 章第 1 節說到：「這些事以後，神要試驗亞伯拉罕」。這些

事是哪些事？從遠一點說，是從亞伯拉罕幾十年前蒙召開始，從近一點

說，是 21 章裡亞伯拉罕聽上帝的命令把他的妾夏甲和大兒子以實瑪利趕

出去，也就是他失去他的妾和大兒子，還有族裡面的一些糾紛等這些事。

我們也一樣是在生活裡許多事當中不斷的受上帝的試驗和試煉。 

一講到基督徒生活，我們很自然都會想到我們對上帝要有信心，要信

上帝，大概很少想到上帝也要對我們有信心，要信得過我們。這講來有點

奇怪，我是說從人的觀點來講，神要祝福亞伯拉罕和他的兒女，不要祝福

錯了，不要把恩典給錯了，祂要把恩典給那祂覺得最恰當的人。因此，這

個人對上帝需要有忠誠的信心、順服、信靠。我們大概很難這樣想，不過

各位，我們的主是這樣對我們。因此下面就出了一句話，這句話其實是很

重要的重點，只是我們在講述這件事時，常常也都忘記了。 

「這些事以後」，經過了這麼多折磨、考驗。各位，把這些經文都用

在你身上，你信主以後，經過了很多折磨、打擊、恩典、祝福，然後也繼

續有新的恩典、祝福、打擊，希望這些事幫助我們對上帝有更大的信心，

活得更積極。但有的時候也就被我們篩過去了。 

經過這麼多事，上帝應該信得過亞伯拉罕了，但好像上帝還是信不

過，「神要試驗亞伯拉罕」。各位，這是關鍵，整個亞伯拉罕獻以撒這件事

就是這一句話：神要試驗亞伯拉罕。神要試驗、考驗他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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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或西方歷史上，皇帝對他身邊的人怎麼都不信任，不但對功

臣，有時連兒子也不信任。這類的事我們到今天都看得到，他信不過任何

人。好，就說這是罪惡世界的正常現象，但我們的神也是這樣嗎？ 

這些事以後，神要試驗亞伯拉罕，就是要他把以撒殺掉，看亞伯拉罕

聽不聽祂的話，信不信祂。所用的字最刺耳的就在第 12 節，當亞伯拉罕

拿刀要殺他兒子以撒的時候。 

第 11 節，「耶和華的使者從天上呼叫他說：亞伯拉罕！亞伯拉罕！」

我們講過，聖經裡神呼喚人時，通常就是叫一次，有時候連名字都不提就

直接說，而如果是很嚴肅要表達時就呼喚兩次，神對雅各、撒母耳、摩西

也有這樣的呼召，兩次喊他的名字。「亞伯拉罕！亞伯拉罕！千萬不要動

手」。下一句就是那叫人很難接受的話，12 節「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

了」。這話翻得稍微文謅謅了一點，再直接的翻就是，耶和華說：「不要動

手，現在我知道你是怕我的了」。 

（各位，如果你的心現在開始對上帝很憤怒，我感謝主，你聽懂我在

講什麼了。）「現在我知道你怕我了。我就是要知道你怕不怕我，我要你

殺兒子，你不敢不殺。好，我很滿意，我要祝福你」。但若是這樣，恐怕

我們很難接受，以後所有的祝福都聽不下去了。 

「試驗、試煉、試探」這些都是類似的字。有時當魔鬼用時，我們就

翻成「試探」，神用的時候，就翻成「試煉或試驗」。不管是什麼，聖經雅

各書 1：13 告訴我們，「神不試探人」。因為要試探或試驗、試煉，就是有

不知道、懷疑的心態，神什麼都知道，不需要懷疑，人心裡想的，口裡說

的，神沒有一樣不知道的。可能你沒有這樣想過，但再看看聖經和我們生

活裡，可能有時候會像基甸一樣在試神，在信心中成長，但有時候好像會

覺得神為什麼總在折磨我們？神為什麼好像總在想我們的信心夠不夠，而

常常在試我們？ 

亞伯拉罕這裡是一個例子，神要試試看他到底是不是夠怕祂。約伯記

更是，在天上上帝就好像一個皇帝，祂跟撒旦講：「你有沒有看到我的僕

人約伯，全然敬畏我、完全怕我」？其實這句話的意思就是：「約伯真的

是這樣嗎」？撒旦很懂得上意，說：「對，他不是全然敬畏你，有原因的」。

上帝好像也不知道約伯是不是在任何時候，怎麼苦、怎麼打擊或誘惑他都

專心信靠上帝，就打擊他，看他在被上帝打擊的時候還忠不忠、信不信上

帝。 

試驗的目的在使人認識自己並更信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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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怎麼會這樣？各位，我要趕快把答案講了，這件事情講答案對你

們不一定有幫助，也就是說，這事有答案，但這答案要變成我們真實的生

活，需要聖靈不斷的幫助。答案是：不是神不知道我們，這是個擬人化的

寫法。我們的神都知道，祂知道我們會怎麼樣。事實上神不只都知道，而

且預先知道，不只預先知道，祂預定了。這我不多講，我需要講的是：不

是神不知道，是人不知道，是亞伯拉罕不知道，是我們不知道自己，我們

需要在試煉、試探、試驗中才逐漸認識自己，希望在神的恩典下，也在試

煉、試探、引誘、壓力當中逐漸的成長。 

亞伯拉罕在這件事上知道了，他以前就知道耶和華凡事都有預備，現

在他更在試煉中知道（這對我來講這是很大的安慰，希望對各位也是很大

的安慰）：我是敬畏上帝的，我是愛上帝、信靠上帝的，魔鬼怎麼樣都不

能動搖我。 

上帝根本不動搖，約伯記那些都是擬人化的寫法，要把我們那些比較

敏感的人有時候對上帝的不滿表達出來，然後告訴我們上帝的美意。我回

想一下自己過去的日子，不知道犯了多少錯誤，多少次不是差一點掉到地

獄裡，根本就是進到地獄裡，而我居然還是信回來了。我只能說是神保守、

恩待我，有時候是引誘，有時候是壓力。彼得前書 1：6，你們「在百般的

試煉中暫時憂愁，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

子更顯寶貴」。人生就是一場爭戰（約伯記裡也有這樣的話），就是試煉，

就是壓力，就是打擊。神的恩典夠用，那蒙恩的人就在這些裡面越來越美

好，越來越像主，那些是草木禾稭的就被篩掉。亞伯拉罕一生都在學習要

怎麼更信靠主，神不是要知道亞伯拉罕的心，而是要讓亞伯拉罕繼續知道

他有功課要學習，要知道上帝多麼偉大、多麼了不起。 

亞伯拉罕（基督徒）受的試煉 

下面就來看這一次很艱苦的一個試煉。這艱苦的試煉是在「這些事以

後」。各位再想想，很不容易。第一次的試煉（或呼召）是「離開你的父

母」，這一次的試煉是「丟掉你的兒子」。每個基督徒從一開始到結束，都

會要經過這些試煉的，耶穌說了，「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

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但各位不要怕，神的恩典讓我們能夠愛祂、信祂，而且發現這是最正確的

一條路。很不容易，也不必為此流眼淚，（雖然有時候都會流眼淚，好艱

難），我們應該很歡喜，我們的主愛我們。人生裡，神帶領我們走過每一

步，有艱難，但喜悅的是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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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就不容易，一開始就是離開你的父母、家鄉。不是每個人都要

這樣做，但每個人都需要有這樣的信心：認識上帝是一切，要得到生命必

須失去生命，要得到智慧必須失去智慧，要得到愛情要失去愛情。不是要

失去，而是真正的愛情、自由、生命，都必須在主裡才能得到。西方人說

為了自由什麼都可以丟掉，我們是為了信仰什麼都可以丟掉，因為只有在

信靠主裡面，自由、正義、愛、生命、一切美好的東西（物質的、精神的）

才能得得到。從創世記一開始就講，這受造世界是美好的，罪惡就是我們

把美好的受造物代替了上帝，不管是知識或性，不管是庸俗的或高貴的，

都是一樣。各位，上帝比什麼都重要，上帝是一切美善的來源，求主讓我

們敬拜祂，因著耶穌的救恩，聖靈的光照，我們有這堅定的信心，知道把

自己、兒女、一切獻上，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而是理所當然的，只是我

們罪人很難這樣看清楚。 

神呼叫他說：「亞伯拉罕」，他說：「我在這裡」。這是一個標準模式，

亞伯拉罕是上帝的兒子，是上帝的朋友、僕人，神呼召他，他的反應不像

亞當夏娃一樣的不想見神的面而躲起來，而是一聽到就說「我在這裡，請

說，請吩咐」，他很喜歡聽到上帝對他講話。 

現在人接電話都有來電顯示，看到是喜歡的人打來的才接。各位，你

聽到上帝的聲音，喜歡嗎？你怕聽到祂的聲音嗎？像亞當夏娃一樣「我聽

到你的聲音我就怕，因為我赤身露體，羞於見你」嗎？罪惡叫我們不敢見

上帝，信心叫我們喜悅見上帝，好像沙崙的玫瑰一樣。 

亞伯拉罕的經驗叫他知道（我們也一樣），神的呼召是偉大、美好、

有權柄的，是潔淨、拯救我們的。但他不能忘記神的呼召第一次就是叫他

離棄父母，上一次就是叫他趕出他的長子，而這次會是什麼？ 

第 2 節，「神說：你帶著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你所愛的以

撒，往摩利亞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獻為燔祭。」「燔祭」

是什麼，就是把一隻牲畜（通常是牛）殺了，剝了皮、切成塊子、燒掉。

上帝對亞伯拉罕說：「把你的兒子殺了，剝皮、切塊、燒掉，給我」。好像

神講的每句話都把亞伯拉罕的嘴堵住，當神說：「你把你的兒子獻給我」，

亞伯拉罕可能會說：「神啊，我有兩個兒子給你一個，但我現在只有一個

兒子」。所以神不是說把你的兒子獻給我，神說「就是你獨生的兒子。不

要囉唆，我知道你的理由」。好像亞伯拉罕可以再講：「神啊，有人可能不

愛自己的兒子，但這個兒子我愛」。所以神說：「把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

的兒子，你所愛的以撒。不要囉唆，我知道你很愛他，我要你獻給我」。 

各位想想，這也是個已經知道答案的事，但這答案對我們有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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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求聖靈讓這話對我們是真實的。神有什麼資格、權力這樣要求？答案

很簡單，萬物都是祂造的，我們的生命、氣息、動作都來自神，所以給祂

是最正確的。但如果你不知道上帝對我們的好和偉大，這答案會讓人覺得

是愚民政策而已。求神讓我們知道上帝的真實，「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

神」，不僅祂創造我們，單是這一點祂就有權柄任意的掌管我們，包括祂

也養我們，祂也救我們。哥林多前書 6：19，「你們不是自己的人；因為你

們是重價買來的。」 

我很喜歡看西方這些尤其講到民主、自由、人權等論述作品，講到人

身體的自由、尊貴。舉例來說，一個女死囚犯，即使她一個鐘頭以後要處

死了，獄卒不能對她有任何的性騷擾，身體是自己的，是人最後一道防線。

這看來很偉大、很感動，但大家也都忽略一件事，（連西方人也是，因為

現在已經不太信主了），保羅說，「你們不是自己的人」。保羅在哥林多前

書第 7 章甚至對丈夫、妻子說，「你的身體不是你的」。各位不要以為十字

架的道路只是那些到什麼地方去傳道、為人死，十字架道路包括在夫妻床

上的生活要以對方的快樂為考慮。 

我有一次在跟學生做婚前輔導時說，你們的身體不是自己的，是對方

的，要討對方的喜歡。那女學生就叫了：「康老師，這不就像妓女」？我

說：「比妓女還不如，妓女還有錢拿」。 

這是保羅講的，但我希望你懂，我們不是作賤自己，不是沒有尊嚴，

而是知道上帝的愛，知道自己的罪惡。從創世記一直到啟示錄都讓我們知

道，當人以自我為中心時，不管多麼高貴，會走偏的。所以亞伯拉罕知道

這件事是有福，但仍需要不斷被提醒：你的兒子不是你的。我們的一切不

是我們自己的。但這的確是很難。 

亞伯拉罕聽到這話，「清早起來」就去做。21 章也有這句話，兩次的

痛苦都是清早起來。不知道他那晚睡不睡得著覺。我想他太太撒拉大概不

知道這件事，否則那虎媽一定會跟他拼了。走了三天的路，「亞伯拉罕舉

目遠遠的看見那地方」。「舉目、遠遠的看」都在創世記裡多次出現的字，

新約希伯來書也講，「遠處望見，歡喜迎接，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寄

居的」。 

第 5 節，「亞伯拉罕對他的僕人說：你們和驢在此等候，我與童子往

那裡去拜一拜，就回到你們這裡來。」整個創世記裡有個主題，就是欺騙。

創世記一開始就講到蛇對人的欺騙，最後講到約瑟哥哥們的欺騙。至於雅

各的欺騙和其他的欺騙，騙局就太多了。這裡可能也有兩個騙，不知道算

不算騙。亞伯拉罕要他的僕人在這裡等一等，他們就回來。其實他心裡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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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知道童子是不會回來了，他在很需要幫手獻祭時要這兩個僕人留在這

裡，我想是不要僕人看到他殺兒子而攔阻。 

這三天路程實在寫得太精彩，像胡適之先生說的短篇小說。很多話不

寫，讓你去想。以往這樣三天的路程是很快樂的，亞伯拉罕獻祭總是感恩、

快樂的。但這一次出來獻祭，三天看起來一點聲音都沒有，亞伯拉罕有時

候會不會偷偷的擦眼淚？以撒和兩個僕人應該也覺得氣氛很奇怪，主人怎

麼都不講話？怎麼不像以前一樣？然後要他們等在這裡。「亞伯拉罕把燔

祭的柴放在他兒子以撒身上，自己手裡拿著火與刀；於是二人同行」。 

第 7 節，「以撒對他父親亞伯拉罕說：父親哪！」亞伯拉罕應該是非

常迅速的回答：「我兒，我在這裡。你要我最後一次為你做什麼事」？以

撒問了一個最天真的問題，「以撒說：請看，火與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

羔在哪裡呢」？亞伯拉罕說：「神會預備」，這大概是第二個謊言了，他應

該的答案是：「兒啊，就是你」，但我想他講不出來。 

「於是二人同行」。這叫我們想到夫妻的二人同行，基督徒的二人同

行，多人同行。我們今天一起在敬拜，都是主的恩典，願我們彼此扶持，

因為我要獻你，你要獻我，我們自己也要獻上。 

第 9 節，「他們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這「神所指示的地方」不知道

我們會不會想到後來的各各他，對耶穌也是這樣。神指示的地方，流奶與

蜜之地，神指示的地方一定是好地方，神帶領的道路一定是好的道路，但

一定都有艱難，願我們不要怕那艱難，「他（耶穌）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

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願我們都能

說：「神的路是美好的」。不是含著眼淚帶著微笑，而是真的這樣說：「主

恩待我」。但艱難還是會有。 

「亞伯拉罕在那裡築壇，把柴擺好，捆綁他的兒子以撒，放在壇的柴

上。」築壇應該不太難，會不會還是有聽到一些對話？「兒啊，去找一塊

方一點的石頭來」。不知道多久的時間把柴擺好，把以撒綁好，放在壇的

柴上。我覺得亞伯拉罕應該沒有力量把以撒放在壇上，我若是亞伯拉罕，

會叫兒子自己走上去，老爸抱不動你。而以撒是不是也太安靜了點，也沒

問爸爸在做什麼？ 

中國古時一位孝子曾孫，有次被爸爸打了一頓，孔子就罵他說，「父

親打你，大杖則走，小杖則受」。大的杖子打，你就趕快逃，免得打傷了

你，陷父母於不義。但現在不是大杖，是大刀。 

亞伯拉罕獻以撒，路德說：「再沒有一個兒子，除了兩千年以後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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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兒子（就是耶穌），像以撒那麼順服」。當然一定是亞伯拉罕給他看到這

位神是可信的。我第一次聽這件事是小學一二年級，我跟我爸媽都是那時

候一起信耶穌的。我聽到獻以撒這件事後，回家就問我媽媽：「媽，如果

上帝要你把我殺掉，你殺不殺」？我媽正在切菜，她不回答，我催了半天，

她終於說：「上帝不會要你的」。這回答很好，但小孩子不滿意，我再問：

「可是祂如果一定要呢」？我媽那時信主也才一年，她居然就說：「上帝

要，我也會獻了」。我也居然不怕，聽了好高興，只想到媽媽會聽上帝的

話，不想自己會死掉。光陰似箭，後來我有了兒子，也有了孫子，若他們

再問這問題，我已經預備好了。「爸爸，如果上帝要你殺我，你殺不殺」？

我的回答會是：「如果你是以撒，你逃不逃」？ 

不論如何，求主讓我們知道神的美好。如果你不知道，你聽一萬個見

證也沒有用。如果聖靈不是繼續感動你，讓你知道基督是這麼愛你，你就

算曾經獻上，你也會收回。我們需要不斷的被神的愛來感動、安慰、醫治，

也被磨練。 

以撒的順服，我們感謝主。然後耶和華的使者呼叫亞伯拉罕說，「不

要害他，我現在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剛才已經講過，神早就知道，神是

用這句話來表達亞伯拉罕的心，亞伯拉罕需要知道：「我凡事要敬畏上

帝」。我也再次說，答案講出來，我們不一定都能夠接受，但求聖靈幫助

我們知道：「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因為我是屬祂的；

因為我不是自己的人；因為我是耶穌的血買來的」。願這些不成為口號，

乃是真實的在我們心裡。 

第 13-14 節，「亞伯拉罕舉目觀看，不料，有一隻公羊，兩角扣在稠

密的小樹中，亞伯拉罕就取了那隻公羊來，獻為燔祭，代替他的兒子。亞

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就是耶和華必預備的意思】，直到今

日人還說：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 

當然是，神有預備，我們也感謝主，不過在各各他山上，上帝的兒子

為我們死的時候，神沒有用另外一隻羊來代替祂。也幸好沒有用另外一隻

羊來代替祂，也幸好，第 16 節，「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

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感謝主，幸好上帝沒有留下祂的獨生兒子，

把祂所愛的捨了。我都不知道上帝在講這話時有沒有一點哽咽，講不下

去，因為那是說到祂的獨生愛子耶穌。 

第 17 節，「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

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果我們沒有被聖靈光照，不知道上帝是那麼

愛我們，那麼有能力，配得一切的尊貴榮耀，配得我們一切的奉獻，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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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把一切獻給祂、順服祂，是蒙福的，是喜悅的，是蒙恩的；不是交換

的條件，是蒙恩的結果，心被恩感，如果我們知道，就不會生氣。當不知

道神恩典時，不管聽過、講過多少福音，當我心裡對上帝不滿的時候，上

帝說我會賜大福給你，我會說：「我才不要你的福氣，你這狠心的上帝，

這樣來考驗我，把我和我兒子嚇成這個樣子」。各位，我們需要不斷的求

聖靈光照我們，將這古老的真理重複在我們裡面。 

「於是亞伯拉罕回到他僕人那裡，他們一同起身往別是巴去，亞伯拉

罕就住在別是巴。」22 章寫到這裡應該就結束了，但後面又講了，第 20

節，「這事以後」。20 節跟第 1 節幾乎一樣，兩個「以後」之間有個驚天動

地的事，然後結尾又說了一件事：   

第 20-24 節，「這事以後，有人告訴亞伯拉罕說：密迦給你兄弟拿鶴

生了幾個兒子，長子是烏斯，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亞蘭的父親基母利，並基

薛、哈瑣、必達、益拉、彼土利（彼土利生利百加）。這八個人都是密迦

給亞伯拉罕的兄弟拿鶴生的。拿鶴的妾名叫流瑪，生了提八、迦含、他轄，

和瑪迦。」 

為什麼要列出這十二個人的名字？既無因也無果，很無聊，念還念不

通。各位，這樣寫的意思看起來是這樣：當亞伯拉罕重新得回他兒子之後，

神的應許是你的子孫會像天上的星那樣多。神這次的應許在希伯來書說不

只是應許，上帝好像也被自己的無聊弄難過了，或者上帝好像也被亞伯拉

罕的忠心感動了：「亞伯拉罕，朕這次真的是服了你，你對我真忠心，剛

才那一招，我如果慢了 0.1 秒鐘就殺下去了。這次我對自己發誓」。希伯來

書說上帝這次的應許跟以前的應許不一樣，以前是應許，這次是發誓，藉

著這兩件不更改的事，神要亞伯拉罕和我們知道，神的話一定實現。 

祂發誓：你的子孫會多起來。是，是有給你子孫，不過始終是孤星淚，

就一個。這次真的會給你很多。各位，下面聖經應該怎麼寫這一幕？我會

寫：「那一天以後，撒拉又懷孕，且每個月都懷孕，每一次都是十胎、廿

胎，生出幾千幾萬個，然後亞伯拉罕就變成大國，得到很多土地，富有，

上帝的應許就實現了。哈利路亞讚美主」。然而各位，接下來的 23 章卻寫

到撒拉死了，而以撒什麼時候有孩子還要等以後，以撒得妻兒跟亞伯拉罕

一樣，也很難。上帝的話、考驗、恩典一直在進行，願我們一直相信，不

憑眼見。 

神發誓，還是沒實現，但亞伯拉罕繼續信，就跟我們一樣，我們相信

神的話是真的，但又有一個不大不小的打擊。亞伯拉罕家鄉有人來，就跟

我們當中很多弟兄姊妹一樣，一看有人沒信主，就又作見證：「上帝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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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請你聽信上帝的好處：上帝對我真好，神蹟啊，我老婆九十歲居然

生了一個兒子」。以撒是一個見證，當這見證完了，他的家人說：「你們的

上帝對你好好，這幾十年你背井離鄉，為祂撇棄一切，祂給了你一個兒子，

很好。讓我告訴你，那沒有跟隨你的上帝的你的兄弟，他得了十二個兒子，

有名有姓」。就好像你跟哥哥說：我信耶穌以後很好，上帝給我一個兒子」，

你哥哥說：「我信慈濟以後更好，十二倍。你開裕隆，我開賓士」。 

我們的眼睛能看到多少上帝話的實現？一首有名的詩歌：「我的眼睛

已經看見」，求聖靈開我們心中的眼，讓我們看到神沒有誤事，神是真實

的。求主讓我們看到神是萬有的主宰，祂給，祂收，祂帶領，在神的手裡

是最有福的，是唯一有福的。各位，我們都是有福的，我們不一定能講出

我們有多少富裕，但希望能夠講出耶穌是愛我的，上帝是愛我的，上帝是

愛教會、愛我們每個人，我們多人一起同行，與主同行。 

禱告 

天父，謝謝你的恩典和慈愛，願你繼續對我們說話，當我們聽到你的

聲音害怕、躲避，當我們想犯罪、想恨人、想驕傲、想要懦弱、躲避責任

時，求主的愛總來激勵我們，求主的智慧總俯就我們這些卑微的人。主啊，

孩子在跟隨、信靠你的日子裡，在看聖經的時候，在任何時候，主，我都

蒙你的保守，我感謝你，但在任何一個時候我也仍然有那麼或多或少老我

對你的抗拒，想要自己躲在一個地方，自由一點，任性一點，哪怕是短暫

一下下。主，願我知道你的愛和美好，願我渴慕你的愛和美好，願我希望

更多的與你一起同行，而不是躲在一個地方喜悅自己的事，主，因為在你

裡面的喜悅是永恆，是有益，是幫助人的。憐憫我們，我們感謝你，我們

有眼淚，因為我們實在軟弱，但我們感謝你，你愛我們，你拯救我們，你

使我們歡笑。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呂琪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