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9月 30日 

主日講台信息 

 「打那美好的仗」 

 ／李湘陵長老 

 

經文：提摩太前書一章 3─11、18節 

    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曾勸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囑咐那幾個人不可傳異

教，也不可聽從荒渺無憑的話語和無窮的家譜；這等事只生辯論，並不發明神

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總歸就是愛；這愛是從清潔的心和無虧的良心，

無偽的信心生出來的。有人偏離這些，反去講虛浮的話，想要作教法師，卻不

明白自己所講說的所論定的。我們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因為

律法不是為義人設立的，乃是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誠和犯罪的，不聖潔和戀

世俗的，弒父母和殺人的，行淫和親男色的，搶人口和說謊話的，並起假誓

的，或是為別樣敵正道的事設立的。這是照著可稱頌之神交託我榮耀福音說

的。 

    我兒提摩太啊，我照從前指著你的預言，將這命令交託你，叫你因此可以

打那美好的仗。 

 

弟兄姊妹平安！ 

    知道我們教會今年主日信息的主題嗎？有些人有講出來喔！沒錯，是「在

基督裡」。過去九個月我們讀小先知書，從這個禮拜開始我們就進入新約，來讀

提摩太前書，也就是我們的戰場──從舊約轉到新約、從以色列國轉到教會。 

 

不同的戰爭 

    上禮拜宗隆傳道有稍微談到神的應許之約持續的在這些剩餘之民當中傳承

下來，最後彌賽亞的降臨實現，使我們可以繼續在基督裡與神同行。剛剛彥岑

傳道帶我們讀了經文，第一章第 18節談到保羅將命令交給提摩太，叫提摩太因

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對你我而言，我們要在基督裡與神同行，就是要打那美好的仗嗎？是嗎？

（有些人點頭、有些人沒有反應。）有人每天生活忙東忙西，他說：他從早到

晚就像在什麼？打仗。夫妻之間偶爾會有比較激烈的唇槍舌戰，甚至不說話，

也叫做什麼？冷戰。（你們都很清楚。） 

    面對這世界的價值觀，我們親子之間就常常有所謂的拉鋸戰。現在網路很

發達，就算你不用面對面，一個在地球的東邊、一個在西邊，你也可以透過即

時通筆戰。不僅是人跟人之間，有些時候連自己也常常陷入天人交戰。還有包

括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國家，我們也常聽到（我們現在就剛好要面臨選戰或甚

至還有貿易戰）。 

    好像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權益、利益、理想或是說：為自己的信念而戰。



那我們基督徒呢？我們是不是也常常要面對那看不見的撒旦而有屬靈的爭戰？ 

 

提摩太的背景 

    我們今天進入到提摩太前書第一章「要打那美好的仗」。我們先來看提摩太

是誰。如果從提摩太前書第一章第 2節這邊保羅提到，他稱提摩太是因信做保

羅真兒子；根據使徒行傳的記載，提摩太原本是路司得人，他的媽媽是猶太

人、爸爸是希臘人。 

    而保羅從第二次的旅行佈道之後（那時候提摩太就出現了），就帶著提摩太

一起同工。提摩太跟西拉那個時候開始，就成為保羅在宣教事工當中非常得力

的助手，甚至保羅在寫信給哥林多、腓立比、歌羅西、還有帖撒羅尼迦的書信

當中，都有提摩太一起具名在書信的當中。 

    這裡保羅稱提摩太為「在信裡作他真兒子」，我想那是一種非常親密的屬靈

關係。當然有人說：或許是保羅帶提摩太信主的，但是更大的成份，我認為是

保羅帶領提摩太，在屬靈生命的成長當中一起陪伴他、引導他，幫助他怎麼服

事，幫他一起同工、一起建造教會。我覺得在一個人屬靈生命的成長過程當

中，有這樣的屬靈長輩或是屬靈父親的陪伴是非常美的事。 

    我為我們教會感謝神，我們從少契、青少契、青契，一直到社青團契，看

到很多、很多的輔導在裡面可以引導，可以幫助、陪伴，我想這也是一個非常

值得我們感恩的事。 

 

以弗所教會的背景 

    我們再回到提摩太前書，它主要的背景是在以弗所教會。我們稍微看一下

以弗所教會當時候大概是怎麼樣的景況。以弗所教會現在大概是在土耳其、靠

愛琴海邊的一個城市，它是一個靠海的大城市。從使徒行傳十九章、二十章來

看（那邊有詳細的記載），保羅因為第二次旅行佈道回來的時候經過了以弗所，

那時候他跟他們說：他會再回去，所以在第三次旅行佈道時就回到了以弗所。 

    他到了以弗所之後，在推喇奴的學房天天辯明福音。有多久（考你們）？

二年之久。他在那邊辯明福音二年之久，一直跟他們講福音。感謝神！神也透

過保羅行了許多的神蹟奇事，所以信主的人就非常的多。當然這是好事，不過

卻也引發另外一個狀況，因為當時候有一些靠製造偶像維生的銀匠，他們就不

滿、不高興。有一個叫做底米丟的銀匠就鼓譟鬧事，引起一場不小的暴動。 

    那時候的情況相當危急，甚至於保羅的同工勸保羅不要去到那邊。連保羅

自己在寫哥林多前書的時候，他提到說：他在以弗所是什麼？同野獸戰鬥──

保羅自己說：他那時候在以弗所同野獸戰鬥。 

 

保羅寫提摩太前書的原因 

    所以，我們這樣來看那時候以弗所教會的情況，大概可以看出來那時候以

弗所人怎麼樣？好辯（不然保羅不會辯二年嘛，對不對？）、好鬥！所以當時候

的福音面對這些異教文化上的衝擊應該不小！即使教會裡面信主的人越來越在



真理的教導上或許是面臨不小的挑戰。以致當保羅要離開，往下一個城市去的

時候，他特別留下自己栽培的提摩太來擔負起牧養這個教會的角色。 

    我們看提摩太前書（如果你手邊有聖經，可以繼續翻著），從第三章 14節

─15節來看，原本保羅是希望能夠回到以弗所的（那時候提摩太在以弗所），

不過可能有一些事情的耽擱，所以他就先寫了這封信──就是提摩太前書，來

告訴提摩太在教會中當要如何行。 

 

當如何行 

    從整個提摩太前書當中，保羅要教導提摩太當如何行，大概有三個主要的

信息。第一，就是要禁止教會當中有一些錯謬的教導或是不當的傳言，這個會

使弟兄姊妹妹偏離了真道，所以保羅就是要提摩太第一要做這個──要禁止這

些人錯謬的教導。 

    第二，就是要提摩太在教會中要有好的榜樣──「要有好的榜樣」在這整

卷提摩太前書當中重複的出現。第三，就是要教導提摩太，教導他一些牧會的

要領或是牧會的規範（這是在整個提摩太前書後面會繼續看到的）。 

    我們今天主要的信息經文就是在提摩太前書。在第 1節、第 2節簡單的問

安之後，保羅立刻指出提摩太要好好處理教會這些不同教導的事情、這些錯謬

的傳言，這也是當初保羅要提摩太留下來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二個「不可」 

    保羅一開始要提摩太教導那些人二個「不可」，第一個「不可」是什麼？不

可傳異教──也就是跟保羅之前所傳的福音不同的這些教導，不可以傳這些。

（其實從第六章的 3─5節，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翻開後面的經文。） 

    第六章的 3─5節大概也可以知道這些傳異教的或是這些做一些不同教導

的，他們的背後有一些動機，或是背後有一些心態，就是什麼？他們自高自

大，不順從保羅的教導，甚至他們靠著這些敬虔的外貌，想要獲取一些利益、

賺取一些錢財，把它當成這樣的管道。就是這些人！ 

    第二個「不可」是不可聽從荒謬的無憑的話和無窮的家譜。大部分的解經

家都會說：這個「聽從」是指專注，也就是說：有些人專門專注在一些荒謬無

憑的話、專注在一些捏造的神話──神奇的故事，好像這些比較吸引人，就專

注在這一些。 

    對於我們今天普世教會來說，是不是這兩個議題也是蠻大的議題？也常常

有一些異端想要藉機會進入到教會裡面，來誘惑我們的弟兄姊妹在信仰當中走

偏了路；或是從另外角度來看，是不是有些人他們比較喜歡一些無聊的八卦、

喜歡道聽塗說、喜歡在有些事情上加油添醋，甚至喜歡一些無中生有的傳說。 

    我想從保羅的角度來看，這些都只會產生辯論（保羅說的）。在第 4節那邊

談到的，都只會產生辯論，這些與信仰的建造一點關係都沒有；不僅不能建造

人的心──人的信心，甚至還有可能如第六章的 21節，保羅說：這樣的事情可

能會使教會裡面的人偏離了真道。 



 

囑咐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所以保羅要提摩太留在以弗所，要他囑咐那些

人：不可以傳，不可以講這些流言。整個第一章來看，這裡的「囑咐」跟第 5

節、還有第 18節的「命令」，基本上是同一個字，就是你要囑咐那些人，就是

你要命令那些人不可以做這些事。 

    我們先來想一下，你會不會命令、囑咐別人：不可以做這個、不可以做那

個？會不會？不太會？！問你的孩子或是問你的太太比較清楚、比較準喔。其

實有時候我們也常常囑咐別人，對不對？我們命令別人。 

    我們從另外的角度來看，我們為什麼會去囑咐別人？為什麼會去命令別

人？因為他錯了！因為他做的事情不對！所以要糾正他。或是某些層面來看，

我的觀念比較好、我的想法比較正確，所以我就要他來聽我的，按我的想法、

觀念來做事。 

    通常在家裡的時候，你如果有青少年的孩子，他會跟你說：這是叫什麼？

洗腦！我們大人說：不是！我是按照神的真理在教導你。光這個，在家裡這個

仗就有得打了！ 

 

囑咐的二個前提 

    所以這邊囑咐、命令別人──這是保羅教導他要這樣去做的，但這個當中

有二個很重要的前提，第一個前提是什麼？我既然要教別人、要命令別人，一

定是什麼？我的是對的、是正確的，而且是有依據的。等一下我們會看到保羅

就是以他自己的例子為例，來說明他這樣子是有確據的。 

    第二個呢？當然這個人是跟我有關係的。我們看整個提摩太前書，保羅不

僅要提摩太在這邊囑咐這些人，一直到第五章第 1節、第 2節，保羅要提摩太

教導誰？要勸老年人、少年人、老年婦女、少年婦女，一直到第 6章 17節還要

提摩太去囑咐誰？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 

   也就是說：男女老少，有錢、沒錢的你都要去勸。這個人就是我們的主任牧

師，所以炳宏牧師很辛苦的，他如果跟你勸導的時候，你要怎樣？要聽他的！

要聽他的！通常囑咐別人或是命令別人來聽你是不是容易的事？容不容易？你

們都說：不容易喔！ 

 

命令的總歸就是愛 

    有人說：這天底下有兩件事最困難，第一件就是把別人口袋裡的錢拿出

來，放到自己的口袋裡。難不難？只有少數人難？可能大部分人都不難！是有

點難喔！第二個困難的事是什麼？把自己腦袋裡面的東西拿出來、放到別人的

腦袋裡，難不難？這個就比較難多了喔，真的是更難。但是我們還是會去做

啊！對不對？背後的動機是什麼？我們還是會去做，背後真正的動機呢？ 

    保羅這邊說，第 5節「命令的總歸就是愛」，也就是說保羅要提摩太去勸

人、去囑咐人、去命令人的最大的動機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愛；保羅也接著又



說：這個愛是從三個心生出來的──從清潔的心、無虧的良心、無偽的信心生

出來的。所以我們要常吃三星蔥，就會生出愛來，但是不一定要買三星手機。 

 

不再只想到自己 

    清潔的心、無虧的良心、還有無偽的信心（不是三星蔥喔），到底是什麼？

它指的是什麼？清潔的心、無虧的良心、無偽的信心，我想到的是「不再只看

到自己、要想到他人、要專注於神」。 

    清潔的心就讓我學習到我不要再只看到自己、不要專注自己、不要只想到

自己。因為當罪入了人的心，那個罪在你心裡把你污穢掉了，注重肉體的情

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的那個私慾就會在我們裡面發動，好叫我們以自

我為中心、自我滿足、自我享受這樣的方式去表現出來，讓我們看到的、想到

的都是自己、都是我。 

    舉個例子，就好像說：我花了時間，付上代價去探訪、去陪伴我的弟兄，

關心他，好不好？當然好啊，非常好！但是當他做見證的時候，他怎麼沒有提

到我的名字？他怎麼沒有想到我的付出？我的心裡就有點糾結、不是味道，會

不會？好像你們都不會！所以你們的心比較清潔。好像會有點這樣子，好像我

還在看自己，我想到的還是自己。 

    相反的，清潔的心從某個角度來看就是被神所潔淨的心，就是可以讓我們

開始效法基督的捨己，不要只再看到自己，願意放下自我，不再參雜那一點點

的私心、私欲或是虛榮。愛從清潔的心而生，就是讓我們先從不要只再想到自

己、專注自己做起。 

 

想到別人 

    第二個無虧的良心，讓我想到的就是學習我們要想到別人。我不再只想到

自己，我要想他的益處有沒有因為我而虧損了？他會不會因為我的緣故變得不

太喜樂、缺乏平安，或是他的一些好處就短少了？我是不是可以多一點點將心

比心，多為他的好處來著想？多設身處地的為他想一想。 

    有一位弟兄跟我分享過，有一天早上他開車上班，前面突然一個機車冒出

來，他緊急煞車，後面的一輛營業車不曉得，當然就是煞不住，就從他後面碰

的一聲，撞了一下。他當下就下車查看，但是他先看到的是那個營業司機滿臉

無助的表情，自己覺得好像有錯、虧欠的那個樣子。 

    所以他當下心裡就想：就算我要修車子，也不過幾千塊或是甚至一萬塊，

但是那個營業司機一早出來營業，他討生活很不容易，所以他當下就拍拍那個

司機的肩膀說：沒事！願上帝祝福你！我覺得這是想到別人。當然有不同做

法，但是你會想到別人。愛從無虧的良心而生，讓我們可以學習開始想到別

人。 

 

想到神 

    第三個無偽的信心就是要學習想到神。在你平常的生活當中，你會想到神



嗎？在你工作、家庭、親子的互動、夫妻之間、同事之間，或是你做一些事

情、一些決定，你會想到神嗎？感謝神！有一些姊妹說：會喔！（其他都不

會？） 

    如果我不太會的話，會不會我也不太在乎神怎麼想，甚至我也不太在乎聖

經裡面的教導我要怎麼去活出來。那這樣我的信心夠真誠、真實嗎？所以不是

說只有在一些碰到很大的問題或是重大疾病的時候，我才到神面前、才想到

神，而是在我每天的生活當中，我覺得神是與我同行的時候，我是會想到神

的，我會在乎神的，我會在乎祂的看法的，我會按照聖經的教導來做的，這是

真誠的信心。 

    就套句我們都很熟悉的某位長老所說的──我們的信仰是什麼？玩真的！

我們的信仰是玩真的！如果這樣子的話，你一定會常常想到神，你會在乎神怎

麼看，你會在乎神怎麼想，你會重視神的想法，反而你不是去在乎別人怎麼看

你的信仰，我想這是真實的信心，是無偽的信心。 

 

二種傾向 

    第 6節保羅說：一個教導者如果偏離了這些，也就說一個教導者如果偏離

了愛，就會有二種傾向，第一個是只會講一些虛浮的話。其實聖經裡面有一個

典型的例子，有沒有想到誰？約伯的朋友，他本來是要勸約伯的，但到後面變

怎麼樣？辯論了！一直在講、一直在講。所以基本上，到時候就講一些虛浮的

話。這邊所謂虛浮的話不見得你講的不對，是你根本不懂，你根本不懂你講的

了。他只是為了證明自己有理。 

    第二個傾向，就是說這些人可能到頭來就是為了自己的一些私利或是為了

自己的虛榮，只想當教法師、只想建立自己的粉絲團──好像很多跟隨者，卻

對自己所講的都不太明白、也不太確定。所以保羅這邊所要說的，就是他對那

個真正的愛事實上是不明白的。 

 

真正的愛 

    這些就跟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三章所說的一樣，這些就成了鳴的鑼、響的

鈸一般。回到命令的總歸就是愛，以保羅這樣的觀點或這樣的脈絡來看，保羅

說這樣的命令──你去囑咐別人，基本上跟律法的本質是一樣的。 

    所以保羅說：律法原是好的（第 8節），只要人用得合宜；你這樣子去囑

咐、命令別人是好的，你要有合宜的方式。當然保羅在這邊特別舉了一些摩西

律法，其實就是讓我們再次看到我們這些罪人，我們是不義的，要我們能夠回

轉來歸向神。我們也知道我們人根本沒辦法靠行律法而稱義，唯有什麼？耶穌

基督捨己的愛，人才有可能再次回到律法上的義，與神和好。 

    所以 11節這邊保羅所說、要告訴提摩太的：你命令的總歸就是愛（當然他

後面講的是律法），這是照著神交託他榮耀福音說的，也就是說你去教導、勸

誡、命令別人，這樣的一個總歸若是因著愛的話，這是照著福音做的、這是照

著福音說的。 

 



保羅的例子 

    保羅講完這些，接著就以他個人的得救經歷來說明他前面所說的，他以自

身的經歷來作例子，這當中可能有二個重要的意涵、意義，第一個保羅以自己

歸正這樣的轉變來說明福音是有果效的。 

    保羅說：他因著神的恩典、憐憫，使他可以從罪人中的罪魁轉變成耶穌基

督忠心的僕人。這是很大的轉變！因著福音的緣故，他可以這樣轉變。所以提

摩太因著愛心的目的的緣故勸勉、教導，也可以使那些人轉變，保羅自己就是

一個最好的例子。 

    第二個重要的意義？我們剛剛提到你要去教導別人，一定要什麼？一定要

對你所傳、所講的有十足的把握。保羅說他的福音來自於誰？耶穌基督！當然

這邊他沒有講到他得救的經歷，但是我想可能過去他都已經有提到了。就保羅

他的福音是來自於耶穌基督，所以這是絕對正確的，只要跟他所講的不一樣或

是偏離了，那是錯的，你要把它糾正過來。我想保羅在這個過程當中，他這樣

的見證、這樣的例子是要讓提摩太非常清楚（有十足的保握的）。 

 

有好榜樣 

    另外保羅後面提到，因為福音的緣故，他可以從罪魁中的罪魁，變成耶穌

基督忠心的僕人，他也說這個給後來信主的人做了美好的榜樣。我們通常覺得

榜樣是什麼？要有信心嘛，對不對？你要有愛心，要在工作上有好的表現；你

在家裡要兄友弟恭、父慈子孝，要有這些好的榜樣。 

    其實在整個提摩太前書裡面，保羅要提摩太怎麼樣？你要在教會裡面要有

好榜樣啊！有一種榜樣是這樣子沒錯，但是我們真的要小心，這樣的榜樣不是

高抬人，而是要讓人看見上帝的榮耀。 

另外一種保羅這邊所說的榜樣，他說的是連我這樣的罪人──罪人中的罪

魁，耶穌基督都可以憐憫、接納我，那你一定可以被神接納、被神憐憫！ 

    有位弟兄來教會一段時間一直沒有受洗，後來得知他是因為他想到說：他

認為自己達不到基督徒的高標準，所以就沒有受洗。後來他受洗信主了，有機

會我就問他說：你怎麼後來想通了？他說：他看某某長老也不過如此而已，他

就覺得應該他也可以成為基督徒了。 

    我要澄清那個長老不是我！不過你下次如果看到我一些軟弱，不用失望！

不用替教會失望，也不用替你的信仰失望，人本來就有軟弱。說不定你看到我

的軟弱，你還有一點安慰。我們不過都是蒙恩的罪人，重點在於神的恩典，所

以只要我願意承認──當然這是最重要一點：只要我願意承認我們的軟弱，神

的恩典可以讓我們改變。只要我願意承認！ 

    而且神的恩典是在我們人的軟弱當中越發彰顯，我們的信仰是很真實的，

不需要去做一些表象。我們每個人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重點在於我願意承認

的時候，讓神的恩典來改變我，就能夠更加突顯神恩典的偉大。這是福音，是

保羅說的另外一個榜樣。 

 



提摩太的呼召 

    最後保羅說他是照著先前的預言，第 18節，將這個命令交託給提摩太，叫

提摩太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當然有一些解經家會說這邊到底所說的預言是

什麼，而你看到後面第四章 14節，那邊也再說一次。 

我大概可以理解提摩太那時候應該很年輕──應該相對的年輕，因為第四

章說：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輕！那麼年輕的一個人要留下來處理那麼複雜、那麼

難搞的教會，或是有那麼多挑戰也比較大的一個教會，本來也就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保羅這裡說是預言，然後就告訴你要去這樣做。所以我覺得，好像保羅

要讓提摩太知道這是你的呼召。 

    當然我不曉得，不一定每個人，神預言你今天要當老師、神預言你今天要

當什麼，但是如果從另一角度來看，神預知我們每個角色，你今天在某個時候

所處的環境當中，從某個角度來看是神對你的呼召。這裏，神的呼召是要提摩

太去打那美好的仗。一直到第六章的 12節，保羅再次強調：為真道打那美好的

仗，也就是說他必須以愛為目的，常存信心與無虧的良心，在教會當中持守真

道，做好榜樣、牧養教會。 

整個第一章我們很快的這樣讀過來。那跟我到底有什麼關係？ 

 

持守真道 

    從提摩太前書第一章，我自己有兩個結論可以跟各位來勉勵、分享。第

一，保羅把這個命令交託給提摩太，勉勵他去打美好的仗，其實這也是我們每

位基督徒，我們在教會裡面要持守真道、為基督作見證的這種職分，不是嗎？ 

    「真道」這個字在整個提摩太前書，你猜它出現過幾次？十四次！提摩太

前書才短短幾章，「真道、正道」這個字出現過十四次，所以可見持守「真道」

對教會或是對我們每個弟兄姊妹而言，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因為我們所信的

就是這個。 

    所以使我們弟兄姊妹繼續在真道當中紮根，這是教會重要的職責。讓弟兄

姊妹在聖經──神的話語裡面、在真理福音中能夠有正確的認知，才讓我們能

夠分辨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這個非常重要，不僅讓我們自己可以站立得

住，甚至有些時候我們還可以去教導、指正別人。 

 

活出基督的愛 

    另外一方面，信仰的真理、教義的持守、教導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

信仰是要活出來、信仰是要用愛來實現的。有人說：我對聖經很熟，甚至我還

可以開主日學，我在聖經的整個教義上也很清楚。這當然很好，其實這也是比

較符合信友堂弟兄姊妹的特色，不是嗎？我們對聖經都很熟。但是在信仰中要

去活出愛，似乎是更不可或缺，這好像又更為重要。 

    聽過有位牧者說：信仰不只是真理、知識或是教義的建構，不只是這些真

理知識的建構，它也是個人價值觀的抉擇，因為你有這些知識，在價值觀當中

你就會做一些抉擇。信仰更是你我活出所選擇的價值觀的生活樣式，你有一個



正確的知識，你的價值觀會做一些轉變；那你的生活呢？有沒有做出來？ 

    這個就跟保羅自己的見證一致，在一章 14節所說的「他蒙神豐富的恩典，

使他在基督裡」有什麼？信心與愛心。他蒙神的恩典──豐富的恩典，不只有

信心，還有愛心。他有信心可以去相信他所相信的，他有愛心可以去活出他所

相信的。我想這也是保羅在整個提摩太前書當中，不斷的要提摩太去持守真

道、去教導，在這當中同樣重要的；他一再的告訴提摩太：你在教會當中要有

榜樣，我想這個就是活出愛，這正是為基督打那美好的仗。 

 

禱告 

    天父，我們謝謝祢，謝謝主，主祢真的是這位又真又活的神。主，讓我們

能夠在真理當中認識祢，祢把這真理交付我們，讓我們有這樣的確據──我們

所相信的是真的。主，我們更懇求聖靈來幫助我們，讓我們不僅是口裡相信、

嘴裡承認，我們更願意我們的生活是活出基督的愛。不管我們今天在教導、我

們今天在生活上的每一個大大小小事情，主，讓我們能夠願意活出基督的愛，

我們仰望你。感謝禱告奉耶穌的名求，阿們！                                  

                                                  （林玉卿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