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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們平安。�

我想我們在開始之前，我們先⼀起為我們的青少年來
禱告⼀下，今天我們的⽶西傳道帶著⼆⼗幾位孩⼦到我們
的兒童主⽇學服侍，我相信他們在那邊有很好的連接，真
的我們是要看到每⼀代跟每⼀代中間他們都彼此相愛，可
以合⼀，然後可以同⾏，好不好我們⼀起舉⼿為他們禱告
⼀下。�

主耶穌謝謝祢，我真的奉祢的名要祝福⽶西，主耶穌
啊帶領這⼆⼗幾個孩⼦在我們的兒童主⽇學的服侍。主耶
穌啊祢讓他們的兩代中間有合⼀有相愛，主啊，祢把為⽗
為母的⼼也要放在我們的青少年當中，真的不叫⼈⼩看他
們年輕，他們就是我們更年輕⼀代孩⼦們的榜樣，他們所
說的、所活的就是⼀個⼗字架的⽣命，破碎⾃⼰，讓⼈家
可以得著⽣命，謝謝祢，使⽤他們每⼀個敬拜，使⽤他們
的⾒證，使⽤他們的教導，讓祢的話語豐豐富富在孩⼦們
當中，謝謝祢與我們同在，這樣禱告奉耶穌的名求，阿
們。�

我們再為今天的主⽇⼀起做個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謝謝祢，真的願祢與我們同在。邀請祢
預備我們的⼼，可以來承接祢所要栽種的道，我們宣告是
30倍、60倍、100倍的增長在我們⽣命裡⾯。謝謝主耶穌，
願祢來做祢榮耀的⼯作，這樣禱告奉耶穌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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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要講的是愛情的故事。⼗字架是不是就是⼀
個愛情的故事︖是吧︖我相信⼤家都同意⼗字架就是⼀個
愛情的故事。我記得我⼩時候每次主⽇完之後我們就會全
家趕回家，我們那時候在國外，連續劇沒有那麼多，那時
候網路不發達，我們全家就⼀起看連續劇，看港⽚，順便
學⾹港話，所以我們的⾹港話是從這樣學來的。所以我們
那時候有看《神雕俠侶》，這是很久以前的《神雕俠
侶》，聽說已經要拍第七版，我相信愛情故事每個⼈都是
很羡慕的，這⼀幕就是他們兩個⼈相隔了16年沒⾒⾯，之
後他們⾒到⾯的時候是這樣相擁⽽抱，很感⼈，我相信⼤
家都年輕過，或者談過戀愛就知道，有時候先⽣出差回來
的時候，希望也是這樣⼦，兩個⼈相擁在⼀起，我給⼤家
看⼀個現代版的，比較近⼀點的版本，他們16年之後相遇
的時候是長什麼樣⼦︖�

對，很誇張。我們在家裡沒得看，出來教會看連續
劇。感謝主，我覺得這個先⽣把太太抱起來轉⼀圈，我相
信⼤部分先⽣都做不到，對吧︖但是我知道太太都有⼀個
希望，她希望他們家的過兒可以快點長⼤，是吧︖我相信
太太都希望我們家的過兒快點長⼤，我不在乎你已經⽼
了，我在乎你快點長⼤。好不好我們太太們跟旁邊的先⽣
講⼀下:�「你不是⽼了，你是長⼤了。」其實這是我們所
看到的愛情，這個不是很現實的愛情，實際上的愛情我相
信都是有⾎有淚的，每⼀家的故事都是需要上⼗字架的故
事，都是需要很不容易的，都需要被破碎的，婚姻才會進
到⼀個幸福裡⾯。所以我們今天講戀愛��ing，就是在這個
愛的故事要持續地寫、持續地進⾏我們背⼗字架也是這
樣，持續地背，每天背，天天背，彼此相愛是每天都要做
的，不是只有⼀次兩次，⽽是我們常常要這樣⼦。看到對
⽅的時候就想到：「噢！過兒。」看到龍兒就是這樣，我
們遠遠的就知道回到家就是⼀個彼此擁抱，回到家就是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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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期待。今天回到家我們要彼此相愛，希望我們的戀愛
都是這樣⼦，是進⾏式的，持續地進⾏。�

好，我們來⼀起來讀⼀下經⽂好不好︖《哥林多前
書》第�4章第9節：「我想神把我們使徒明明列在末後，好
像定死罪的囚犯︔因為我們成了⼀台戲，給世⼈和天使觀
看。」是神把我們這樣⼦明明地列在末後，末後就是⼩
咖，最⼩的、最後⾯的、最卑微的，這就是⼀個⼗字架的
⽣命。你有想過你的⽣命是要被到末後的，我們都很喜歡
當⽼⼤為⾸為⼤，我們家最⼩的都希望再⽣⼀個弟弟，他
可以做哥哥，他不要做最⼩的。但是我相信神要我們做的
就是⼀個為⾸的，神要我們為⾸︔但是神就是讓我們做末
後的，我們就會變成⼀個為⾸的︔當我們卑微的時候，當
我們願意⾃卑下來的時候，你在家裡就被⾼舉了。�

當先⽣願意被破碎的時候，愛太太的時候，太太就來
尊榮先⽣了，先⽣你就被⾼舉了，所以這是神的律。你想
要做頭的，你就要做末後的，做眾⼈的僕⼈。當你這樣去
做的時候，神就可以把你⾼舉，真的神就把你放在那個位
置上⾯，所以你要知道是神放的，有時候我們覺得是我⾃
⼰要卑微，不是，神今天渴望把你放在⼀個低微的地⽅，
讓你有機會可以被祂⾼舉起來。�

所以是神放的，明明的列在末後，好像定死罪的囚
犯。這個就像羅⾺那時候，進去競技場的囚犯就死路⼀條
了，你是當角⾾⼠進去拼命的，就死路⼀條可以⾛，這個
今天是不是你的⼼︖你今天說:「我來跟隨神。」沒想到⾛
的愛情的道路是⼀個死路⼀條的道路，是嗎︖是⼀個向⼰
死，真的每天要死，但是神說這是⼀個復活的道路，所以
你要死掉才可以復活，你要死掉才可以重⽣，所以你必須
天天死，要有⼀個必死的決⼼，你今天有沒有⼀個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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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講，演員請就位，你今天演這個愛情故事的主
角，你有沒有想到說，我這個主角角⾊我要揣摩得好，原
來就是要死啊，原來我就是必須死透了死得徹底啊，這台
戲是給⼤家看的，世⼈看的，這就是我的⽣命。我們必須
盡到⼀個死的⽣命，必須要讓神的死在我身上發動。所以
我們必須知道說這個⼯作必須在我們身上要彰顯出來，⼀
個微⼩的⽣命，願讓神掌權的⽣命。還有⼀個決⼼說我這
⼀⽣就是要死，神要帶我⾛的就是⼀個⼗字架的道路，和
祂⼀同死⼀同復活的道路，願我們都有這個決⼼。�

這邊講到使徒，我把它特別強調，使徒就是⼀個使者
的意思，使徒他們的講話都寫在《聖經》上，我們沒有那
麼偉⼤，但是我們怎麼樣︖我們可以做他們，我們也可以
有⼀個使徒的⼼對不對︖我們可以是傳講資訊的，還有受
呼召的，奉差遣的就叫使徒，我們成為⼀個基督徒，我們
是不是奉差遣的︖我相信是噢！神呼召我們要去傳福⾳，
神呼召我們要在祂的國度、要榮耀祂的名，所以我們都是
奉差遣的、是messager、傳資訊的。你要知道這個使徒就
是我們要有⼀個使徒的⼼，我們是蒙召的，我們要出去與
祂同⼯，要去傳好消息，我們來看「好像定罪的囚犯」，
必死的決⼼「�To�die�is�gain。」很好！加油！�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怎麼樣︖我們是⾃⼰背還是希望看
到別⼈背︖你們在家夫妻相處，你是希望⾃⼰背還是看到
別⼈背︖⽼公背！很好的答案！「⽼公」。我們都希望⽼
公背⼗字架，我們就坐在⼗字架上就可以了，推著我們前
進了，⽼公背。其實我們每個⼈都要背對不對︖有時候我
們會希望孩⼦背，我們不要背，會不會這樣⼦︖�

我今天在練習講的時候，「家裡兩個軍師」——我太
太和我的媽媽在旁邊，我就問她們:「我今天在講臺講的時
候，我如果講說這個婚姻如果沒有背⼗字架⾛不下去，我
的婚姻如果沒有背⼗字架⾛不下去，這樣好嗎︖我媽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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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邊講:「不⾏啊，因為背⼗字架的是她。」我媽媽是很
幽默！但其實婚姻是真的，如果沒有背⼗字架真的⾛不下
去，真的⾛不下去，我們每個⼈都需要有⼀個必死的決⼼
在婚姻上⾯，以至於我們的婚姻才可以進到美滿裡⾯。犧
牲就是愛，所以愛裡⾯是會有犧牲的。愛裡⾯不是妥協，
⽽是因為愛，我願意多給⼀點，因為愛，我能夠多⾛⼀裡
路，因為愛，我能夠陪伴他，因為愛，我可以慢⼀點等
他。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們這⼀⽣我們跟隨神的，我們要
選擇⾃⼰背，不要期待只是別⼈背，我們真的每個⼈要⾃
⼰背起⼗字架，當你背起來的時候，你太太就會講:「我的
過兒長⼤了。」�

我們⼀起來讀今天的經⽂，好不好︖⼀起來。【約�
12:25】�愛惜⾃⼰⽣命的，就失喪⽣命︔在這世上恨惡⾃
⼰⽣命的，就要保守⽣命到永⽣。我們再讀⼀次好不好︖
⼤家⼤聲⼀點來。【約�12:25】�愛惜⾃⼰⽣命的，就失喪
⽣命︔在這世上恨惡⾃⼰⽣命的，就要保守⽣命到永⽣。
所以神要我們怎麼樣︖不要愛惜⾃⼰的⽣命，神要我們舍
掉世上的⽣命，才可以真實得到永⽣的⽣命。�

這是⼀個⼗字架的道路。當你願意失喪你的⽣命的時
候，你就才真的得到⽣命。當你很愛⾃⼰的⽣命，我們這
個是很天然的，⾃⼰愛⾃⼰是很容易的。從來不會有⼈
說:�「我不太愛我⾃⼰啊！」沒有，⼤部分都是先愛⾃⼰
的，⼀張照⽚拿出來，照完之後⼤家⼀看都是先看⾃⼰，
對不對︖很少先去看別⼈了，我們真的⼤部分都是注意到
我⾃⼰，�我的感受：「我不⾼興，我被錯待了。」⼤部分
都是我們⾃⼰。所以我們愛⾃⼰是很容易的，但是愛⾃⼰
很容易變成⼀個盲⽬，當我⼀⽅⾯很愛⾃⼰，另⼀⽅⾯又
非常⾃信的時候，很容易我就對⾃⼰的屬靈光景看不清楚
了，會不會︖當我非常愛⾃⼰，又非常有⾃信時，�我⼀定
是很追求的，我⼀定是很愛神的。這樣很容易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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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光景，我們就瞎了眼，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們其實要
很留意我們⾃⼰的光景如何，要讓神常常可以跟我們說
話。�

真的是讓神的⼯作可以做在我們身上，你是不是願意
下來讓主來掌權︖讓主來掌權，其實就講到救恩。救恩就
是這樣:⼜裡承認⼼裡相信就必得救。那⼜裡承認什麼︖⼼
裡相信什麼︖⼜裡承認耶穌基督是主，⼼裡相信神叫他從
死裡復活。死裡復活就是⼗字架，對不對︖祂死在⼗字架
之後，三天后復活，叫你的⽣命也要復活起來。�

所以你要過⼀個不⼀樣的⽣活，你如果跟祂同死了，
你已經受洗了，你是跟祂同死了，你今天要跟祂同復活，
你⼀定要復活的⽣命在祂的⾯前。你的⼜中承認祂是主
嗎︖祂真的是掌權的嗎︖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我們到底
有沒有把主耶穌當作主︖�

有時候神給我們好東西，我們不想要，會不會︖你想
想看⼀個⽼闆，公司的⽼闆叫了員⼯進來，跟員⼯講:「我
要給你獎⾦哪，我要給你員⼯福利。」這個員⼯就說:「不
⽤不⽤，不要給我錢。」會不會很奇怪︖有這樣的員⼯
嗎︖有嗎︖沒有聽過這樣，我們當中應該有經理，應該沒
有聽過。給你獎⾦，給你加薪什麼的你都不要。但是我們
神國的⽼闆說：「來，來，來給你好東西——⼗字架，榮耀
的⼗字架，要不要⼗字架︖來，來，可以來等候我，坐在
我腳前我跟你說話。要不要︖」很多⼈：「不⽤，謝謝。
改天，下次。」「來，來讀神的話語，我們⼀起來讀神的
話語，我要⽤我的話語來餵養你。」「不⽤。」好像好東
西，很多神國好東西我們都不⽤，這個就會在神國裡⾯好
像有點奇怪，會不會︖在神國裡⾯就有點奇怪了，好像好
東西要給我們，我們都拒絕掉。這個就不是天國的百姓，
天國的⼦民了。聖經上講到說:「⼈若不背起⾃⼰⼗字架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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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我，就不配做我的⾨徒了。」你若不願意跟隨，不願意
背上⼗字架，你就不是祂的⾨徒了，不是跟隨祂的⼈。 

所以我覺得神要我們背起⼗字架來跟隨祂，所以其實
神給我們很多好東西，你願不願意要︖這是你的獎賞，這
是你的產業，這是你的加薪，這是你的好東西，你願不願
意要︖你要的話就可以來到神⾯前說：「主，我要。」神
今天就要幫助我們，屬靈的胃⼜要賜給我們。我們渴望上
⼗字架，我們渴望說：「主，我跟祢的國是有份的，今天
我不要世上的⽣命，我要永⽣的⽣命，永⽣的產業我才
要。」所以求神幫助我們好不好，開啟我們，這是我們要
的。我們要的就是這樣屬天的產業，但我不要追求錯了產
業了，我要世上的東西。就世界⽽論怎麼樣︖我已經釘⼗
字架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求神真的在我們⽣命中來動⼯，讓我們得
著祂。有屬靈的強暴⼒、屬靈的渴望，必死的決⼼，在我
們裡⾯有⼀個覺醒。是的，這個是神國的獎賞，神國的產
業，當我來到祂⾯前，當我來吃主喝主，當我來讀祂的話
語，中午的時間我本來可以休息的，但是我卻來等候祂，
坐在祂腳前。這個是獎賞，這是神要給我的獎賞，神在那
邊要與我⾯對⾯，我可以得著祂，所以求神⼀直開啟我們
有屬靈的強暴⼒，這是我們要的。所以神很渴望我們的⾁
體是上⼗字架，我們的驕傲上⼗字架，我們⼀切不屬於祂
的情欲，也都要釘死在⼗字架上。這些不屬於神的，都要
把它釘在⼗字架上，神要給我們的⼀個豐盛的⽣命。 

如果我們要的話，所以每⼀個⼈我相信你要破碎的點
可能不⼀樣，你要成長的點可能不⼀樣。像我就是比較主
觀的⼈，我當然成長越來越好，但是好像還是有⼩⼩的主
觀。感謝主！所以我還有需要成長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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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家都是禮拜⼆拿垃圾桶出去的，我們垃圾桶有3

個，有3個垃圾桶要拿出去，我們家是4個男⼈，我加上3個
兒⼦4個男⼈，所以我就是負責要拿3次，另外3個⼈⼀⼈拿
1次，所以不管他們是拉出去或是拉回來，反正⼤家他們要
拉⼀次垃圾桶。我⼀個⼈拉三次，因為我是爸爸做榜樣給
他們看。所以我們就拿垃圾桶的時候，那天我就問說：
「我們今天誰要把垃圾桶拉出去︖」因為他今天如果沒拉
出去，明天就要拉回來這樣⼦。誰要把垃圾桶拉出去啊︖
⽼⼆就第⼀個跑出去了就去拉垃圾桶，然後接下來⽼⼤也
跑出去，然後問⽼三你要出去倒垃圾嗎︖你要去拉垃圾桶
嗎︖推出去嗎︖他就說：「不要。」他說：「不要。」他
明天再做，我說這個⼈很care、很聰明，回來是很輕的。然
後我就出去拉，我在拉的時候就聽⽼⼆已經完成他就跑回
來了，⽼⼤還在拉。看到他在拉的時候就 「嘣」⼀聲這樣
⼦，原來他把垃圾桶直接就從⼈⾏道就這樣丟下去，⾛下
去就「嘣」⼀聲，我就想說這樣再「蹦」幾次就壞掉了，
我還要打電話有夠麻煩，還要叫⼈家送新的，雖然不⽤付
錢，還要叫新的垃圾桶來真的麻煩。我就跟他講說：「你
下次要⼩⼼⼀點。」然後我就想說⽼⼆跑那麼快他⼀定也
是這樣，他⼀定也是沖出去就把它丟在地上，就這樣跑回
來。所以我就回去屋⼦我就跟⽼⼆講：「你下次拉垃圾桶
的時候，不要這樣直接從⼈⾏道就丟下去，要⾛旁邊慢慢
的斜坡下去。」他就跟我講：「我就是⾛斜坡慢慢⾛下去
的。」原來我就是錯怪⼈，我就很主觀了，我就覺得他很
快⼀定是，他⼀定是有點⼩聰明，但是沒有。我就錯怪
他，我就想起來江媽媽的教導，真的是我們如果錯怪⼈或
誤會⼈，⼀定要跟⼈家認錯，⼀定要道歉，⽽且要悔改，
因為我對⼈家有猜疑。所以我就跟他道歉，我也跟上帝禱
告：「主耶穌，赦免我真的是在這件事情我太快就論斷
了，我太快就做⼀個決定。」然後我就跟他有⼀個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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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感謝神在他身上有⼀個平安，他跟我講的時候沒有在
⾎氣裡⾯講，他可以給我好好的解釋。我覺得神真的在我
裡⾯⼀直在動⼯，我這個⾃我中⼼或者是我的主觀太強
了，很容易⼈家⼀件事情我沒有看到，但是我就覺得我的
推理很強，⼤概就知道可能是怎麼樣，但是這個都是神不
喜悅的，神要把我身上這個做掉。 

所以我覺得每⼀個⼈你要問，哪⼀點你是愛惜的︖哪
⼀點你捨不得放下了︖或者你可能很愛⾯⼦，都不願意道
歉了。我覺得神要在我們當中做⼀個⼯作，讓我們能夠放
下我們那些⼀直的堅持⼰⾒，⼀定要在我們當中要學習把
它放下。因為這個才可以幫助你的婚姻進到幸福，才可以
幫助你的⼈際關係進到⼀個美好，千萬不要堅持⼰⾒。⼈
家跟你說什麼時候你可以先好好地聽，你可以說：「謝
謝。」然後你有什麼事情我們可以好好講，我相信神會做
在我們當中，讓我們真的是都不會堅持⼰⾒，神⼀定要做
這個⼯作在我們身上。�

我們的眼⽬⼀定要上⼗字架，你有沒有將你的眼⽬盯
在⼗字架上⾯︖當我們在看⼈的時候要換⼀個眼光了，不
要那麼快就看到⼈家缺點。我們太習慣了，我跟我孩⼦相
處就知道，太習慣看到缺點，太習慣看到哪裡需要改了，
我發現我很少讚美他們，讚美他們跟指正他們、教導他們
不成比例。我就想著我要教導他們到⽼都不會偏離，這是
我的責任，但是我忘記其實很多教導是可以⽤⿎勵的⽅式,

也是媽媽在《如何教養兒童》教的嘛，對於好的東西、好
的習慣你要常常⽤⿎勵的，我覺得這⽅⾯我缺乏，我要常
常⿎勵他們，常常讚美他們。我希望這個也在我們當中要
⼀直做⼯，我相信神會把我們眼光⼀直改變，看⼈的眼
光、看孩⼦的眼光要開始改變， 求神幫助我們脫落，對
吧︖盯在⼗字架上，⽤神的眼光來看，這樣才可以進到⼀
個榮耀神的家庭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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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覺得過去這禮拜，⼤家開始破碎上⼗字架，我
在晨禱當中我就聽到很感⼈，有兩個家⼈他們就分享：他
們之前對牧師的不滿，他們願意放下，真的是神光照他
們，他們願意放下，我聽了就好感動。我相信這要做在我
們全教會裡⾯，不會只是這兩位弟兄姐妹⽽已，神在我們
每⼀位身上要來做⼯，所以我們來讀⼀段經⽂好不好︖
來。 

《哥林多前書》3章1-3節：「弟兄們，我從前對你們說

話，不能把你們當作屬靈的，只得把你們當作屬⾁體、在
基督裡為嬰孩的。我是⽤奶喂你們，沒有⽤飯喂你們。那
時你們不能吃，就是如今還是不能。你們仍是屬⾁體的，
因為在你們中間有嫉妒、紛爭，這豈不是屬乎⾁體、照著
世⼈的樣⼦⾏嗎︖」我們第3節再⼀起來讀⼀遍。「你們仍
是屬⾁體的，因為在你們中間有嫉妒、紛爭，這豈不是屬
乎⾁體、照著世⼈的樣⼦⾏嗎︖」阿們！這屬⾁體的有嫉
妒、有紛爭，屬⾁體的其實是很容易顯⽽易⾒的，不討神
喜悅的，或是我們第⼀個反應常常都是屬⾁體的。 

我們第⼀句想要說出去的話常常是屬⾁體的,我們第⼀
個⽣氣的意念常常不是出於公義，常常是出於憤怒，出於
⾎氣的。所以我們當中有沒有這樣⼦︖有嫉妒、有紛爭，
你有沒有跟⼈還不和的︖上禮拜法蘭西斯牧師講到，你來
到聖餐⾯前，你要選擇先跟⼈和睦，再去領餅杯。我相信
這就是為什麼要來到神⾯前，我們真的要鑒察我們⾃⼰，
我是不是⼀個願意上⼗字架的⼈，我是不是願意追求和睦
⼀⼼追趕的⼈︖我是不是渴望榮耀神的⽣命︖我是不是渴
望我們當中沒有紛爭、沒有嫉妒、沒有惱恨，沒有惱怒，
這是不是我的渴望︖我們當中沒有這樣⼦的⼀個關係，⼀
個關係在神的家裡⾯，因為家是⼀個合⼀相愛的地⽅，家
是⼀個讓我們彼此有空間成長的地⽅。家是因為他的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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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擔當多⼀點，因為我比較強的話，我就擔當軟弱的，
是不是願意有這樣⼀個家的氛圍，好不好︖ 

我給⼤家⼀點點時間，我們來到神⾯前好不好︖我希
望我們這禮拜真的我們跟牧者們，跟弟兄姐妹們，我們中
間的成⾒可以放下了，真的是可以放下。不再會有⼈說：
「這個⼈我絕對不要跟他同⼀個⼩家。」不再會有⼈說
到：「我看到牧者我就害怕。」不再是說：「我曾經被牧
者傷害過，怎麼樣……」我希望神今天要做⼀個醫治在我們
當中，要做⼀個合⼀在我們當中，我們把這個放在⼗字架
上⾯好不好︖ 

我們⼀起來禱告：「主耶穌謝謝祢，真的祢的國不在
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主啊真的求
祢來到我們當中做⼯，釋放這樣的⼯作在我們當中。我們
宣告如今活著不再是我們，乃是基督在我們裡⾯活著了。
主耶穌基督祢在我裡⾯活著，主啊祢就是愛。主啊，那個
犧牲的愛要做在我們裡⾯，饒恕⼈的愛要做在我們裡⾯，
使⼈和睦的愛要做在我們裡⾯，謝謝主。主今天我們都願
意來到祢的⾯前，求祢親⾃動⼯在我們身上。主啊，給我
們⼀雙祢的眼睛，是明亮的，常常看到的是光明美善的。
主啊，幫助我們不會變成⼀個有苦毒的⼈，不會有毒根⽣
在我們⼼裡⾯的⼈。主啊，撒旦要做的⼯作就是拆散我
們，主啊，但我們這個家在你裡⾯是剛強的、是合⼀、是
相愛的，謝謝主!主啊，我願意在耶穌基督裡⾯選擇饒恕，
選擇原諒，給我們祢的眼光來看對⽅，謝謝主！也讓我們
每個⼈在祢的光照裡⾯，讓我們有得罪⼈的，我們願意去
求和睦。謝謝主，願祢掌權在我們當中，釋放祢的愛在我
們當中，謝謝祢。禱告奉耶穌的名求。阿們！」 

你知道跟⼈沒有嫌隙是⼀個最快樂的⼈，阿們嗎︖你
跟⼈有⼀些嫌隙真是很⾟苦的，常常會想到就會有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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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這個是其實可以交給神的，這個是可以交給神的，
你如果今天閉上眼睛或是想到那件事情，⼀股怒氣又上來
了，好不好︖真的選擇交給神。「主，我把我這個憤怒交
給祢，我把曾經被錯誤對待的感覺交給祢，求祢來醫治
我，求祢來撫平我的傷痛。」神很樂意來介入來醫治我
們，神可以來做釋放的⼯作，可以來做釋放的⼯作。有時
候神可以做得真的是超過你所求所想的。 

我真的聽太多了！有⼈孩⼦被⼈家傷害，他都可以選
擇饒恕︔孩⼦被謀殺掉他都可以選擇饒恕殺⼈犯。我覺得
神的⼤愛真的是超過我們的想像，所以求神好不好︖真的
給我們這⼀顆⼼。「主啊，求祢教導我怎麼樣去饒恕，求
祢教導我怎麼去赦免⼈。」因為我們是蒙赦免的，因為耶
穌基督祂釘在羞辱的⼗字架就是為了我們，祂釘在上⾯的
時候，祂流出了寶⾎，這個是最羞辱的⼗字架，被鞭打，
沒有穿衣服掛在眾⼈⾯前，祂就是要挪去我們⼀切的羞
愧，所以求神幫助我們也不再活在羞愧裡⾯，不再活在定
罪別⼈裡⾯。 

願家⼈也是蒙耶穌基督救贖的，肢體也是在寶⾎遮蓋
底下的，他現在可能不完全，但有⼀天他會完全的。我們
每個⼈都有盼望，對嗎︖每⼀個⼈我們有⼀天都會進到完
全裡⾯，都會像天⽗完全⼀樣，只是要⼀些時間，給我們
⼀些時間，我們也都願意成長，我相信我們都會長⼤，神
在我們⽣命中的⼯作會持續下去，⼀直下去。�

��這是《詩篇》23篇，讀神的話也是⼀個很棒的神國
的禮物，可以來讀神的話語，所以我們對神的認識有多少
就在乎我們讀神的話語有多少。好，以前中葉長⽼也講
道，你對你屬靈的仰望能⼒就有多⾼很在乎你的根基，就
是神的話語。你不要想說「我可以有很多先知話語」的什
麼，但當你對神的話語不熟的話，那個都是飄在空中的，
你需要神的話語成為你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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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我們今天⼀起來讀⼀下《詩篇》23篇好不好︖
⼀起來：「耶和華是我的牧者，必不至缺乏，祂使我躺臥
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邊，祂使我的靈魂蘇醒，
為⾃⼰的名引導我⾛義路。我雖然⾏過死因的幽⾕也不怕
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仗、你的杆都安慰我，在我
敵⼈⾯前你為我擺設宴席，你⽤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
杯滿溢，我⼀⽣⼀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
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保羅他說他來到哥林多教會當
中，他說他不知道別的，就知道耶穌基督並他的釘⼗字
架。�

好，今天我們有多少認識我們的神︖這節經⽂你在看
的時候，你覺得你有看到什麼︖你有得到什麼︖好，我真
的很渴望我們當中的家⼈更多的來參加晨禱，在禱告當
中，在讀經當中，神跟你說話，我們有好多⾒證在晨禱發
⽣了，我們有好多⼈讀神的話語⽣命被改變，與家庭氛圍
被改變。有⼀個弟兄他就是來參加兩個⽉⽽已，他開始帶
著他家裡⼀起來讀神話語，帶著他家⼈⼀起來，帶著他的
妻⼦、帶著孩⼦⼀起來讀神的話語了。你要知道神的話語
可以改變你的⽣命，神的道是有功效的，是活潑有功效
的，⼀定可以進到你⼼裡⾯。你很需要知道我們的神是怎
麼樣的⼀位神。知道神有多好你才可以去傳講，既然我們
要做傳資訊的⼈，你要傳講耶穌到底是怎麼樣的⼀位神，
你要多讀神的話，多來認識祂。�

耶和華是你的牧者嗎︖還有，是成為你的供應嗎︖你
有這⽅⾯的⾒證嗎︖如果有，記得跟譽騰牧師報名，可以
預備！我們可以繼續傳福⾳，明天有福⾳的聚會，之後我
們每個⽉都有可能有。所以你有這⽅⾯的⾒證嗎︖耶和華
是你的供應者嗎︖神有賜給你平安嗎︖領你到安可安歇的
⽔邊嗎︖祂要引導你⾛義路嗎︖你這⼀⽣的道路是祂在帶
領的嗎︖還是我都⾛⾃⼰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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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我們能⼒強的，我們就不⽤上⼗字架，對不對︖
我們請隔壁的背⼗字架就好了，雇⼀個⼈來背就好了。還
是我們⾃⼰要背⼗字架?還有，神有帶領你⾛這條義路嗎︖
你會害怕嗎︖你會害怕遭遭到迫害嗎︖你會害怕嗎︖詩⼈
他不害怕，你會害怕嗎︖你的神是可以保護你的神嗎︖你
有經歷過神的保護嗎︖神有看顧你嗎︖你害怕時是會先來
找神嗎︖這些都是很好的問題，你可以想想看，這邊神的
話有沒有對你在說什麼話︖你⼀⽣⼀世願意住在神的殿中
嗎︖你相信神的慈愛是隨著你嗎?祂隨著你施恩的，這是每
⼀個都可以⽤來禱告，每⼀句都很寶貴，但是我們神的話
就是要去經歷的，你要去相信你要去經歷他，你要讀神的
話，你才知道我的神是這樣⼦的神，我的神是可以供應我
的，祂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我是祂草場上的
「⽺」，你要多讀神的話語就會說，這個話可以進到你先
⽣命裡⾯來，當你需要的時候就把它宣告禱告出來。�

��我要講⼀個⾒證，也是關於這《詩篇》23篇。有⼀
個家庭。加拿⼤的家庭，孩⼦在⼀次的交通事故裡⾯就昏
迷，就沒有醒過來。那時候全教會就⼀起幫他守望禱告，
這個孩⼦就從當中就醒過來了，但是他醒過來的時候，就
發現他兩隻眼睛是不能對焦的，他眼睛是沒辦法對焦的，
他媽媽就來到神⾯前，來親近神！你看這個媽媽，當事情
發⽣的時候，她知道第⼀個是來到神⾯前，來尋求神的幫
助，她要來什麼︖問神！「主！我的孩⼦現在兩個眼睛沒
辦法對齊怎麼辦︖」她就來到神⾯前親近祂，神就把祂感
動放在她裡⾯：「你帶領全家⼀起來讀《詩篇》23篇。」
隔天起來了，爸爸、孩⼦還有媽媽，他們三個⼈就⼀起來
讀《詩篇》23篇，他們就這樣低頭來讀，讀完的時候，他
們抬起頭來的時候了，那個孩⼦的眼睛就正常了！這個孩
⼦渴望來服侍神。�

 14



我不知道，當你遇⾒神的時候你的渴望是什麼。當你
遇⾒神的時候，你的渴望是什麼︖我們遇⾒神，我們可能
還是渴望在家裡就好了︔或是坐著當基督徒就好了︔還是
我們遇⾒神的時候，「哇！這個神是真的！是又真又活
的！這個神就在我⽣命當中，祂真的是施⾏拯救的，祂是
⼤有能⼒的主，祂救我脫離我的疾病，祂救我脫離我的沒
有安全感，祂救我脫離我的憂鬱症，救我脫離我裡⾯⼀切
的沒有安全感，救我脫離⾃我價值的低落。」神怎麼在你
⽣命中成為你的拯救︖祂使我們家裡沒有缺乏，經濟上沒
有缺乏，祂使我這可以每天安然入睡，睡到天亮！�

神在我們⽣命中有很多作為，我們可以盡⼒⽽去傳
講，今天你遇⾒神了，你有沒有渴望說：「主，我在這
裡！請差遣我！主，我來這裡！我要來傳揚你的話語！」
你是不是⼀個願意傳講神話語的⼈︖就像我們剛剛講，你
是不是⼀個傳道者︖你是不是說：「主，有什麼管道，我
可以把祢的福⾳傳出去的?」因為我知道，當我沒有這樣禱
告的話，就不會發⽣。你會發現，你⽣命中很多事情你不
禱告是不會發⽣的，當我們沒有把傳福⾳當做⼀件重要的
事情來看的時候，就不會發⽣。當你沒有覺得跟孩⼦花時
間在⼀起很重要時，就不會發⽣︔當你覺得回家不需要跟
太太，不需要跟先⽣有擁抱的時候，這事情就不會發⽣。
所以什麼事情你看重，把它帶到禱告裡⾯，神就有能⼒來
做⼀個翻轉改變的⼯作。�

今天好不好︖我們今天跟旁邊⼈講，我們都來做⼀個
傳道者好不好︖我們都來做⼀個傳資訊的⼈，好不好︖你
要傳什麼樣的資訊︖好消息！對不對︖還是壞消息︖好消
息！當然是好消息！但是我們也可以傳，就是說：「我在
困難裡⾯我還是有平安，我在不容易裡⾯，我還是能夠靠
著主剛強。」這個也是好消息，對吧︖對，所以我覺得我
們就是⼀個奉差遣⼈，我們要去傳，就是神國，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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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神在我們⽣命中的作為，這是我們要去傳的。還有⼀
個就是⼗字架的道，對不對︖神的道不是⽤嘴巴講的，是
⽤活出來的，你是不是每天⾛在這樣的道裡⾯，神祢真的
來幫助我，每天是背⼗字架的，我的⽣命是⼀直被祢修剪
跟翻轉的。�

我的⽣命不是⼀直活在舊樣裡⾯，⽽是⼀直有新樣，
像⼀個新⼈⼀樣常常被祢修剪，越來越像主，真的不是只
是變⽼⽽已，⽽是變成熟，對不對︖越來越像主！越來越
像主！就是這樣⼦，神要做的⽣命就是⼀個這樣⼦的⽣
命，要願意被神製作，被神改變，我們的⽣命真的是很容
易在⾃我中⼼裡⾯、⾃以為是裡⾯，很容易修剪別⼈，不
修剪⾃⼰，我們容易落在在修剪別⼈的當中。�

我記得上個禮拜在家裡⾯，天氣很熱，我就想開冰箱
喝果汁，果汁是又甜又冰又好喝，所以我就打開冰箱要果
汁，我太太就說：「先不要喝，我打給你喝。」她打新鮮
的給我喝！我就放回去了，然後我就回去我辦公室，就去
做事情。然後過⼀陣⼦，我回來的時候，我就看到我們家
的⼩朋友在喝果汁，冰箱拿出來的涼涼的果汁，我那時候
⽕冒三丈，我就覺得這個雙標嘛！真的，怎麼他就可以喝?
我就不能喝?真的那時候真的是⽕冒三丈，真的是太不公平
了！太不公平！後來瞭解才知道，原來我太太因為累了，
她身體累了疲倦了她就沒有打了，她就跟⼩朋友講說：
「你們想喝，就喝就喝冰箱果汁好了。」她還沒有跟我
講，我就⼤發雷霆。我就覺得我們太容易去定罪別⼈了，
太容易真的去傷害我們周圍愛我們的⼈。所以我覺得我們
真的很需要⼗字架在我們身上⼀直動⼯。�

我這麼好脾氣的⼈也會被冒犯，你看只是⼀杯果汁，
其實⾃⼰拿出來倒就好了。但是我覺得我們就很容易被冒
犯，對不公平的事情，我們被冒犯到。覺得不公不義的事
情總會發⽣在我們身上，你還是基督徒呢，怎麼會這樣⼦?

 16



但是其實不是，真的是我們誤會⼈家。當然這件事情我也
好好道歉，也有悔改，這個就是我們的⽣命，就是⼀個破
碎悔改，道歉的⽣命。這個家能夠維持就是靠這個，沒有
特別的招數了，就是靠道歉、和好、悔改。我相信這個在
我們每個家庭裡⾯要發⽣的⼗字架的⽣命，⼗字架的道
路，這些看起來都是很⼩的事情。但其實我們家裡常常爭
吵，就是這種⼩⼩的事情，我們堅持⼰⾒，⼩⼩的事情，
我們就輕易動怒了，很⼩的事情我們就過不去，放不下，
很⼩的事情我們就堅持⼀定是我們是對的，對⽅是錯的。
這些很⼩的事情常常造成我們⼈際關係的緊張，但是我們
今天要做的是⼀個傳資訊的⼈，傳好消息的⼈，我們是要
把這個好消息傳出去的，要與⼈分享的，是⼀個⽣命的⾒
證。�

雖然你聽起來可能是⼩⼩的、簡單的事，但是我相信
每個家庭都需要，每個家庭都需要有⼈起來背⼗字架，因
為沒有背⼗字架，家庭是過不下去的︔沒有背⼗字架的家
庭是⾛不下去的。離婚率為什麼這麼⾼︖在教會也是50%
呢，不是只有在沒有認識神的⼈身上，教會當中也是50%，
為什麼美國會這麼⾼︖我覺得沒有常常聽到⼗字架的資
訊，沒有常常說：「主，這是⼀條祢要我⾛的道路，這個
是我這⼀⽣要追求的。」就是上⼗字架跟主同死、同埋
葬、同復活，是⼀直可以低⽽又低的，願意被耶穌放在末
後的。是主把我放在末後的！「神祢把我放在最低位的。
主，祢使我降卑，祢就興旺在我⽣命裡⾯」願意說：「主
製作我、來破碎我、改變我！」�

我如果還是堅持⼰⾒的話，我們的婚姻真的⾛不下去
了，因為他要⼀直上⼗字架，上到很慘，但是我⾃⼰也需
要上⼗字架，於是這個婚姻才可以在愛裡⾯⼀起成長。所
以今天我們就是渴望我們每個家⼈，我們真的說，我們要
起來上這個⼗字架，就算被放在末後也好，就算你還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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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神的⼯作完全成就在你身上也好，你還是說：「主耶穌
持續的做，在我⽣命裡⾯我不要放棄。」我永遠不要說：
「夠了!不要了!」這句話不要從我們⼜中說出來，我要
說：」主，還要再幫助我，給我⼒量，我再背這個⼗字
架。主我要跟祢同負⼀軛，我跟祢⼀同背，祢教導我怎麼
樣⾛這條道路。」這是⼀條榮耀神的道路，也是每個基督
徒當⾛的路。�

我們知道「萬事互相效⼒，叫愛神⼈的益處」，然後
「被神的靈所引導都是神的兒⼦」，我們最近在讀《羅⾺
書》第八章，我相信神真的要帶領每個孩⼦，你真的是被
祂引導的，是⾛這個⼗字架的道路。我不是被神引導去賺
⼤錢，我是被神引導要豐豐富富進到神的國裡⾯，這個才
是⼀個被神引導的⼈所要的。我豐豐富富進到神的國裡
⾯，這是⼀條⼗字架的道路，所以求神今天再來幫助我們
每⼀個⼈，好不好︖�

我們都要來傳揚福⾳，你的⽣活中有沒有⼈可以跟他
做⾒證，有嗎︖有嗎︖有啊！太好了！我覺得我們⽣活中
就是要去傳福⾳，你要常常「主，我要來傳福⾳，但是祢
幫助我活出榮耀祢的⽣命來。」這個⽣命就是傳福⾳的⽣
命！我們的⽣命就是傳福⾳最好的⼀個⼯具，⼈家看到我
們就看到了神⼀樣，看到你就看到：「哇！帶來⽣命、帶
來喜樂、帶來平安。」真的是很不容易！�

有⼀個弟兄就分享李群牧師，以前那時候他還在做教
會⾏政，負責很多⾏政的時候，他常常都是怎麼樣︖充滿
了笑容，充滿了喜樂！就是⽢當苦勞，喜遇繁瑣！就是這
⼀個⽣命讓他很羡慕的！怎麼會這麼多繁瑣雜事的時候，
他還能夠這麼喜樂、這麼平安︖我們的⽣命是不是有這個
⼗字架破碎的⽣命︖讓⼈家看來就很羡慕，「哇！很想跟
這樣的⼈在⼀起。」很想要跟你交朋友，跟你認識⼀下，
會不會有神的榮美在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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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會去教會，也是因為鄰居傳福⾳，那鄰居真的
是發出神的榮美來！那個弟兄⼀看到就會說：「怎麼會有
這種天使這樣⼦︖怎麼有這麼漂亮、這麼有氣質、這麼溫
柔的⼈在這個世界上︖怎麼會有這樣⼦的⼈︖」然後看了
輔導之後就「怎麼會有這麼幸福的家庭︖從來沒有看過這
麼幸福美滿的家庭！」就會有⼀個羡慕，想要更多的認
識。這個是不是我們的⽣命︖讓⼈家羡慕的⼀個⽣命。�

記得那時候我們全家信主之後，我們有時候暑假會招
待⼀些從亞洲來的家庭，他們來國外學英⽂，就住在我們
家。他們來的時候就有機會接觸到我們，接觸到⼀個充滿
神愛的家庭，充滿了敬拜、充滿了讚美、充滿了笑聲、充
滿了喜樂的⼀個家庭。⼀個個來的就願意認識神，就願意
來信主。其實⽣命就是這樣，⽤你的⽣命去影響另外⼀個
⽣命，你的⽣命就是最美好的⾒證，當他跟你住在⼀起，
跟你⼀起吃飯、跟你⼀起聊天的時候，他就發現這個家庭
的價值觀跟我們不太⼀樣，這個家庭怎麼會這麼的相愛︖
為什麼他們說話可以這麼合⼀︖為什麼常常有彼此⿎勵的
聲⾳，讚美的聲⾳︖這是⼀個讓⼈很羡慕的⼀個家庭。我
希望我們每⼀個家庭都有跟神要「主耶穌，讓我們家庭成
為⼀個榮耀祢的家庭。」�

⿎勵⼤家，9⽉份真的開始邀約家庭，好不好︖把這個
福⾳當成「這是我的使命，今天神呼召我就是要我去傳福
⾳，我渴望帶⼈來認識主。」你要看看、你要想想，你周
圍有沒有還不信主、還不認識神的⼈，有嗎︖如果沒有的
話，⿎勵你擴張你的社交圈，好不好︖你真的要擴張你的
社交圈。我們去使萬⼈做主的⾨徒是那些還不認識的⼈，
不是去別⼈的教會，⽽是我們要去找那些還不認識主的
⼈，我們要去跟他們傳福⾳，他們是我們福⾳的物件，他
們是我們可以做⾒證的物件。在9⽉，好不好我們把它放在
⼼裡⾯，說：「我要！我要！」好不好跟神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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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團隊可以上來，我們現在有⼀點簡單的禱告，我
們為這個福⾳來禱告。�

親愛主耶穌謝謝祢真的在我們當中來掌權，我相信祢
是破碎我們⽣命的，祢也是要我們能夠去傳福⾳，成為⼀
個傳道的⼈，主耶穌我們真的渴望回應祢的邀請，我們要
出去，真的把我們所學習到的這⽣命的功課與⼈分享，主
啊，在我們中間來感動我們，有沒有哪⼀位是這個9⽉份祢
感動我們要特別去跟他傳福⾳的︖主啊，是哪⼀個靈魂祢
渴望得著他，祢渴望他也可以成為你的兒女，祢渴望他這
⼀⽣⾛在⼀個蒙福的道路裡⾯。主耶穌教導我們怎麼去
愛，謝謝主耶穌，願祢來在我們當中掌權動⼯，我們願意
說：「我們要這個⽣命在我們裡⾯，謝謝主耶穌，把⼀個
得救的確據放在我們裡⾯，把⼀個對靈魂的愛放在我們裡
⾯。這樣禱告是奉耶穌的名求，阿們。�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字架是什麼，我記得我在⼤學
的時候，有⼀次我跟同學我們⼀起，有⼀個同學就問：
「釘⼗字架是什麼意思︖你們知道釘⼗字架是什麼意思
嗎︖把⼀個⼈拿幾個釘⼦釘在⽊頭上，是這樣⼦嗎︖」我
不知道你，我那時候聽到，我也懵了，我也不知道怎麼解
釋，原來傳福⾳是需要練習的，傳福⾳是要多去幾次的，
周圍就是有這些慕道友和還不認識神的⼈，你的信仰才會
被挑戰到。「我到底會不會解釋什麼是⼗字架︖我到底會
不會講什麼是救恩︖我到底怎麼分享說耶穌他很愛我，愛
我到⼀個地步，他為我死在⼗字架上，他成為帶罪的羔
⽺︖我本來是該死的，我本來⽣命中有很多罪，對神來講
說謊就是罪，⼩⼩的⼀點負⾯的思想就是罪，因為他是聖
潔的神、完全聖潔的神。你怎麼樣跟⼈家分享⼗字架的⼤
愛︖但是他為我死在⼗字架上，所以我這⼀⽣都不再活在
羞恥裡⾯了，我這⼀⽣過去的罪、現在的罪、將來的罪，
耶穌的寶⾎都洗淨了，然後我這⼀⽣可以來到他⾯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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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愛我，為我舍⼰。他今天他也愛你，為你舍⼰，所以就
可以邀請他來認識神。所以我相信今天這個⼗字架的⼯作
真的要在我們當中要來做成，每⼀個⼈我們願意說：「我
願意上⼗字架，願意被破碎。」我願向神說：「主祢來，
我邀請祢來做⼯在我身上。」�

我們家庭的不和睦是因為沒有上⼗字架，是因為我們
對⼗字架沒有開啟,今天祢要做在我們身上。弟兄我們先上
⼗字架，因為我們上去的時候，家裡的氛圍就改變了，我
們是家裡的頭，我們第⼀個先上⼗字架，我相信神要做榮
耀⼯作在我們當中。謝謝。�

我想今天我們也特別邀請！如果你願意的話，說：
「主，這是我要的，這就是我多年的禱告，我渴望看到我
家庭有⼀個翻轉，有⼀個改變，我渴望看到我⾃⼰的⽣命
能有⼀個翻轉，有⼀個改變，我渴望我的⽣命可以流露出
祢的榮耀、祢的⽣命來。」如果這是你的禱告，邀請你可
以到前⾯來，我們⼀起為你來禱告。�

如果你渴望看到更多的⼈可以認識神的話，我邀請你
到前⾯來，我們⼀起跟神禱告，讓⼗字架⼤能在我們當中
彰顯，讓那個破碎的⽣命在我們⽣命中都可以看得到，以
至於我們每⼀個都是榮耀神最美的⾒證、最棒的⾒證活在
世⼈⾯前。這⼀個⼀個都是帶著光來到神⾯前的，是因為
⼗字架我們有⼀個不⼀樣的⽣命。所以邀請⼤家可以到前
⾯來，我們⼀起來敬拜，來回應今天的資訊。�

我相信今天神要跟我們說，真的依靠祂，也真的上⼗
字架。�

我們⽣命中太多時候，主，我們不願意來到祢的⾯
前，我們都靠我們⾃⼰的⼒量在做，我們今天選擇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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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祢的腳前，聽祢向我們說話，我們選擇安靜等候祢的
時候，不再靠⾃⼰⽤⼒，主啊，今天讓祢的⼗架的⼤能我
們⽣命中運⾏，我們說，我們願意來到祢的⾯前，我們願
意坐下來聽祢說話，我們不再⾃⼰忙忙碌碌、跑來跑去。
主啊，我們願意經歷到祢就是我們的主，我們願意經歷到
祢在我們⼯作上要來開啟我們、引導我們，真的經歷到什
麼是7+1，⼯作7⼩時等候1⼩時⽽⼤於8⼩時的⼀個⽣活。�

謝謝主，祢真的在我們⽣命中掌權，讓我們每⼀個⼈
都來經歷到這個恩典，我們來仰望祢、仰望祢的慈愛、仰
望祢的能⼒、仰望祢的救恩，謝謝主。讓我們每⼀個⼈⽣
命中都來⾼舉⼗字架，謝謝主。�

如果你有感動，你可以開⼜禱告，我們跟你⼀起「阿
們」。�

（眾⼈的回應未⽂字體現）�

（Steven牧師禱告）�

主耶穌謝謝祢的⼗字架使我們兩下合⽽為⼀，主耶穌
啊，希望祢不單單使我們與神和好，也使我們與⼈和好。
主耶穌，釋放這個⼗字架的⼯作在我們當中，主耶穌啊，
真的縫補任何破碎的關係，修補創傷的地⽅，謝謝主耶
穌，祢的愛真的已經戰勝了死亡，戰勝了這些傷害，謝謝
主。主啊，讓祢的愛再次來到我們當中，來到我們的⼼裡
⾯，我們仰望⼗架的時候，我們就有奔跑的⼒量，我們擁
抱⼗字架的時候，祢的愛就成為我們的愛，讓我們也可以
⽤祢的愛來愛我們周圍的⼈，來愛那些傷害過我們的⼈，
主耶穌，讓我們也有赦免的能⼒，謝謝主祢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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