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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講台信息 

 「委身於基督的大使命」 

 ／陳世欽牧師 

 
經文：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節~三十八節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

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

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

出去收他的莊稼。」 

 

Shalom，平安! 

 
        聖經告訴我們說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歡喜快樂。陳師母

和我謹代表世界華福中心七十五個地區的區委董事、主席特別問候信友堂眾教

牧長執和弟兄姊妹的安！ 

 
信仰、生活、使命不能切割 

 
         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使命，信仰、生活、使命不能把它切割。任何時

候當我們把信仰、生活、使命一切割，我們對許多我們信仰的表達，在我們的

信仰生命當中的責任就很容易就變成四分五裂。當我們談到差傳、當我們這一

次在辦差傳年會的時候，許多時候我們就會把差傳跟我們所謂的信仰生活，不

知不覺做了一些的分割。我們總是認為差傳是歸屬於某一些比較願意擺上的、

比較屬於愛主的、比較熱心的、比較追求的那一小撮的人所做的事，但是從聖

經的教導來看、從耶穌基督榜樣的角度來看，其實信仰、生活、使命是連結在

一起。 

 

        信靠耶穌基督就是跟隨耶穌基督，跟隨耶穌基督是我們的信仰的根本，就

是為耶穌基督而活。若是信靠耶穌就是為耶穌基督而活，信仰跟生活本身就不

能把它錯開，因此信仰不是在教會裡面所做的一些宗教的活動，信靠耶穌基督

不是單單在主日崇拜來到教會來敬拜上帝，因為信仰是生活、為耶穌基督而活。

我們信仰的核心是耶穌基督，而耶穌基督成為我們信仰的核心，必須要在每一

天的生活裡面把這核心的價值，把它呈現出來、把它活出來。 

 

        所以聖經保羅告訴我們，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信仰是生活，但是為耶穌基督而活本身一定是帶著使

命，所以生活本身就是使命。從保羅的教導來看、從耶穌基督的教導來看，非

常的具體、非常的清楚。耶穌說你是地上的鹽、你是世上的光；馬太福音第五

章第十六節「你們的光當照在人前，叫人看見你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

在天上的父。」我們的生活本身一定帶著使命，這個使命叫別人看見耶穌基督，

我們成為耶穌基督的見證人。信仰、生活、使命不能把它切割。 

 

        因此當我們談到差傳的時候，我們需要回到聖經的基礎來思想，不是強調



差傳，而是強調我們怎麼樣為著耶穌基督帶著使命而生活。因此每一個信靠跟

隨耶穌基督的人，其實我們都是生命宣教士。宣教士不是單單有一群特別蒙上

帝呼召的人，這是我們所說的全職的宣教士(career   missionary)；但是我同時相

信每一個跟隨耶穌基督的人，我們都是生命宣教士。換一句話說，每一個信靠

跟隨信靠耶穌基督的人我們都要回應、我們都要履行耶穌基督的大使命。所以

來到差傳年會的最後一堂的信息：委身基督的大使命。 

 

學習耶穌的三大榜樣以委身基督的大使命 

 

        剛才龔長老已經幫我們唸了今天早上的經文，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到三

十八節，我們要從這短短的經文、從耶穌基督的身上我們來思想怎麼樣委身基

督的大使命；耶穌在這幾節的經文裡面給我們立下了榜樣，怎麼樣能夠回應在

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節的經文，我相信你參加了過去這麼多屆的差傳

年會，大使命的經文應該都很熟悉，「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

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

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

世界的末了。」 

 

        剛才宣召的經文一開始龔長老就把這經文告訴我們，「耶穌說：但聖靈降臨

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你把這經文擺在一起的話，很明顯上帝對教會、對

屬祂的子民的要求，就是怎麼樣來做祂的見證。信仰、生活、使命從耶穌基督

的身上我們一同來學習委身耶穌的大使命。剛才讀的那段經文裡面，耶穌給我

們重要的三個榜樣。 

 

榜樣一：認知普世差傳的挑戰 

 

        要委身基督的大使命，首先三十五節告訴我們，我們要認知普世差傳的挑

戰，委身基督的大使命首先我們要認知普世差傳的挑戰。三十五節聖經這麼告

訴我們「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

的病症。」這一節的經文其實充滿著豐富的屬靈的訊息，特別從差傳的角度來

看，這一節經文強調二個差傳的核心，一個叫做文化使命(The culture Mandate),

一個叫做福音使命(The Gospel Mandate)。 

 

        今天我就不進到這個範圍來談，我們特別強調的是第一句話，馬太福音的

作者刻意的這麼寫說耶穌走遍各城各鄉，這一句話本身是一個伏筆，他要帶我

們進入最後的二十八章耶穌基督給教會的大使命：使萬民做祂的門徒。當這邊

說耶穌走遍各城各鄉，這裡面所要包含的信息是什麼呢？就是要你和我認知普

世差傳的挑戰。 

 

        怎麼樣去解讀這一段的經文，讓我們用一些背景來看。我講道很喜歡跟弟

兄姊妹來對答，我們就請詩班的弟兄姊妹回答這問題好不好？從聖經的教導來

看，耶穌基督在地上的所謂的服事，根據這一段經文說「耶穌走遍各城各鄉」，

那從耶穌在地上的服事的這一個領域或地區來看，主要是在哪一帶？那個地區

叫什麼？詩班員，難得有機會回答。耶穌主要帶著門徒們在哪一個地區傳講天



國的福音？那個地方叫什麼？加利利。你們幫了詩班的忙，沒錯，加利利，耶

穌主要是在加利利一帶。 

 

        那好了，我們就來到第二個問題，剛才這邊答了，我們請樓上的。樓上的

弟兄有沒有私人回答這二個問題。剛才詩班幫助我們耶穌服事的主要範圍是加

利利一帶，那請問根據四福音的記載，耶穌在帶領門徒們出去宣講天國的福音，

這一個所謂會堂裡教訓人，這一個福音的事工大概有多久的時間？樓上的，我

聽到樓下的，樓上的，有多久？三年半， OK，你怎麼知道？誰告訴你的？康

來昌牧師告訴你的。假如我們是根據四福音書有關於逾越節的出現有三次，對

不對？從這三次的出現我們可以推算耶穌住在地上的帶領門徒們服事的時間大

概有三年，三年多的時間。今天我從另外的角度來挑戰你，我個人對四福音書

的研究呢，我發覺到耶穌基督最少、最少花了一年半的時間去選召十二個門徒，

在這過程當中，讓這十二個門徒天天跟祂在一起，這差不多維持了一年半多的

時間；所以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耶穌正式把這十二個門徒帶在身邊，

然後到加利利一帶這樣的一個服事，其實應該不超過二年。 

 

        最後我們這一邊的弟兄姊妹回答，最後喔，你們剛才一直要回答，現在請

你們回答。請問根據聖經所說的：耶穌走遍各城各鄉， He went through out 各城

各鄉，那請問在耶穌基督服事的加利利一帶到底有多少大小的市鎮？好，現在

是你們的聚會，該你們回答了 。多少？不知道！正確答案。因為聖經沒說嘛，

所以我們只能夠用所謂的旁證或者外證來看。那根據猶太歷史、一個非常聰明

的猶太歷史學者叫做約瑟夫(JOSEPHUS)，在他的這一個記載當中告訴我們，在

耶穌那一個時代、在加利利一帶，大小的市鎮一共有二百四十座。二百四十座，

那我們用一點想像力，看聖經用想像力，不能亂想，要看上下文跟背景來想。 

 

        你想想看喔，耶穌帶著十二個門徒，在加利利一帶大小二百四十座的城鎮

走遍了。不過那個時候沒有飛機、沒有火車、沒有汽車、沒有電單車、甚至沒

有腳踏車，只有十一號車，只有走路，或者偶爾坐船、或者騎驢子。二年不到

的時間走遍二百四十座大小的市鎮，我相信這是刻意設計的描述，告訴你和我

一個關鍵的信息，這個伏筆帶到二十八章耶穌把大使命宣告出來，所以你們要

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 

 

        基本上我們從背景的角度來看，耶穌在講大使命跟在使徒行傳第一章第八

節的宣告應許的時候，這一群就是所謂祂的門徒。耶穌的門徒基本上都是什麼？

都是猶太人。猶太人有一個非常強烈的民族主義，他們的本位主義特別的強，

耶穌特別提醒他們，這福音必須要傳遍天下，向萬民做見證，耶穌特別告訴他

們，當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當耶穌一講撒瑪利亞，我相信門徒的

心就糾結起來，啊！？怎麼，他們也算啊？我們是上帝的子民，他們算什麼？

我們猶太人才是人哪，其他的人他們是什麼？他們是狗。哦，他們不是人。猶

太人的本位主義、民族主義非常的強，但是耶穌給你給我一個重要的榜樣，要

委身基督的大使命第一首先我們要認知普世差傳的挑戰，換一句話說我們必須

要走出我們的民族性，我們要走出我們自己的所謂的本位主義。 

 

        即使在歷史當中我們也不得不承認，華人教會在回應耶穌基督的大使命，

我們仍然是很遠，因為我們的本位主義很強，哪怕是在我們自己的所謂的自己



人的圈子裡面，我們本位主義也非常強，對嗎？我們不談政治，我們只談現實，

我們在這一大片的土地當中，其實常常有撕裂的現象，對嗎？我雖然不住在這

個地方，但是我也聽說了很多這個情況，報章常出現。一到選舉的時候，就開

始了，就有情緒出現了。教會裡面也一樣，不但教會，就連夫妻也一樣開始吵

啊！ 

 

        其實有很多實際的問題，但背後的問題是什麼？這邊其實聖經給你給我一

個很重要的教導，假如我們真的要履行、要回應耶穌基督的大使命的話，我們

首先要先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愛、愛誰啊？愛華人？沒有啊！上帝愛世人。

所以耶穌特別強調，對這一些的猶太的門徒們說，不但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

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假若今天我們不能看超越我們華人以外的其他的族

群的時候，我們不用談大使命，免談！我們就講傳福音就好了，這是一個很現

實的問題。 

 

        我們感謝上帝讓信友堂已經有二十九屆差傳的事工，感謝主，我們有一些

人開始走向了其他的族群。而今天我給你的挑戰不是宣教士，我們支持的在外

面；今天我給你的挑戰是你作為跟隨耶穌基督的人，你認為信仰、生活、使命

是切割的嗎？若是切割的話，那就是單單就是那一批人在外面就好了，感謝讚

美主！假如你認為信仰、生活、使命是一個的話，那我們就問一個問題，上帝

把我們擺在今天的二十一世紀的大台北，不是單單只有華人，有其他族裔的人。

我們這邊有什麼？我們有印傭、有菲傭、有泰傭，他們是人喔！是嗎？還有其

他的國際人，其他甚至我們所謂講普通話的人，都是人哪！  

 

        在耶穌基督的大使命裡頭，你和我要認知普世差傳的挑戰，而我們講全球

的話，那更是如此。全球七十二億的人口(7.2 billion )，七十二億的人口當中有

包括了所謂的福音未得的群體(unreached people group )，最少有超過了三十億，

當中包括了十七億的穆斯林、十一億的印度教徒，還有三億的許多的少數民族。

難道這一些不是上帝所愛的人嗎？當耶穌說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難道

這一些不包括在裡頭嗎？ 

 

        要委身基督的大使命，第一認知普世差傳的挑戰，求主幫助我們放下本位

主義、放下民族主義，讓我們開始走進其他的族群、其他的文化，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族群、每一個膚色，每一個語言，都需要耶穌基督，這就是耶穌基督走

遍各城各鄉的第一個榜樣。 

 

榜樣二：堅持世人屬靈的需要 

 

        第二，當我們看見三十六節，這邊告訴我們耶穌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

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這邊告訴我們要委身耶穌的大使命

不單要認知普世差傳的挑戰，第二「堅持世人屬靈的需要」。因為這一段經文很

清楚的給我們看見耶穌基督的第二個榜樣。耶穌是一個公眾人物，他到哪裡的

時候，哪裡就一大群眾就會跟隨祂、出現在祂的旁邊，因為要聽祂有權柄的講

道、要看祂行神蹟。這一群人當中可能是上百人、上千人，甚至上萬人，五餅

二魚的神蹟單單男丁就五千，把婦女跟孩童加上去，最少有一萬人。 在這樣廣

大的群體當中，聖經告訴我們，耶穌看見這一大群的人，這一群人對耶穌並不



是單單數字(Just numbers)，聖經就告訴我們：耶穌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

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耶穌看見什麼，困苦流離，這是一個畜牧的社會

的用詞，表明一隻迷失的羊牠就要被野林的野獸撕裂和吞吃，表明什麼？表明

必死無疑。 

 

        耶穌所看見的不是一個外在，不是外面的，耶穌所看見的是裡面，所以聖

經說耶穌憐憫(compassion)，憐憫這個字在原來的文字是表明一個人的最深的地

方，那個字的字根是腸 (intestine)，在希伯來文化裡面認為人最深的地方是腸子，

當有外在的狀況出現，觸動了人的內心的最深處，以致他需要能夠做出一些的

回應，這叫憐憫。耶穌看見這一些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耶穌不是看外

面，耶穌是看裡面。 

 

        我們華人有一個特色，我們的特色是我們喜歡看外面，我們非常重視外面，

開什麼車子啊？穿哪一種牌子的衣服啊？拿什麼包包啊？包包很重要，姊妹的

一個包包你可以是十塊美金，也可以是一萬歐元。我曾經去看過，我跟師母在

巴黎的時候看到，在那個所謂老佛爺那兒，老佛爺聽過嗎？老佛爺是一個在巴

黎非常高檔的商場，哦，那些包包，一個包包一萬歐元，拿起來走路都有風呢！

哇！你看這個人，哇！你看他教育多好，哇！他的成就，當我們看到一個人，

我們就看到他的外在，就認為這個人其實不錯。我們忘記一件事情，按照耶穌

基督給我們的榜樣，若一個人沒有認識耶穌基督，沒有讓主做他的王、做他的

主，做他的救主，這個人怎麼樣？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這邊強調

什麼，我們要堅持世人屬靈的需要。要委身基督的大使命，我們不單要認知普

世差傳的挑戰，第二我們要堅持世人屬靈的需要。 

 

        今天你和我，上帝給我們很多機會，可能是幾秒鐘的時間、可能是幾分鐘

的時間，可能是幾個小時的時間，可能是幾個星期的時間，可能是幾個月的時

間，可能是幾年的時間，面對一些人群對不對，我們常常跟人擦肩而過，我們

看見什麼？我們心中有沒有憐憫的心？當我們看見人的時候，我們看見什麼？

哎呀！他不一樣了，哎呀他換新眼鏡，哇！他換新衣服，哇！他換換換…。我

們看見了什麼？人人需要耶穌基督。我們需要學習耶穌第二個榜樣：堅持世人

屬靈的需要，不要單單看外面，要看到人的內心深處。 你知道多少的時候在一

個繁榮的大都市裡頭，好多的人你在表面上都覺得他們不錯，但是因為他們還

不認識耶穌基督，他們的內心在吶喊，他們在吶喊說誰了解我？誰關心我？誰

知道我？他們需要耶穌基督，我們要學習堅持世人屬靈的需要，看到他們裡面。 

 

        幾年前我被邀請到印尼的蘇門答臘島，有一個大城市叫做 Medan 棉蘭，這

是印尼的第三大城市，到那邊帶領聚會。有一天的中午當地的同工就帶我到了

一個相當繁榮的商業中心、一個市場，就去那邊吃午餐。那是一個十層樓高、

很壯觀的、中間是空心的，然後這個商店就繞著兩旁上去，兩邊就有所謂的電

滑梯(Escalator)。我們來到第四樓的時候，突然有一個同工說：陳牧師你看那一

個角落！看那一個角落！我一看，哎呀怎麼看哪？因為這個底下全部都是擺年

貨，那是靠近華人農曆年的時候。全部都是人哪，密密麻麻，我說那有什麼好

看。他說陳牧師昨天這邊發生一件事情，一個媽媽帶著十歲的一個男孩，來到

了這個地方，到第六樓的時候，突然間這小男孩拉著媽媽的裙角說我要

BlackBerry，我要 BlackBerry，黑莓手機。因為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黑莓手機的



市場，基本上有人用 Apple，不太多人用，三星也不太多人用，最好不要用

Note 7。「我要 BlackBerry，我要 BlackBerry」，媽媽就稍微不耐煩，就把他手推

開，「我們只出來買年貨，不買手機。」轉轉轉，來到了第七樓，小男孩就突然

拉住媽媽的裙角說「我要 BlackBerry，我要 BlackBerry」，稍微大力一點，媽媽

開始有一點不耐煩，就把他的手再推開，「我說我們今天只買年貨，不買手機。」

轉轉轉，他們來到了第八樓，這個時候小男孩就非常的不耐煩，很大力地把媽

媽的裙角幾乎要拉下來，哇！媽媽就覺得很尷尬嘛，對不對？因為在公眾之下，

因為他很大聲說「我說我要 BlackBerry」，其他人就看過來，那在公眾場所之下，

眾目睽睽之下你會怎麼做？那位媽媽很生氣，把他手一推開，轉過來說「我們

回家。」一轉身媽媽就走。就在這時候，這十歲的男孩跑到欄杆往下跳。陳牧

師，昨天就在那個角落，這十歲的男孩從八樓跳下來，當場死亡。 

 

        我站在那個四樓的電梯旁邊看那一個地方，心裡非常的痛，一條生命、一

支手機，這是什麼世界？但是當我在那邊內心反思的時候呢，另外一個信息突

然出來，我說上帝啊，難道他是為了一支手機嗎？他真正的需要難道旁邊的人

不知道嗎？我說上帝，他旁邊沒有基督徒嗎？沒有信靠跟隨耶穌基督的人看見

他裡面的需要？他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我們要堅持世人屬靈的需

要。我們都曾經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但是因為上帝的愛，基督把我們救活過來。

求天父開我們的眼、開我們的耳、開我們的心，堅持世人屬靈的需要。 

 

榜樣三：謙卑倚靠莊稼的主 

 
        最後，這段經文告訴我們，我們委身基督的大使命不單要認知普世差傳的

挑戰，不單堅持世人屬靈的需要，三十七、三十八節耶穌就對門徒說「莊稼多、

工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祂的莊稼。」在這一段的經

文裡面有不同的字眼我們來做分析。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字是「求」，「求」表

明什麼？第三個我們要效法的，就是要謙卑、依賴莊稼的主。差傳是談到生命

的彰顯，差傳是談到生命影響生命，差傳是講一種生活的方式，走進人群、活

出耶穌基督。我們需要謙卑的依靠我們這位莊稼的主，我們可以有很多的資源，

我們可以有很多的條件，我們可以有很多的能力，但是差傳本身其實就是生活，

帶著使命的走進人群。我們依靠了這位莊稼的主，我們需要謙卑。 

 

        但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字是什麼？出去。耶穌說出去，這是另外一個很關鍵

性的詞語。今天華人教會在強調差傳的時候，我們仍然沒出去，因我們的信仰

只在教會的四面牆壁裡面。對好多基督徒來說，信靠耶穌就是來做禮拜。昨天

晚上已經示範怎麼做禮拜，對不對？現在就不方便坐下來。昨天晚上你知道什

麼叫禮拜，信靠耶穌、跟隨耶穌，不是單單在教會當中，但是很多時候我們把

我們的焦點就放在教會裡面，當然我們需要來到教會，我們有團契，我們有敬

拜，我們有事奉，重要嗎？重要。但是信靠耶穌、跟隨耶穌是一個生活，這個

生活必須要刻意的天天走進人群；我們需要出去，因為信仰本身從來不是要放

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燈台上。人造城一定是造在山上，為什麼？因為要讓人看

見，所以耶穌說你的光當照在人前，叫人看見你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於天父。 

 

        弟兄姊妹我們委身基督的大使命，第三個我們效法耶穌基督給我們的榜樣，

我們要謙卑依賴莊稼的主，我們要刻意的出去、走進人群。真正的差傳不是在



千里之外，我們也許我們需要走進福音未得的群體，包括千里之外、包括萬里

之外。但是真正差傳的開始就在這裡，就在你的隔壁，就在你的職場，就在你

的學校。我們怎麼樣的刻意走進人群，活出基督，讓全世界知道這肯定是上帝

的心意。世界包含了千里之外，但是世界也包含了你工作的場合，包含了你社

交的範圍，包含了你的鄰居、左鄰右舍，求天父讓你、讓我能夠抓住這聖經的

原則，讓我們委身基督的大使命，我們認知普世差傳的挑戰，我們堅持世人屬

靈的需要，我們謙卑依賴莊稼的主。 

 

        耶穌從來沒有要求我們帶領全世界的每一個人信靠耶穌基督，但是耶穌要

我們出去收祂的莊稼。你和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我們要出去，我們要天天走進

人群、活出耶穌基督。一個算一個，沒有錯，莊稼多、工人少，但是不要氣餒。 

 

        一個年輕人在海邊散步，散步的時候，哇！他發現到海邊有好多的海星 

(Starfish) 被浪打到岸上來，好多好多。他一邊走，走了不遠，前面看見一個老

人家，這老人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動作，這老人蹲下把海星一隻撿起來，然後走

到海裡把海星放下去；又走到岸邊來，又蹲下去拿一隻海星，又跑到海裡面放

下去。那青年人看了以後，他走上前：老人家呀老人家，沙灘上這麼多的海星，

你這樣做有什麼意義啊？老人家蹲下去把海星一隻撿起來，轉過身來對年輕人

說：我不知道有什麼意義，但我知道一件事，對這一隻海星是生和死的分別，

對這一隻海星是生和死的分別。委身基督的大使命，當然要走進全世界，那就

在你我的身旁，一個算一個，我們怎麼樣謙卑依賴莊稼的主出去收祂的莊稼。 

 

        弟兄姊妹，差傳不是一年一次，雖然我們有差傳年會。差傳是一個生活方

式，求天父幫助你和我信仰、生活和使命的結合體，讓你和我在這個世代當中，

讓我們能夠天天走進人群，讓我們走進人群的同時，讓別人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我們的言語、我們的行為、我們的關係、我們的態度上面能夠看見耶穌、聽見

耶穌、感受耶穌，最後信靠耶穌、成為主的門徒。那個關鍵不是你能，或者不

能，因為上帝已經給你了能力，給你聖靈、給你真理、給基督的愛，關鍵不是

你能或者不能，那個關鍵是你肯，或者不肯。你若肯，上帝必能！ 

 
我們一起禱告： 

    「天父我們感謝你，給我們這一段的時間，一同來學習委身基督的大使命。

讓我們確知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使命。讓我們看這一段經文的時候，我們

願意謙卑依賴莊稼的主，我們願意堅持世人屬靈的需要，我們也認知普世差傳

的挑戰，幫助我們從教會到個人，我們實實在在活出基督，每一天的生活當中

高舉耶穌，也讓我們的生命成為更多人的祝福。主啊！幫助我們，實實在在讓

這個世界認識你、讓這個世界聽見你，藉著我們每一天的生活，聽我們的禱告，

奉靠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林玉卿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