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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 23 日 

主日講台信息 

「倚靠神」  

／康來昌牧師 

經文：詩篇第三十七篇 7 節 

「你當默然倚靠耶和華，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達的和那惡謀成就的心懷

不平。」 

弟兄姊妹平安。倚靠就是相信，倚靠神就是相信神。在這篇詩篇裡，倚靠神

的經文有第 3 節，「你當倚靠耶和華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實為糧；」第

5 節，「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他，他就必成全。」第 7 節，「你當默然

倚靠耶和華，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達的和那惡謀成就的心懷不平。」40

節，「耶和華幫助他們，解救他們；他解救他們脫離惡人，把他們救出來，因為

他們投靠他。」 

倚靠神並非消極的不動不想 

「投靠神，交託給神，一切的事交託給神，一切的事投靠神」，會有一個錯

誤的應用，就是「我們交給神了，我們就一動也不動，我們不要再做什麼事干擾

神的作為，我們就是都不要動了」。這個講法不是全錯，不過很容易進到更恐怖

的，就是「交託給神、信靠神，我們不僅不動，我們只會思想，到最後連思想都

不會了，一片都是空的」。這不是基督教，這不是聖經，這個是在教會歷史上不

算是很正統的奧秘派 Mysticism 或安靜派 quietism 的想法。 

這種想法以及整個對靈修學的追求，在過去卅年非常的多。我是覺得可能是

西方世界牛排、巧克力吃太多，就想吃一點青菜、白水；豐富的東西吃多了，就

想吃清淡一點的，並不是真的歸回到上帝那裡。對不起，我也知道我們教會有些

人喜歡這些，我只是提醒大家要很小心。 

如果說一切交託給神，常常跟著講的就是什麼都不動，什麼都不想，都在主

的手裡。我覺得這是來自靈修學，靈修學裡面大部分都是天主教的著作。是天主

教的還無所謂，可能越來越走向的是東方的神秘主義，東方宗教的那種默想、思

想，甚至不要默想，不要思想，就是放空自己的思維。 

聖經不是這樣的，如果我們信靠神，我們不但不會放空，不會變成一段呆木

頭（魯迅講的）那樣的不動、不想。如果我們信靠神，我們會非常積極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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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積極的行動。要思想，譬如歌羅西書 1：9，「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

上，滿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思想、行事為人，不要

說正統的教會是這樣子，連我們的孔夫子都說過，他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

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我曾經整天不吃、不睡，就去思想，結果沒有

益處，不如去學習。我們學比不思要好，總之，讓我們的信仰因為是投靠上帝，

因為是交託給我們的主，我們有更智慧的思考和更積極的行動。 

倚靠神是有積極的信心行動 

在希伯來書 11 章裡講到的信心偉人，都不是講他們像達摩一樣，面壁、坐

在那裡不動多少年，坐在那裡越不動越神奇（都不怕得痔瘡，也不怕坐下去起不

來了）。 

11 章裡面譬如說挪亞，他在信心當中建了方舟。挪亞和他全家可能有一百

到一百廿年時間就是建方舟、傳義道，很積極。 

亞伯拉罕信心行為、信心的表現應該很多，我們在創世記裡看到很多，但希

伯來書 11 章就講兩件事，一個是亞伯拉罕在信心中，或說因著他有信心，他移

民、搬家（我們也在信心中搬到這裡，將來會有信心再搬回去。），也在信心中

獻上自己的兒子。這裡面都有很多的掙扎、痛苦、理智的爭戰，感情上的爭戰，

都不是坐在那裡不動，是會思想的。 

摩西一生的事情也很多，憑著信心所做的也很多，但希伯來書 11 章只講兩

件事，一個是摩西在信心中守逾越節，一個是摩西在信心中過紅海。 

當以色列人下紅海的時候，他們是憑著信心下去的，在出埃及記講他們有掙

扎，但希伯來書 11 章講他們最後還是憑著信心下去了。埃及人同樣下去了，希

伯來書 11 章說埃及人是試著下去，就被淹死了。 

神是看內心 

我要提醒一下，「有信心」並不是說你在做什麼事，「他每天讀聖經兩個鐘頭，

好有信心啊」；「他每天禱告三個鐘頭，好有信心啊」。讀經禱告長時間不是壞事，

但你是不是在信心中。讀經禱告不一定是有信心，讀經禱告可以是培養驕傲的一

個根源。耶穌就警告過，我們的禱告、對聖經的熟悉可以成為我們屬靈的驕傲，

那就是沒有信心。 

我們不是做什麼而神喜悅，我們更是帶著什麼樣的心在做事，神喜悅或不喜

悅。到那日子，兩個人在推磨，取去一個，撇下一個。不是一個人在讀經，一個

人在看電視，讀經的就被取去，看電視的就被撇下，不是。你帶著什麼樣的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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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帶著什麼樣的態度在看電視。不是一個人在參加擘餅聚會，一個人在踢足

球，踢足球的就被撇下，擘餅聚會的因為屬靈就被主接去，不是的，是看你帶著

什麼樣的心。兩個人在田裡做一樣的事，取去一個，撇下一個。甚至可能是夫妻，

兩個人都睡在床上，取去一個，撇下一個。我們看聖經當然不會死板，兩個人在

床上，一定只有一個人上去，一個人下去，可能裡兩個都下去，也可能兩個都上

去，是看你有沒有信心。 

「有信心」是接受神的話，相信神的作為 

以色列人帶著信心，也就是接受神的話，繞耶利哥城七天，城牆倒塌了。希

伯來書 11：31，妓女喇合有信心接待探子。雅各書也講到妓女喇合有信心。很

奇怪，他們在提別人的時候沒有提到他的身分，在提喇合時特別講她是妓女。妓

女，我不知道是不是要照字面來瞭解，耶穌說的，不是我說的，妓女和稅吏比我

們這些傳道人還要先進神的國。我想耶穌的意思應該不是說將來天上沒有康來

昌、沈正的位置，而有一大堆妓女之類的，不是，而是告訴我們，我們需要有信

心，有信心悔改歸向上帝、接待神的使者。 

這兩個字「妓女喇合」，另外兩個字「接待探子」。接待，我覺得都可以非常

字面，她是妓女，她在接待。我們本來想喇合接待探子就是對探子很好，可是恐

怕也有個意思，妓女平常就是接客，但她在接待這兩個探子的時候是憑著信心。 

什麼叫憑著信心？我們講過多次，信心不是自信，信心不是自己產生的，信

心是因著神的話產生的。妓女喇合什麼時候聽過神的道，什麼時候看過聖經？神

的話哪怕是只有那麼一點點接觸到人，當聖靈工作的時候就有不可思議的效果。 

喇合對那兩個探子說，（她沒有說這四十年，但我們知道是四十年）「四十年

前，你們的神帶你們過紅海，把埃及人淹死了」。各位，你記得多少四十年前的

事？我不知道喇合這個時候是年老還是年輕，如果是年輕的，她必定是從她父母

那裡聽到。耶利哥城的人輾轉聽到全世界最強大的一個國家埃及，昨天一個晚

上，軍隊通通淹死在紅海裡，因為以色列上帝救了他們。這話輾轉傳到耶利哥，

離開這件事四十年了，耶利哥的一個妓女聽到這話產生了信心。「你們的神是上

天下地的神，我們聽到這個消息，我們的心都融化了」。神的話真是有力量，四

十年前！ 

有信心的人在世上會有不同的遭遇 

有信心的人，在希伯來書 11：33 說，「他們因著信，制伏了敵國，行了公

義，得了應許，堵了獅子的口，滅了烈火的猛勢，脫了刀劍的鋒刃；軟弱變為剛

強，爭戰顯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軍。」很棒吧，可是同樣有信心的人，他們「受

窮乏、患難、苦害，在曠野、山嶺、山洞、地穴，飄流無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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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我們有信心很好，我們有來自上帝的話的真信心很好，我們也希望有信心的

結果是得勝又得勝，但是有的時候有信心的結果是「受窮乏、患難、苦害，在曠

野、山嶺、山洞、地穴，飄流無定」。我們希望的是前面一種，不是要後面一種，

但是信或不信，義或不義，我們不太能從今世的結果看出來。我的意思就是，你

不太能夠因為這個人或這群人他們很信靠神，就一定有好的遭遇，雖然聖經上有

這樣的應許。我們也不一定看到這個世界上惡人一定遭報應，有的時候有，有的

時候沒有，有的時候看得很清楚，有時候看得很不清楚。 

一切事都在提醒人悔改歸向神 

聖經一直在討論這個事情，神花了一卷書（約伯記）在討論這個事情，耶穌

生平中也提過幾次這樣的事。彼拉多曾經很殘酷的殺了一些人，有人把這事跟耶

穌講，耶穌說，「你們以為這些慘死的人比別人壞，惹了上帝的怒氣，所以死得

那麼慘嗎？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然後耶穌怕我

們沒有聽懂，再說，「從前西羅亞樓倒塌了，壓死十八個人；你們以為那些死人

比你們這些活人更壞嗎？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

這問題非常的多，為什麼神要讓幾十個人死得那麼慘？就是要提醒我們，你不會

悔改也會這樣。而且不好意思，很可能他還白死，我還是沒有悔改。 

有一個人生來是瞎子，猶太人真是有這神學的傳統。各位，你看到瞎子會怎

麼樣？丟點錢給他，或看看可不可以幫他找個出路，猶太人一看到生來是瞎眼

的，馬上開始神學討論，「是這人犯罪，還是這人的父母犯罪」？怎麼想都不太

合理，若是他父母犯罪，父母之罪怎麼可以報應在兒子身上？ 這不公平。如果

是他自己犯罪，他是生來瞎眼的，不是生下來以後天天愛看女人結果眼瞎了，他

是還沒看過女人眼睛就瞎了，怎麼講都不對。耶穌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

作為」。 

各位，「顯出神的作為」是什麼意思？我們馬上想到的是，神讓一個人生來

是瞎子，然後耶穌醫好他，這顯出神的作為。沒有錯，但還有很多人沒有被醫好。

「顯出神的作為」不只是耶穌可以醫好一個人，也告訴我們，一個人生來是瞎子，

不合理、不合情、難以瞭解，而這是神的作為。為什麼？不是因為這人犯罪了，

照正統的講法，他沒有犯罪，但他有罪。我們基督教相信（聽起來很殘忍）沒有

犯過罪的人，沒有犯罪就死的胎兒，仍然有原罪。 

我們整個信仰是非常完整、合情理的，但我們沒有時間討論那麼多，我們只

說信或不信，義或不義，在世上看他們的表現，並不太能看出他是不是神喜悅的，

有神非常喜悅的人死得非常悲慘，有神非常恨惡的人長命富貴，這在詩篇 73 篇



 

5 

裡講得也很清楚。約伯記是專門討論神公平不公平，詩篇 73 篇是專門討論的一

篇，不是整卷書。詩篇 73：3，「我見惡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懷不平。」13 節，

「我實在徒然潔淨了我的心，徒然洗手表明無辜。」詩篇 73 篇表達出很多時候

我們的心聲。 

耶利米書也是，耶利米書 12：1，「耶和華啊，我與你爭辯的時候，你顯為

義；」這實在是很多人也是我的經驗，我從小就常常喜歡跟神爭辯、抗爭，「你

這做得不對，這不公平、那不公平」，當然每次抗爭的結果我都輸了，神總是對

的。耶利米說：「我與你爭辯的時候，你顯為義；」但我還是要爭辯，「有一件，

我還要與你理論：惡人的道路為何亨通呢？大行詭詐的為何得安逸呢？你栽培了

他們，他們也扎了根，長大，而且結果。」 

以前我看到很多人這樣講，我也覺得是，但現在有一點不同的看法。以前很

多人說，基督教所信的神是獨一的，我們不相信有別的神，只有這位真神，是全

能的，計畫、控制萬有，也是全善的。基督教說這個世界是有獨一的真神創造、

管理、審判，一切都在祂的手裡，祂是良善的，祂是全能的。可是這個世界上太

多不良善、太多罪惡了，所以世界上有罪惡，證明基督教的神不存在。這是「基

督教神義論」，大家都這樣說，我也覺得可能是基督教最軟、最容易被攻擊的地

方，我們說神偉大，現實中神的管理好像並不好。 

但我現在覺得，這個世界上越多的不義、殘暴、荒唐、不合理，越證明有一

位全能、全善、獨一的神。怎麼講？如果沒有這樣一位神，我想請問那些對神憤

憤不平的人，你的正義感從哪裡來的？你要求這個世界公平，這想法從哪裡來

的？你喜愛自由、真、善、美，如果沒有這樣一位上帝，你這個觀念是從哪裡來

的？如果沒有神，我們怎麼會有公平、正義、真、善、美等等這些觀念，不是嗎？ 

聖經裡我們看到，當人越在不公義狀況下，那些蒙恩的人越向上帝呼求。路

加福音 18 章就是，我講過好多次，那寡婦和那不義的官。那寡婦越被欺負，不

義的官越不替她申冤，她越去找他。我結論就是，願世上的一切事讓我們更去尋

求祂，更去倚靠祂。願神讓我們歡喜快樂、平安豐富的過日子時，我們會去尋求

神，我們不會用這些東西來代替神，這些東西是上帝的恩典，我們更加尋求神。

當挫折、橫逆、不好的事、黑暗臨到我們的時候，我們也去尋求祂。當神不回答

的時候，我們去尋求祂，當神回答時候，我們也去尋求神。任何事情，求主讓我

們越發的去尋求祂。 

不為作惡的心懷不平以致犯罪 

詩篇 37 篇第 7 節，「你當默然倚靠耶和華，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

達的和那惡謀成就的心懷不平。」你要默然倚靠耶和華，不要心懷不平。這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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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跟「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一樣。「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

偷盜」你懂，我也懂，你阿們，我也阿們。但同樣的語氣，「不要為作惡的心懷

不平」，我們得被提醒一下。 

第 9 節，「因為作惡的必被剪除；惟有等候耶和華的必承受地土。還有片時，

惡人要歸於無有；你就是細察他的住處也要歸於無有。主要笑他，因見他受罰的

日子將要來到。」說得很好聽，怎麼我們不覺得呢？「作惡的必被剪除」我怎麼

沒有看到呢？「還有片時」，已經幾千年了，惡人怎麼還沒歸於無有呢？「他受

罰的日子將要來到」，什麼時候呢？我們好像沒有看到。不管有沒有看到，他提

醒我們，你不要為作惡的心懷不平，你要行善、行義。當實在沒有辦法避免的這

些邪惡、不公平臨到的時候，你不要心懷不平，第 8 節，「以致作惡」。 

我們再看一句經文，講到我們不能不心懷不平，啟示錄 6：9、10，「揭開第

五印的時候，我看見在祭壇底下，有為神的道、並為作見證被殺之人的靈魂，大

聲喊著說：聖潔真實的主啊，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伸流血的冤，要等

到幾時呢？」這應該是在天堂。我們在啟示錄看到天堂裡有哭的，約翰看到有一

本書沒有辦法被打開，沒辦法讀，他就大哭，天堂也會有人哭。這裡我們看到有

人大喊，喊冤、抱怨，天堂也會有人喊冤、喊抱怨。看起來這個日子隨著我們還

會很久。「要到幾時呢？」這個片語也在詩篇常常出現。 

那麼神的答覆讓我們更加吐血，11 節，「於是有白衣賜給他們各人；又有話

對他們說，還要安息片時」，你們去睡覺，還沒有，還沒有。就像以前要出去郊

遊的前一晚，三、四點鐘就起來問：「是不是要出發了」？「還沒有，去睡覺」。

「還要安息片時，等著一同作僕人的和他們的弟兄也像他們被殺，滿足了數目。」

神不但不申冤，「還有一些人要冤枉的死，等他們死夠了，我來報應」。 

我可以先說一些答案，神不消滅惡人，或神沒有馬上消滅惡人，實在是出於

憐憫，因為神消滅惡人，你我都不在了。我們不能求神消滅惡人，那是求死。這

是真的，但我們也承認碰到不義、不公的事我們會不舒服。而又是讓我們也很難

過的是，如果那個不公不義對我們有好處，我們往往就不講什麼了。如果那不公

不義對我們不好，我們就很生氣。如果那不公不義對別人很好，對我們沒有太好，

我們也不高興。唉，我們都是罪人，真是要求主憐憫。 

不過我們求主憐憫，要知道我們是軟弱的，我們當然也希望神在世界上能夠

多顯出祂的公義，我們對祂能夠多有信心，而我剛才說的模糊就在這裡，神是真

實的，神是確定的，神的路是真實、確定的，神的帶領是美好的，這我們都相信，

起碼我們應該相信。而我們在罪惡的世界、現實的世界，有沒有看到呢？我覺得

是有，但也沒有；看到了，但是又不太清楚。就像剛才講的，這些人你以為他們

比我們更有罪嗎？沒有，耶穌說沒有，那為什麼上帝讓他們慘死，讓我們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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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從他們那裡學到鑑戒。為什麼這樣？為什麼他的眼睛生來是瞎的，要顯出

神的作為？我們生來眼睛不是瞎的，也是顯出神的作為。任何事都是顯出神的作

為。神不會輸的，祂每件事都有道理。我們需要有信心，求主幫助我們不是盲從，

也不是迷信，我們是會思想，會問的。聖經裡有約伯記，詩篇 73 篇就告訴我們

可以問，但是求主讓我們不會自義，不要為惡人心懷不平。「當止住怒氣，離棄

忿怒」，盛怒之下我們容易犯罪。不要心懷不平，以致作惡。 

聖經人物的鑑戒 

耶戶 

聖經裡有沒有這樣人物？有，耶戶是一個。我們不太熟悉他。耶戶是亞哈時

代一個大能的勇士，他是很有正義感的人，他在年輕時候就看到亞哈王巧取豪奪

拿伯葡萄園的事，這件事讓他懷恨在心。後來神使用他，把亞哈的子孫都殺掉，

殺得乾乾淨淨，好狠。 

何西阿書第 1 章莫名其妙的也責備了耶戶。歷史書裡稱讚耶戶，為什麼何西

阿書責備了？歷史書稱讚耶戶，是因為耶戶真的是把一個惡人消滅了，何西阿書

責備耶戶，因為耶戶帶著自義的心去做這件事。各位，我們做的是對的，是應當

的，也不要帶著自義的心，我們只能帶著上帝給我們的權柄去做。求主幫助我們

做任何事情不自義、不驕傲。 

押沙龍 

我也講過押沙龍，講過大衛的謀臣亞希多弗，很有正義感。押沙龍想到自己

的親妹妹被哥哥強姦就憤怒，他愛他的妹妹，希望正義可以伸張，爸爸要處置一

下哥哥吧。但爸爸沒有。 

押沙龍，聖經講他長得從頭頂到腳掌沒有一絲瑕疵，選美的話他是十分。他

不只是外表漂亮、英俊、帥，他很聰明。他不只是聰明，他有正義感。他不能容

許他哥哥傷害他妹妹，他替妹妹報仇。他能忍耐，能等候，他夠聰明，他有正義

感。後來他在以色列城門口跟以色列人合作，他問那些上訪的人「你為什麼來這

裡？你有什麼冤枉？我巴不得能替你申冤，可惜我不是士師」。我相信押沙龍這

樣得到人心，同時我也覺得大衛在犯罪了以後，雖然得到赦免，他軟弱了，他不

太能夠責備罪惡了。他的反應，包括軍事上的反應也遲鈍了。這我想不稀奇，我

們都會這樣，人犯罪以後，對於良善的事就比較力不從心，我們需要求神幫助我

們。後來有一天押沙龍覺得時機成熟了就造反。 

亞希多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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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希多弗為什麼那麼恨大衛？因為拔示巴是他的孫女，他非常恨惡這玷污他

孫女的人。他們的恨、氣都有理由，但是過分了，沒有信靠上帝，以致於最後亞

希多弗是自殺死了，押沙龍是在要殺父親的事上後來死了。 

底拿事件 

今天跟各位談的是創世記 34 章，雅各的女兒底拿的事件。這件事情很簡單，

雅各的女兒底拿，一顆少女心，在家裡好像朋友不多，她就到示劍城那裡去，要

見當地的女子。我自己覺得雅各有一點錯誤，不管是少男、少女，我們都應該給

他們一些正當的管道交友或任何正派活動，雅各好像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底拿就

跑出去，就產生轟趴，她在示劍城就被人玷污了。但玷污的結果，我們從後來示

劍城的人被殺以後，他們把他的妹妹底拿帶走，看起來底拿被玷污了以後，不只

玷污她的那個人喜歡她，底拿也喜歡那個人，底拿沒有再嫁。 

我們需要求主幫助，每一代每一代有不同的看法，我們有共同的神，我們有

共同基本道德標準，但我們需要互相多瞭解。 

雅各的女兒底拿到了示劍被玷污了，她不回來。創世記 34：7，雅各的兒子

們因為這件事非常的生氣。我就覺得很稀奇，迦南地的人性道德是非常不好的，

所多瑪、蛾摩拉是最明顯。迦南地的性道德不好，雅各的 12 個兒子除了約瑟以

外也都不怎麼好，亂倫的、殘暴的都有。但我們看到別人錯的時候特別的義憤填

膺，有的時候責備得特別兇。 

有一位美國宣教士曾經在我們神學院上課，他說這叫做轉移的投射。他說他

曾經在非洲的一個村子裡看到有一個小偷被抓到了，村民打他，而打罵得最厲害

的人就是一個小偷。他說他在他的憤怒中間表達了他對偷東西的憤怒，但不敢用

在他自己身上，就用在別人身上。 

示劍城的人想要挽回這個事，尤其是這位肇事的男主人，他說，「我們結親

吧」。雅各的兒子說，「好，我們結親，不過有個要求，你們的男人都要受割禮。」

示劍城的人就都作了這件事情。割禮很痛，割禮是割掉男人身上最敏感部分的一

塊皮。我不知道會痛到這個地步。25 節，「到第三天，眾人正在疼痛的時候，雅

各的兩個兒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緬和利未，各拿刀劍，趁著眾人想不到的時候

來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殺了，」痛到沒有辦法反擊。可怕的是雅各的這兩個兒

子，如果照馬索拉的經文來推斷的話，才十幾歲，青少年。好狠哪。西緬後來在

雅各算是咒詛之下，這個支派是衰微了。我們感謝主，非常會用刀殺人的利未，

後來成為主的僕人，不過不是殺人，是殺牛羊獻祭。 

他們把底拿從示劍家裡帶出來，29 節，「把他們一切貨財、孩子、婦女，並

各房中所有的，都擄掠去了。」雅各對西緬和利未說，「你們連累我，…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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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既然稀少，他們必聚集來擊殺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滅絕。」他們說：「他豈

可待我們的妹子如同妓女嗎？」很正義，但就是殺人流血、絕情。 

求主幫助我們，這是一個不義的世界，但我們倚靠上帝，以祂的信實為糧。

我們希望我們有力量，靠著主用合法的、正確的方式，讓正義、公義能夠更暢通

無阻，但是等候主，因為這個世界總有一些不義的事。我們要倚靠上帝。 

我讀幾節經文，詩篇 37 篇 11 節，「謙卑人必承受地土，以豐盛的平安為樂。」  

    16 節，「一個義人所有的雖少，強過許多惡人的富餘。」 

18 節，「耶和華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們的產業要存到永遠。」 

23 節，「義人的腳步被耶和華立定；他的道路，耶和華也喜愛。」 

24 節，「他雖失腳也不致全身仆倒，因為耶和華用手攙扶他」 

28 節，「因為，耶和華喜愛公平，不撇棄他的聖民；他們永蒙保佑，但惡人

的後裔必被剪除。」 

29 節，「義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 

31 節，「神的律法在他心裡；他的腳總不滑跌。」 

34 節，「你當等候耶和華，遵守他的道，他就擡舉你，使你承受地土；惡人

被剪除的時候，你必看見。」 

37 節，「你要細察那完全人，觀看那正直人，因為和平人有好結局。」 

我們禱告： 

    「天父，求主教導我們數算我們的日子，教導我們安排我們該過的日

子，教導我們使我們蒙福，有一個智慧的心，愛心、信心、盼望、平安在世上過

日子。主，當我們為了不義的事很憤怒的時候，求主恩待我們應當怎麼樣來處理，

不要讓我們在憤怒的時候犯罪，不要讓我們在主持正義的時候犯更大的罪，求主

憐憫恩待。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呂琪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