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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17 日 

主日講台信息 

「責備和鼓勵」 

╱康來昌牧師 

 

經文：「啟示錄」2：7、11 

   「7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神

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吃。11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

聽！得勝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讀「啟示錄」的一些提醒 

一、「啟示錄」不是封神榜，不是燒餅歌，不是怪力亂神，不是研究敵基督，

不是預報世界局勢的發展。但這似乎是華人教會、西方福音派裡都有的特點，很

喜歡去探索這些。「啟示錄」不是在講這些，雖然有提到一點列國的狀況。 

二、跟聖經每卷書一樣，「啟示錄」重點是在啟示、見證耶穌基督，是在告

訴我們基督的國、神的國度（不是人的國度）永遠的榮耀和得勝。所以願我們不

是害怕或厭惡讀「啟示錄」。1：3 說到，願意念、聽、遵守「啟示錄」上面的話

的都是有福的，讓我們遵行祂的道、信靠祂的救恩。 

三、「啟示錄」跟「福音書」一樣，都在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不過「福音

書」裡比較強調拯救的基督，「啟示錄」裡比較多強調審判的基督。在「啟示錄」

裡也有講基督的拯救，在「福音書」裡也有講基督的審判，而「啟示錄」裡審判

比較多一些，看起來基督比較兇一點，實際上跟「福音書」的基督是同樣一位，

那些比較兇、嚴厲一點的話也是充滿了愛，提醒我們神會審判，這審判是真實的。

也更提醒我們，上帝為我們預備了救恩，叫我們在審判的日子，因著在審判之前

的每個日子我們信靠順服上帝，而有平安、拯救、喜樂。「啟示錄」仍然是「福

音書」的一卷，仍然叫我們在還有時間的時候，快快領受上帝的道，快快領受主

耶穌的救恩。 

四、「啟示錄」不是只在講將來的。包括在「啟示錄」一開始就看到，耶穌

基督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神；是阿拉法，俄梅戛」，耶穌基督是過去、

現在、到將來永遠的神。「啟示錄」裡有「創世記」的信息，「創世記」裡有「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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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錄」的信息。「啟示錄」裡談到上帝創造的奇妙，「創世記」裡兩次講到世界末

日的可怕，就是所多瑪、蛾摩拉，和挪亞洪水的時候。「啟示錄」、「創世記」都

在講過去、現在、將來。「啟示錄」裡有提到主耶穌基督的拯救、十字架。不錯，

「啟示錄」的確是告訴我們將來必成的事，但將來必成的事跟現在、過去神正在

做的事密切不可分。願我們看「啟示錄」不要只是看到講將來要發生的事，尤其

不是在講將來世界局勢的進展。有提到，但那不大清楚，也有各種不同的看法。

提到很清楚的是：神（基督）的國是永遠的。 

耶穌給眾教會的信 

就從「啟示錄」第二章開始看耶穌給眾教會的信（今天只講前兩封）。每一

封都是耶穌給眾教會或眾教會使者的信。這「使者」可能是指教會的負責同工、

或天使，我覺得最恰當的，眾教會的使者就是每個基督徒，因為我們都是神的使

者，不管有什麼樣的地位。我深深相信是寫給教會領導者，也是寫給我們每個人。

願每個人、每個時代、每個教會都聽到上帝對我們眾人說的話。 

不要解錯了，有些流行的解法說每個教會代表一個不同的時代，其實聖經清

楚告訴我們，「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是針對當時的教會，但也是針對每個時

代的每個教會。所以不要說我們是非拉鐵非教會，公會是撒狄教會等等，這都是

一種自大。每個教會都多多少少有這七個教會的特點，好的也好，壞的也好。 

耶穌對眾教會各有不同的署名 

耶穌對眾教會各有不同的身分表達，這就好比我寫信給我太太，或兒子、或

教會弟兄姊妹，都是我在寫，但因為對象不同，我的內容、口氣和署名也不一樣。 

當耶穌跟第一個以弗所教會說祂是「右手拿著七星、在七個金燈臺中間行走

的」，祂的意思是什麼？以弗所教會的特點是很努力工作；很為教會擔心；很多

假的使徒，他努力的要把他們分辨出來；他恨惡尼哥拉一黨的人，覺得這個教會

（實際上也是）、歷世歷代的教會都受到攻擊，很多工作大家都沒有做，所以他

勤快努力；還有不能容忍惡人。這些，耶穌都有稱讚，但往往在做這些事時，會

一方面失去愛心，另一方面失去信心，覺得神都不在做事，所以我要多努力一點。

（不知道我們當中有沒有人是這樣。我大概不是，因為我都是被罵的那一個，不

是做得勤快的一個）。 

對這種很憂國、憂民、憂教會的弟兄姊妹和教會，耶穌就說：「你放心，教

會在我的手裡；你放心，我在各教會中走來走去，我在鑒察、我在看。我在看眾

教會有什麼錯誤、有什麼需要幫助的地方」。這是耶穌提醒以弗所教會，因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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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所教會太憂國憂民了，耶穌說這話應該是叫他不要這麼憂國憂民，不要這麼擔

心。 

耶穌對以弗所教會的稱讚 

耶穌對以弗所教會有些稱讚，一個就是他很勤勞，「我知道你的行為、勞碌、

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惡人。你也曾試驗那自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看出他

們是假的來。你也能忍耐，曾為我的名勞苦，並不乏倦。」 

從這裡和整個聖經來看，我又要再發個牢騷：會不會很多時代（包括現代）

的教會都有一個明目張膽的違反耶穌教訓的作法，很多教會明目張膽的違反耶穌

對我們末世生活的教導。耶穌明明告訴我們，祂再來的那日子、那時辰我們不知

道，但很多人天天就在猜祂什麼時候再來。明明耶穌叫我們過的末世生活不是變

賣一切所有的，買礦泉水、泡麵到山上去等。聖經從來沒有叫我們這樣做，但教

會卻許多人這樣做。而且在台灣屢試不爽，總有人跑到貝里斯等地方要躲避災

難，卻總學不會功課。 

各位，我們在面對末世、等候主再來時候，不是躲到山上去，乃是照常在世

上吃喝嫁娶，耕種蓋造。我們並不知道主什麼時候再來，我們盼望祂的再來，祂

再來的時候我們需要做的並不一定是讀經禱告。那些想要猜主什麼時候來的人，

我都覺得心態恐怕不大對。比方他猜準了、預測準了主是今天中午十二點鐘到，

於是他就在主到之前半小時開始看聖經、禱告或發福音單張。主來了一看：「啊，

你這忠心良善的僕人，這兩千年來天天都在讀聖經禱告、發單張，實在太乖了」。

各位，你真的覺得主有那麼笨嗎？你真的覺得主來時看到你在做什麼，就以為你

天天在做這些事嗎？各位，主再來時不管我們在做什麼，該睡覺就睡覺，該工作

就工作，該退休就退休。你今天到 Sogo 逛街，你不必說我在這裡找聖經。重要

的不是你在做什麼，重要的是你是憑著什麼樣的心在做。 

各位，聖經裡從來沒有講到說主來時你在讀經、禱告、參加聚會、傳福音就

是主喜悅的，主來的時候，兩個人在床上，取去一個，撇下一個；兩個人在田裡，

取去一個，撇下一個，每個人做的事可能是一樣的。並不是一個在讀經一個在睡

覺，取去那讀經的，撇下那睡覺的，不是，是看你的心是怎麼樣的心。你的心是

靠著主、愛主來做的，不管在世上做什麼事，我們就努力的做，想到我們所做的

都是做在主身上。 

當然這裡還有很多細節，但沒有時間多講，我們不能夠說你對在教會裡的工

作和在世界上的都一樣，是有不同的地方，但也有完全相同的，我們都是憑靠著

主給我們的力量來做，做在每個人身上。有的對象可能是尼布甲尼撒，有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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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妓女喇合，有的可能是使徒保羅，我們做的對象有的可能是邪惡的，是不信主

的，但神要我們有顆心，知道這是主在安排、帶領、呼召，給我們的恩典。我們

在世上退休、工作、教會內外都是做在主的身上。願我們知道自己有更美長存的

賞賜，就忍耐遵行神的旨意。 

我相信以弗所教會知道，有主的愛在他們心中，也被主的愛激勵，也等候主

再來的賞賜。我們工作、生活的力量來自過去，過去神在十字架上所已經做成的

救恩，不斷的感動我們，使我們生活、工作、休息都有力、有盼望。不一定喜樂，

也不一定都天天笑哈哈，連耶穌都不是，我們怎麼能說我們是？碰到艱難、痛苦、

不公平的事，我們會憤怒、難過，但不管是什麼情緒，不管是什麼時代、處境，

求主讓我們心裡是有主、有盼望，祂在掌管一切。以弗所教會知道這一點，他們

等候主，所以能有這忍耐和努力工作。 

另外，他們也有不能忍耐的地方，就是第二個稱讚，耶穌稱讚他們「不能容

忍惡人」。這跟後現代和一般的觀念不一樣，後現代的觀念是一切都要容忍，尤

其是同性戀。這一點我要小心講，提起來是給自己惹麻煩。因為這要講得仔細一

點，但我們沒時間細講。若講得不仔細，大家就會說我散佈不當言論。各位，我

們對同性戀有忍，也有不能忍。我們忍，因為國家的法律容忍。 

其實這世界上太多罪惡我們非忍不可，我們台灣有一件事天天得罪神，神非

常憤怒，我們也應該憤怒的，就是拜偶像。我們能去燒人家的廟、拆人家的壇嗎？

他們作的我們完全不同意，但在法律裡我們沒有這樣的權利，這就是我們容忍和

不容忍的地方。有些人的信仰、想法跟我們不一樣，甚至是我們反對的，但我們

不能對他們有任何的破壞，甚至我們一樣跟他們一起在世界上吃喝工作，在他們

中間遵守共同的法律。但我們不能容忍的，就是求主讓我們知道不敬畏信靠上帝

都是錯誤的，讓我們恨惡這一點。 

這裡有個我們平常忽略的事，就是教會、基督徒不應該容忍惡人，但也容忍，

因為聖經裡耶穌有講，麥子和稗子，好的和壞的要一起生長。但這各位也要弄清

楚，在耶穌說的那比喻裡，並不是說有一天稗子會變成麥子，要容忍、要愛他，

是因為有一天他會變好。不，稗子不會變成麥子的。雖然有的經文是這樣講，但

在那個比喻裡不是這樣講的。耶穌的容忍是為了麥子，祂不要我們在清除稗子時

不小心傷害了麥子。 

這同樣需要很多解釋，也沒時間多講。我想各位做的一般都很好，不會說人

家的信仰或道德觀跟我們不一樣，我們就去干涉。即使我們不喜歡、不同意他們，

在法律上神還沒有賦予我們一些權利做的時候，我們不能夠做。我們需要做的

是，心中有愛、有真理，不容忍罪惡，但我甚至也不能說像很流行的一句話：「神

恨惡罪惡，卻愛罪人」，因為在這裡很清楚說到，神恨惡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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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講得很清楚，約翰福音第 3 章講到神愛世人，特別講到「信子的人有永

生，不信子的沒有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羅馬書第 1 章也講到神的震怒

常在不虔不義的人身上。要知道神無比的愛，也要知道神無比的愛是要消滅罪

惡。求主幫助。耶穌也提醒我們，神對我們的容忍，是希望我們悔改。路加福音

13 章講到，一棵不結果子的無花果樹，耶穌是容忍，但耶穌的容忍有限度。上

帝的容忍是這領受了上帝的恩典，生命卻不像主的不結果子的樹，遲早有一天會

被砍下來。 

我再次說，神的容忍不知道有多少時間，你不要照字面講，耶穌講就是容忍

兩年，第二年不結果子就要砍掉。若照字面來講，我們大概早該死不知道多少次

了，甚至可能已經被砍了還不知道。 

保羅也在哥林多前書第五章講到，不要容忍那些與繼母同居的人。在很多社

會裡，包括牛津大學曾經有個社團，後來也影響到中國民初的那些名人，他們就

喜歡把西方一些高尚團體的高尚作風帶來，他們好像有個「Blue berry」社團，

包括羅素等這些名人都在裡面，他們有個特點就是非常容忍同性戀，甚至以此為

榮，變成一個時髦的東西。在哥林多教會裡也很時髦，他們容忍，也甚至以此自

誇：「我們教會有人跟繼母同居，我們照樣接納，我們是非常新潮派的」。 

美國前幾年有個流行的教會，叫新興教會（The Emerging/emergent 

Church），他們說；「我們對於新潮流是很接受的」。各位，我們不是不接受新潮

流，對我來講，如果我們教會的冷氣能夠更新一點是非常好的事。我們也不是說

守舊就是對的，但求主讓我們能持守那千古不變的真理。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十一章警告不要容忍傳其他耶穌的人，也在加拉太書 2：

4 對傳假福音的假弟兄，連一刻的工夫也不容讓他們。 

從以弗所教會不容忍惡人，到另外一個稱讚，我們就更稀奇。稱讚的第三個，

耶穌說：「我覺得你有一件事很可取」。稀奇的是，他們可取的地方不是教會事工

做得多麼好，而是因為他們充滿了仇恨。 

（在西方美國就常常覺得我們這些保守的教會裡是充滿了恨的語言，對別人

的不包容。我承認我們有時候有這樣的錯誤，但我常覺得說這些話的人更是心中

充滿了仇恨。） 

當耶穌稱讚以弗所教會說：「你有一件事很可取，因為你恨惡」。怎麼會這樣，

不是因為你愛所以稱讚？幾乎從來不會聽到因為你恨所以稱讚。原來耶穌說的是

「你恨惡尼哥拉一黨人的行為」。我們並不知道尼哥拉黨到底做了什麼，大概也

就是傳講異端。不但你恨，這是可取的，「這也是我所恨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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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今天越來越覺得難講的地方，因為講愛真是很容易，溫馨、雲啊、霧

啊，打起雷來就不太好。但聖經講的我希望都能講，「啟示錄」裡有這麼多劇烈、

強烈、災難的警告。各位，不要讓這些警告被浪費。就如同不要讓神安慰我們的

話被浪費。也就是祂的警告、安慰如果沒有讓我們更歸向神就是浪費，就讓我們

預備更大的災難。 

在民數記 25 章講到以色列人拜偶像、行淫亂，惹神的憤怒，死於瘟疫有兩

萬四千人。這是一個巨大、迅速的瘟疫，這瘟疫好像還要繼續蔓延，因為上帝的

憤怒很多，以色列人也繼續惹祂的憤怒。上帝的憤怒什麼時候才消除，瘟疫什麼

時候才停止？摩西禱告嗎、獻祭嗎？這一次好像沒有用。瘟疫的停止是因為有一

個祭司的兒子非尼哈（亞倫的孫子）殺死了兩個行淫亂和拜偶像的現行犯，使神

向以色列人所發的怒消了。 

這是教會一直到近代很多人不喜歡講的，我感謝主，我們教會還在講，「上

帝的憤怒因著耶穌的代贖而消掉」。很多福音派教會已經不講這些，覺得上帝太

殘忍，覺得上帝叫耶穌代贖太不公平。他們所提的有合理的地方，但在聖經裡我

們的確看到神有憤怒，新約舊約都講，這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神的憤怒不能就

這樣消除，「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舊約時神的憤怒消除，就是有人殺了兩

個犯罪的人。 

各位，請不要準備殺人，我當然知道我們不會殺人，但我很怕講這篇道引起

一個誤解，就是我們要天天來責備人。不是這個意思。我們要有愛心，但愛心不

應該是縱容，甚至喜悅罪惡。愛心不要是為了追逐時尚，而把人帶到更大的罪惡

裡。 

耶穌有多次提醒我們，如果我們不悔改，會在永火裡哀哭切齒。所以不是舊

約的神發怒，新約的神是同樣一位神。包括耶穌嘴下的上帝，包括耶穌自己，在

潔淨聖殿時都讓我們看到祂對罪惡的憤怒。上帝用了祂一切的智慧和愛，藉著耶

穌的救贖消除了罪惡，但人如果拒絕這消除罪惡、潔淨罪惡、跟神和好的辦法，

就一定會進入神更大的憤怒當中。 

耶穌對以弗所教會的責備 

以弗所教會辛勤工作，不容忍惡人，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就在這種情形下

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起初的愛是什麼？我覺得起初的愛是神對我們的愛，因為

我們的一切美好來自神對我們的愛。當我們離棄這愛時，當我們覺得上帝創造我

們的愛，神差遣祂的兒子為我們死的愛，神把祂的聖靈賜給我們的愛，覺得沒什

麼稀奇、不希罕時，我們對神、對人的愛也就慢慢枯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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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教會的被提醒中，讓我們看到一個很好的，就是愛和正義、正直、慈

悲一點都不會，也不應該衝突，我們的愛丟棄了可能就是我們在自大中忘記自己

是如何蒙愛的。不知道以弗所教會是怎麼樣把起初的愛丟棄，常常是逐漸逐漸

的，可能是太舒服了，慢慢覺得不需要神的愛，像申命記第 8 章講到以色列人的

狀態。可能是太苦了，就對神的愛懷疑了，像希伯來書多次講到的。不管是什麼

原因，求主幫助我們，因為神提醒這是一個「墜落」的罪。 

「墜落」這字聖經有形容撒旦從天上掉在地下，這是個可怕的罪惡。當我們

做任何事沒有愛的時候，那是一種墜落。如果對人都要有愛，卻在容忍罪惡，那

也是個神恨惡的事。我不知道如何調合這兩個，但我知道神對這教會講的這兩個

都是重要的。說簡單的答案就是，讓我們帶著愛在責備人，在不容忍惡人。做法

怎麼樣，我覺得這需要很多智慧，且對每個人要有不同的做法。對一個強姦犯我

們應該愛，也許是把他關在監獄裡，也許是痛打一頓。對一個被強姦的人我們應

該愛，也許是送他到醫院或怎麼樣安慰鼓勵他。總之我們都應該帶著愛，希望我

們的行動和言語使他生活得更好。所以我們對吸毒者的愛斷不是有求必應的供應

他毒品，但社會上很多時候好像是這樣，就是讓你隨心所欲。那不是愛，我們的

愛是希望人遠離罪惡，包括神對我們的愛。 

讓我們常常回想，求神幫助我們能夠拾回起初的愛，行起初所行的事。一個

美好的教會，工作辛勞的教會，一個不能容忍罪惡的教會，一個能夠在主面前忍

耐、勞碌的教會，需要悔改，因為他把起初的愛丟棄了。 

「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裡，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不知道這是什

麼意思，是他們不再像一個教會了嗎？是他們失去了主的同在了嗎？同樣，有不

同的解釋。但我們認識一件事：當我們沒有愛的時候，我們就是失去了光的燈。

是我們自己製造這個結果，神也讓這個結果呈現出來。沒有光的燈有什麼用呢？

沒有味的鹽有什麼用呢？丟在外面被踐踏了。失去基督愛的基督徒和教會有什麼

用？求神憐憫我們，求神讓我們聽進去。 

2：7，「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我們都應當聽這

話，不是只對以弗所教會或某一個傳道人，每個人都應當聽。這話耶穌在「福音

書」裡也講過。這裡也有個很強烈、很好的三位一體的經文，因為在這裡很清楚

是「耶穌說」，但在結論時又說「聖靈說」。就「位」來講，聖靈跟聖子不一樣，

就「體」來講，同樣是神。 

從以弗所教會希望我們學到的是我們能靠著主有力量，靠著主積極的工作，

靠著主繼續有愛心。什麼時候沒有愛心，什麼時候就當悔改。也要說一說，「得

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吃。」 我也不覺得這句話（跟「啟

示錄」很多經文一樣）只是在說將來的賞賜而已，這裡不是只在講到我們得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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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上天堂，耶和華看看我們的紀錄：「你是得勝的，進來，發一個蘋果給你吃」。

這樣的想法，第一個，這是很違反福音，因行為稱義。我們要有好行為一點都沒

有錯，但我們是得到永生之後有好行為，不是有好行為換到了永生。因此我覺得

這裡的經文固然有講到將來在天上的豐富，也講到我們在地上，當我們在爭戰、

勞苦、缺乏愛當中，靠著主悔改、歸向主，得勝了，主會給我們生命的力量。不

是將來而已，現在也是。事實上我覺得每個教會神給我們的警告和安慰、賞賜都

是現在就可以經歷的。 

不要怕，神都知道 

下面看示每拿教會。耶穌對他們稱自己是「那首先的、末後的、死過又活的」。

在前面 1：18 講過耶穌是死過又活的，那裡的重點在指耶穌為我們贖罪。耶穌

是嚴厲的審判者，但耶穌也為我們贖罪，叫我們因著祂的死和復活而能得到平

安。在這裡講耶穌的死而復活，恐怕是指耶穌給在苦難中，甚至接近死亡的人盼

望和力量：「你不要怕，你很苦，我從開始到結束都幫助你。不要怕，我也從死

裡復活過」。經歷死亡、信靠上帝，有更美的復活。 

在這裡也講了對每個教會都有的一句話，「我知道」。七個教會神都講「我知

道」，神不僅知道，神知道的比世界，比當事人知道得更多。我們常會覺得：「神

哪，你知道我有多苦嗎」？或我也很希望我們都能說一句話：「神哪，你知道我

有多快樂嗎」？願你常能說：「主，我實在太蒙恩了」。神對每個教會都說「我知

道」。世界上、我們自己，可能不知道。你覺得你窮、你苦，世人也覺得你窮、

你苦，耶穌說：「我知道你是富有的」。 

聖經裡這類的話很多，我們通常想到自己是很糟糕，在神面前抬不起頭來，

但那天國的比喻裡有一個是可以這樣理解：「天國好像人尋找重價的珠子」。我們

是重價的珠子，這世界的人（包括自己）常常都會對自己絕望，耶穌卻看出我們

是重價的、寶貝的。上帝看出，而且上帝變賣一切所有的來買我們，犧牲祂的兒

子來買我們。我知道一般不這樣解這經文，但可以這樣解。你要知道你的寶貝、

寶貴，上帝揀選了你，讓祂的兒子為你死，你無比的寶貝，上帝無比的愛你。祂

知道，有時候我們自己都不知道。魔鬼也不知道，世界也不知道，覺得你很爛，

其實你是富足的。 

神知道，神知道你真是苦。那麼下面一句話應該講什麼？我會安慰你，我會

解決你的痛苦？各位，下面的話很難聽，神知道我們會苦，然後神的話說：「還

有更苦的」。2：10，「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我知道你很苦，將來還更苦，

不要怕就是了」。這怎麼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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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聖經一貫的態度，碰到好的事情我們歡喜快樂，感謝享受，碰到壞的事

情，我們不是超級人，碰到壞的事第一個反應大概都是求主挪走；如果不挪走，

就求主給我們力量；如果不給我們力量，求主讓我們到示每拿教會去。各位，先

不要想我們一定是很痛苦的，但我們的確能靠著主的恩典，幫助我們在艱難的事

上，靠著主使它對我們有益。耶穌說我們在貧窮、哀慟、饑渴、為義受逼迫中是

有福的。保羅說他以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為可喜樂的。不是這些事本

身好，而是如果信靠上帝，這些事可以帶給我們更大的益處。雅各也說，「我們

落在百般試煉中要以為大喜樂」，彼得說，「我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

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我們不是禁慾主義，不是受苦、受難主義，不是

心理不正常，我們一樣喜歡吃喝快樂，但我們也很感謝主在每件事上給我們的鍛

鍊。 

「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前面對以弗所教會是「生

命的果子」，這裡是「生命的冠冕」，有什麼不一樣？我想「生命的果子」是生活

過程中神不斷要加給我們的力量，「生命的冠冕」是結束、蓋棺論定時神給我們

的榮耀。因為這個教會有人會殉道，所以神說祂會給你冠冕。但我們也不要想每

個人都是得到冠冕，願我們想到我們得到力量，讓我們每天能夠走得更美好，彼

此扶持。離世與主同在好得無比，活下去也好，不敢說無比，也是第二好。這保

羅講的。我們基督徒不怕死也不怕活，我們基督徒歡迎死，因為好得無比，我們

也歡迎活。沒有一個宗教、思想比我們更正面，但這需要有主的愛在裡面，求神

憐憫。 

禱告： 

天父，謝謝你的恩典和慈愛，在你的教會中，在你的兒女身上做奇妙的工作，

我們感謝你讓我們能夠認識你，讓我們成為你的兒女。我們感謝你救拔我們，感

謝你繼續對我們說話，繼續提醒、安慰、鼓勵我們。我們感謝你，我們所信的神

是凡事都知道的神，是引導我們走義路的神，我們謝謝你。求主幫助，不斷加添

力量，不斷給我們盼望，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呂琪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