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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0 日 

主日講台信息 

「出死入生的愛」  

／鍾興政牧師 

經文：約翰壹書第三章 11–18 節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這就是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的命令。不可像該隱；他是

屬那惡者，殺了他的兄弟。為什麼殺了他呢？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兄弟的行為

是善的。弟兄們，世人若恨你們，不要以為希奇。我們因為愛弟兄，就曉得是已

經出死入生了。沒有愛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殺人的；你們曉

得凡殺人的，沒有永生存在他裡面。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

們也當為弟兄捨命。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乏，卻塞住憐恤的心，愛神的

心怎能存在他裡面呢？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

為和誠實上。」 

弟兄姊妹平安。我在線上和大家來問安。事實上今天的證道是我在美國錄影

的。感謝教會允許我這幾個月在疫情的期間，來美國探視我們的女兒們。我們和

大女兒、二女兒有將近兩年的時間沒有見面，所以我非常感謝教會讓我有機會可

以透過線上和遠距的方式來聚會和事奉。如果一切順利的話，那麼今天 10 月 10

日早晨，我應該已經飛回到台灣，希望在隔離之後，很快和大家可以有實體的見

面。 

今天主日證道的題目是出死入生的愛。各位弟兄姊妹，你是否已經經歷過非

常刻骨銘心的愛呢？有些人很渴望得到這種愛，但是等了一輩子，等了很久，都

得不到這樣的愛。 

引言：電影「悲慘世界」 

記得在 2012 年有一部電影，叫做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這部電影當

年上映時候，我記得我看了很多遍，每一次看的時候，我都非常的感動，甚至流

淚。電影當中的男主角叫做 Jean Valjean，中文翻譯成尚萬強，他被關在監獄當

中有 19 年的時間，當年他只是因為偷了一塊麵包，他偷這塊麵包是為了當時正

在挨餓受凍的家人。電影一開始的時候是一群被關在監獄的奴隸，被迫工作的時

候，他們在唱的一首歌。這首歌引起我的注意，因為這首歌談到了信仰的關係。

所以我來為大家讀一段這首詩歌當中的幾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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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唱：I've done no wrong! 我沒有做錯什麼，Sweet Jesus, hear my 

prayer！親愛的耶穌，請聽我的禱告。Look down, look down，這裡就是他要往

下看，往下看，因為他如果抬頭，會看到那個兇惡的管理監獄的人。最後一句他

說，Sweet Jesus doesn't care，親愛的耶穌，你好像不關心我。 

親愛的弟兄姊妹，這一位尚萬強他心中的那種痛苦，不是言語所能表達的，

但是後來這位男主角被釋放出來了，他雖然身體被釋放了，但是他心中的苦毒並

沒有被釋放。他出獄之後，到處碰壁，他走投無路。就在這時候，有一位天主教

的神父看見他，這位神父就收容了他，並且邀請他來到他的住處。同一個時間也

為他預備晚餐給他吃，讓他暫時有一個溫飽的地方可以居住。但是尚萬強卻在那

個晚上把神父家裡面貴重的銀器偷走了。沒想到他出去之後，在早晨的時候他就

被警察抓到，並且他被帶到神父的家中。 

這時候，這部戲裡有一個很奇妙的轉折，就是神父告訴警察，這些銀器是我

送給他的，然後神父來到尚萬強的面前，告訴他說，你怎麼忘記這裡還有兩個很

貴重的燭台呢。尚萬強聽見了神父跟他說的話，他不知所措，因為在這之前，沒

有人是真心對待他的。 

主命令我們應當彼此相愛 

所以，今天的經文說到愛這件事情。愛，是需要彼此的，英文說，love one 

another，one 有一個人，然後 another 有另外一個人，有兩個人才能夠彼此相

愛。沒有被愛的人，對於要去愛其他的人，是有困難的。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

今天經文的一開始，在約翰壹書第三章 11 節就告訴我們，「我們應當彼此相愛。

這就是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的命令。」 

誰屬神，誰屬魔鬼？ 

如果我們要瞭解明白這句話的話，其實我們需要往前看，就是上個禮拜的經

文，約翰壹書第三章 10 節。那裡說到「從此就顯出誰是神的兒女，誰是魔鬼的

兒女。凡不行義的就不屬神，不愛弟兄的也是如此。」我們都知道約翰壹書第三

章 10 節是個轉接句，是個轉折語。他說道，如果我們屬乎上帝，我們就會行義。

如果我們屬乎魔鬼，就會行不義。這裡有兩種屬乎，一種是屬乎上帝的，另外一

種是屬乎魔鬼的。屬乎上帝的人行義，屬乎魔鬼的人行不義。 

那麼什麼才是行義呢？當一個人能夠愛他的弟兄姊妹的時候，他就是行義

的，否則他就是不屬乎神的。那麼約翰在這段經文當中後面他就舉了兩個例子，

這兩個例子首先舉出一個反面的例子，然後他再舉出一個正面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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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例：該隱 

約翰的神學當中，常常是先把他生命的屬乎，也就是生命的關係先談出來，

然後這樣的生命會引伸出什麼樣的行為呢，約翰再把這樣一個行為和這個生命的

關係能夠連結在一起。所以在今天的經文第三章 12 節就說到了這個反面的例

子。第三章 12 節他這裡說到，「不可像該隱；他是屬那惡者，殺了他的兄弟。

為什麼殺了他呢？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兄弟的行為是善的。」他說，該隱是屬

那惡者的，他是屬魔鬼的，所以他殺了他的兄弟亞伯。 

這段經文我們可以從創世記第四章第 3 節到第 7 節看見，在那裡，我們看

到始祖亞當和夏娃生了兩個兒子，老大叫做該隱，老二叫做亞伯，他們兩個人就

想要獻供物給耶和華。該隱他是種田的，他就把地裡的出產作為供物獻給耶和

華。亞伯是牧羊的，所以把他羊群中頭生的和羊的脂油獻上。我們注意到耶和華

神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這時候該隱就生氣了，

他變了臉色。所以神跟該隱說，「你為什麼發怒呢？你為什麼變了臉色呢？你若

行得好，豈不蒙悅納？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門前。他必戀慕你，你卻要制伏

他。」 

親愛的弟兄姊妹，很多時候我們注意到這段經文的時候，我們注意到這兩個

兄弟他們獻上的供物是不一樣的，有很多的解經家就從這個供物去作一些文章，

說亞伯的供物，因為聖經裡面有講到，他是把羊群中頭生的和羊的脂油獻上，所

以他比較看重神，他把最好的獻給神，因為頭生的是最重要的。不過該隱好像沒

有這麼做。 

我是不曉得該隱他作農夫的時候，是不是看到那個頭生的，就摘那個頭生的

給上帝，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你是農夫的話，你生產了很多的水果啊，蔬

菜啊這些農作物，很難分辨哪一個是頭生的，哪一個不是頭生的，他應該也會選

一個看起來不錯的水果、蔬菜獻給神，所以我們如果把專注點放在那個供物上的

話，那麼我們可以說失去另外一個重點。 

那個重點就是在這段創世記經文裡面，我們看見了創世記第四章的這段經文

第 4 節和第 5 節，「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首先，耶和華看中的是亞

伯。第 5 節說，「只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所以神是先看不中該隱。神是先

看中亞伯，神沒有看中該隱。這當中的區別是，神先看那個人，神看這個人他在

神的面前他獻上的是什麼樣的一個心態，他到底想要對上帝的供獻是什麼，所以

這裡，如果我們看見這段經文的話，那麼上帝祂首先看中的是人的心。該隱他獻

出土裡的土產，但是神卻悅納他的兄弟。 

上帝說了這件事以後，該隱並沒有好好反省自己的生命，他反而來嫉妒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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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亞伯，最後他付諸行動，就把他的兄弟殺了。當他獻祭不被悅納，心裡憤怒，

他感到他的心靈受到了傷害，他所做一切事情不被人稱讚，不被神稱讚，但是他

兄弟亞伯卻被神稱讚，他感到自己沒有被愛。所以當我們如果感受到不被愛的時

候，我們感受到心靈受傷那種事實的時候，我們應該怎麼樣來面對？ 

該隱的反應是他去殺他的兄弟。聖經裡面「殺」這個字，其實這個字跟殺動

物那個屠殺、宰殺是一樣的字。我們看見該隱對待亞伯好像對待那些牲畜一樣，

就把他殺了，所以他用恨來處理他心裡不快樂的感覺。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當我們談到愛和不愛的時候，我們很自然的就會想到

一件事情，就是喜歡或不喜歡，我喜歡這個或不喜歡這個。但是在聖經裡面談到

愛和不愛的時候，他說到的是一個人的內心。當你容許恨人的心在你的心中滋長

的時候，就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這是一個危險的道路。很多時候，這個危險

的道路會帶你走向一種滅亡，正如該隱一樣，他想要殺了他的兄弟，最後真的殺

了他的兄弟。 

所以，我們注意到在馬太福音那裡，馬太福音第五章 21 節到 22 節說到，「你

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不可殺人；又說：凡殺人的難免受審判。只是我告

訴你們：凡向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斷；凡罵弟兄是拉加的，難免公會的審斷；

凡罵弟兄是魔利的，難免地獄的火。」在馬太福音這段聖經裡面告訴我們的是，

神是看內心的。當我們把我們的心腸肺腑打開的時候，先看見的是我們的內心，

我們內心最深處，神都看得見。 

所以當有一個人他說，「我恨人」，然後他真的去殺人，另外一個人他說我不

一樣，我恨人，但是我沒有去殺人，或許從外表當中他看不出來任何的事情，但

是神說，我看見，這樣的人所作出來的事情，這兩個人是一樣的。這是上帝的標

準。 

正例：主耶穌基督 

所以約翰也在後面在 16 節，他就作了一個正面的例子。那麼到底什麼才是

上帝所喜悅的愛呢？約翰壹書第三章 16 節說，「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

道何為愛」。 

親愛的弟兄姊妹，這一句話代表了一個很不一樣和該隱的行為和該隱的心。

因著主耶穌祂愛人，祂犧牲了生命，祂拯救人在各種受創的心靈當中，這樣表達

出神對人的愛。該隱，相反的他是心中有很多的恨，他為了保存他的面子，他就

逃避面對這種心靈受創，他用恨的方式去否定對方。他否定對方到了一個地步，

甚至就把別人給殺了。所以，耶穌和該隱就成了一個非常相反、對比的一個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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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對比就是，耶穌是愛別人，所以祂否定了自己的生命，英文叫 deny 

yourself，耶穌是捨己，祂否定了自己的生命，祂甚至把自己的生命釘在十字架

上，為的是叫那些其他的人，有心靈上需要的人可以得到生命。該隱所做的是，

他否定他的兄弟。 

所以什麼叫做愛人如己呢？如果我們只停留在感覺上面的話，那麼我們跟這

世界上的人就沒有什麼區別了。所以聖經上說到的愛這件事情，是讓我們透過主

耶穌基督祂釘在十字架上，祂否定了自己的生命，然後建立了我們的生命，讓我

們明白這是神給我們的愛。 

但是，相反的，如果一個人不懂得愛，那他就是恨，恨就是保存自己的自尊，

他不想要受到傷害，他不想要聽見人家傷害自己的言語，人家不喜歡他的心，他

就建立了這種恨的感覺，恨到最後，他就拒絕對方，他覺得這是很合理的，他只

是不喜歡對方，恨他，所以他覺得他可以有那個權力來否定對方，他就把對方的

那個最基本的存在的價值也抹滅了，所以他最好的方式就是他殺人，讓他隔絕，

讓他消失。 

先從主領受愛才能去愛 

親愛的弟兄姊妹，這樣的人是不懂得愛，但是如果要明白愛的話，我們知道，

愛這件事情是從主耶穌的命令來的。主耶穌說，我們都要彼此相愛。愛，不是一

件很容易的事情。親愛的弟兄姊妹，愛別人，愛家人，常常都不是我們天生就會

的了。 

我們知道使徒約翰他也不是一生出來他就懂得愛的。當主耶穌遇見使徒約翰

的時候，祂第一次看見他，祂就為他取了一個名字，在和合本把這個名字翻譯做

「雷子」，亞蘭文叫作「半尼其」，因為約翰他生來就脾氣非常暴躁，他脾氣很壞，

他不懂得什麼是愛，他心裡也沒有愛，但是後來這位使徒約翰，他經歷了主耶穌

的愛，他就變成了一個最常常講到愛的一個使徒。後來他在牧養以弗所教會的時

候，他年紀非常的老邁了，他最常講的一句話就是，「小子們哪，你們要彼此相

愛」。 

親愛的弟兄姊妹，不只是使徒約翰說到了這個愛，主耶穌也在路加福音第六

章 27 節 28 節說到了我們要愛仇敵。在路加的這段經文說，「只是我告訴你們這

聽道的人，你們的仇敵，要愛他！恨你們的，要待他好！咒詛你們的，要為他祝

福！凌辱你們的，要為他禱告！」 

親愛的弟兄姊妹，這裡面我們注意到有四個重要的動詞。主耶穌說，你們聽

道的人哪，這四件事情你要注意，如果有一些人是不愛你們的，有一些人是你的

仇敵，有一些人是恨你的，有一些人是咒詛你的，有一些人是凌辱你的，那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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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這四件事情。哪四件事情呢？要愛他，要待他好，要為他祝福，要為他禱告。

容不容易啊？親愛的弟兄姊妹，當我們讀到這樣的一段經文的時候，你會說這個

標準是不是太高了，我做不到。為什麼做不到？因為太困難了。我們的仇敵要愛

他，恨你的要待他好，咒詛你的要為他祝福，凌辱你的要為他禱告，太困難了，

標準太高了。 

親愛的弟兄姊妹，當我想到這段經文的時候，我想到在悲慘世界這部電影，

其實最吸引我的一個地方就是這位男主角尚萬強他生命的轉變。當這位神父他用

上帝的恩典來祝福他的時候，他們當中有一個很有名的對話，這段對話就是，神

父對尚萬強說，我的兄弟啊，你要看那個更高的計畫，就是神在他生命當中更高

的計畫。跟他說，「你不要忘記了，不要忘記了，你要答應我，要成為一個新造

的人。我把你的靈魂買贖回來了，現在我要把你交回給上帝。」在那天晚上，尚

萬強他經歷了上帝的愛，上帝的恩典，上帝的饒恕。所以電影的後半段，尚萬強

用一種很不一樣的人生觀來過他的生活。當他經歷過這樣的恩典之後，他慢慢學

習用一種無條件的犧牲，去對待那些有需要的人。 

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們知道上帝愛就是恩典，恩典通常都是從神

而來的，是神主動給你的，神的恩典，神的愛給你、給我。神學家陸可鐸他這麼

說，他說，當上帝的恩典在某一個地方消失的時候，通常苦毒就在那個地方誕生

了。但是相反的，當有一個地方擁抱神的恩典的時候，赦免就在那個地方油然而

生。當我們走在神的花園當中的時候，我們漸漸的，我們自己聞起來也會像花園

當中的花。 

親愛的弟兄姊妹，對任何人曾經經歷過那種深深恩典，通常他經歷過之後，

他能夠像別人一樣，也能夠分享那種無條件的愛，無條件的恩典。可是，當一個

人他感受不到這件事情，他的生命裡面把苦毒、把怨恨一直擁抱在他心中的時

候，或者他心中所受的傷害一直都沒有化解開的時候，很自然的在他的內心深

處，他就會越來越醜陋。 

這樣的一個心情，其實我們都曾經經歷過。我記得有一位牧師他跟我說，他

說，當你要赦免的時候很容易，因為你只要做一次，當你做一次的赦免的禱告的

時候，你就得到自由。可是如果你要怨恨的話，卻不是這麼樣。怎麼樣呢？怨恨

的人，他要擁抱怨恨，天天不忘記怨恨，他要記住、記住、再記住，把那個怨恨

記在他的心中。所以當一個人他天天擁抱苦毒和怨恨的時候，他是很難經歷神給

他的恩典和饒恕的。但是相反的時候，特別是他從其他人的身上感受到別人愛

他，別人接納他的時候，他就有機會能夠體會那麼一絲一點上帝的屬性，上帝的

特質。 

 



 

7 

世人透過基督徒付出的愛來認識神的愛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人通常是透過別人給我們的愛，來認識神的愛。我再

說一次，人怎麼認識神呢？人通常是透過別人給我們的愛來認識神的。我們每一

個人有一天我們都會面對死亡，在面對死亡之前，大部分的人只會在意兩件事

情。第一件事情是他和自己所愛的家人的關係，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和上帝的關

係。所以當我們有氣息，有這樣機會的時候，我們要來怎麼過我們的每一天呢？

我們要愛上帝，但是更多的時候你怎麼愛上帝呢？當你有機會的時候，你要向你

的家人，你的弟兄姊妹來表達你愛。如果有這樣的機會給你，你是否願意趕緊去

做呢？你知道嗎？知道這件事情卻不去做，有時候等於沒有一樣。 

我記得我曾經買過一些優惠券，不曉得你有沒有買過優惠券，餐廳的或者是

電影院的優惠券。這個優惠券呢，可能買二送一，或者是買一送一，你覺得這很

便宜你就買了，但是把這些優惠券擺著擺著，沒有去使用。你是否有把這些優惠

券擺到過期的經驗呢？我有過，我以為我還有機會，我以為我以後還用得著，但

是沒想到時間很快，生活很忙碌，工作都做不完，後來這個優惠券就過期了。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每一天都要珍惜神給我們有這種生命當中優惠券

的機會。神愛我們，所以我們也要用這樣的一個機會來愛我們的家人，來愛我們

的弟兄姊妹，我們要用行動來表達我們對他們的愛。 

出死入生的愛 

所以在今天的經文約翰壹書第三章的 13 節到 15 節他說到，「弟兄們，世人

若恨你們，不要以為希奇。我們因為愛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沒有愛

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殺人的；你們曉得凡殺人的，沒有永生

存在他裡面。」 

13 節講到一件事情，弟兄們，世人若恨你們，不要以為稀奇。這是一件全

世界都是這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們都死在過犯罪惡當中，我們不懂得愛，因為

我們的生命是死的，所以如果有人是這麼對待你的話，世人若恨你的話，也不要

以為稀奇，大家都是這樣。但是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是，當我們領受了耶穌基督

給我們的愛的時候，我們就會去愛其他的弟兄姊妹。這時候我們就出死入生了，

我們從那個死亡的境地當中，我們得到了主耶穌給我們生命。當我們有這樣生命

的時候，我們就有一個愛在我們的心中。從一個人的生命當中我們可以看出來，

如果沒有那個愛心，那他仍然住在死當中。所以沒有這樣愛心的人，他不是屬乎

神的，他恨他的弟兄，他就是殺人的。「你們曉得凡殺人的，沒有永生存在他裡

面」。這是約翰清清楚楚想要告訴我們的事情。 

在悲慘世界的這部電影當中，當昨天我在預備講章的時候，晚餐的時間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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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母還有女兒們談到這部電影，我問他們，你們對這部電影最深刻的感受是什

麼，當中他們就說，是愛。但是有一位孩子他就跟我說，他說，這部電影是給別

人第二次機會，給別人第二次機會。當主耶穌為我們捨命，當神給人祂生命的時

候，我們就有了第二個機會來為主而活，這就是出死入生的愛。 

所以今天的詩歌，當我有機會挑選詩歌的時候，這首詩歌彼此相愛，他的歌

詞深深的觸動我的心。歌詞說到，將我心此刻交給你，交給主你，來為我加添多

一點愛。教導我懂得愛人，效法基督的愛，潔淨我那不愛人的心。從來沒有人見

過神，若彼此相愛，你就在其中。望向身邊的每一個人，原來全是你所愛的臉孔。 

親愛的弟兄姊妹，這首詩歌說到了我的心境，因為我不懂得愛人，因為我曾

經恨，因為我曾經在一種不被愛的時候，我曾經大聲的跟人說，大聲的吵架，我

曾經因為別人不愛我，所以我也不愛他，因為別人不愛我，所以我也不想要對你

好。所以這首詩歌把那樣的心境帶到神的面前，跟神說，將我心此刻交給主你，

來為我加添多一點的愛。我沒有那個愛，求神教導我們懂得如何愛人，效法基督

的愛。中間的這句話，潔淨我那不愛人的心，求主來改變我的生命，潔淨我那個

原來在裡面不愛人的心。但是當我們真正能夠這麼做，被神來改造的時候，神就

在我們當中。當我們彼此相愛的時候，當我們看見旁邊的弟兄，旁邊的姊妹的時

候，原來這些就是上帝所愛的每一個臉孔。 

所以，感謝神，我們每一個人的人生，常常會遇見許多的挑戰，我們人生也

會面對許多困難的問題，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當你面對這些人生的挑戰、人生

的困難的時候，你千萬不要自己單獨去面對，你應該可以和你所愛的家人、你的

朋友們一同來面對。我們的人生很短暫。 

相愛不要只在言語上 

今天的這段經文提醒我們，我們要彼此相愛，我們要愛上帝，我們要和上帝

有一個很好並且愛上帝的一個關係。但是對人呢？今天的經文 17 節、18 節就在

結束的時候他說，「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乏，卻塞住憐恤的心，愛神的

心怎能存在他裡面呢？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

為和誠實上。」 

親愛的弟兄姊妹，約翰太清楚了，愛人有兩方面，一方面就是在物質上的，

如果你有那個財物，你有那個能力，你看見別人的窮乏，你不能把你愛人、憐恤

人的那個心就塞住了，不去做這事情。如果你不做這個事情，愛神的心怎麼會在

你裡面呢，那麼你所做的和你所說的就不能夠合一了。所以，物質是一件很重要

的事情，當你有那樣的能力的時候，在物質上你要去幫助你的兄弟，你的姊妹。 

但是，真誠的關懷也非常的重要。在這裡 18 節提醒我們，我們有愛，我們



 

9 

也要展現在行為和誠實上。誠實就是一個人的信心，行為和信心都要一起在神的

面前展現，不能夠只有言語和舌頭。 

所以這裡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我們今天，如果我們可以，我們就立

刻來做一些事情。我們可以立刻今天就拿起你的電話，打給一個你所愛的家人，

跟他講幾句話。今天如果可以，你就花一些時間跟你所愛的人，跟他們共度一些

時間。或者坐在那裡，從他們的身上看見上帝在他們身上有哪些美好的事情，甚

至為他們來禱告。神在提醒我們，我們要彼此相愛。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常常說，我們自己的人生我們要自己來決定，但是要

愛家人，要彼此相愛這件事情，豈不是讓我們有機會要自己來行動嗎？還是你總

是期待，你等待別人來先愛你，或者你希望有更多的機會主動來愛你周遭的人

呢？除了家人以外，如果你有那些很珍惜你的好朋友，那一些常常希望看到你，

希望你變得更好，希望你有更多的微笑展現在你臉上的那些人呢？如果有的話，

好不好讓我們來珍惜上帝給我們的時間，上帝給我們的第二次的機會，讓我們來

彼此相愛，愛我們的弟兄，愛我們的姊妹，愛我們的家人，愛我們的朋友，愛我

們的同工，愛我們的同事。當神給我們這第二次機會的時候，我們應該給我們自

己也給我們周圍的人第二次的機會。是神說的，我們應當彼此相愛，這是祂起初

給我們的命令。 

禱告 

主啊，我們來到你的面前，我們向你獻上感恩，因為是你捨了你的生命，以

致於我們有這第二次的機會。主啊，向你獻上我們的禱告，因為我們不懂得愛人，

求你潔淨我那不愛人的心，求你教導我如何懂得來愛其他的人，求你感動我，也

讓我能夠有行動去愛我周圍的人，愛我的家人，愛我的弟兄姊妹，愛我的同工，

愛我的同事，謝謝主，這是我們的禱告。奉耶穌基督寶貴的名求，阿們。 

                                                  （呂琪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