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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的大能，生命的更新（二） 

‐摘自江秀琴牧師 2013年 3月 31日復活節信息 

使我認識基督和祂復活的大能、並且在他所受的苦上有分，受祂所受的死，

這樣，我也許可以從死人中復活。這並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而

是竭力追求，好使我可以得著基督耶穌要我得著的。（腓利比書 3：10－12 新譯

本） 

保羅在大馬色的路上，耶穌向他顯現，發現這位神對他的愛是那麼奇妙，這

位神充滿了大能，他只是在路上，神的大光向他顯現而已，他還看不見是誰，只

是聽到聲音，眼睛就看不見了。他發現，神充滿了大能，當然亞拿尼亞為他禱告，

他眼睛上的鱗片就脫落了，眼睛就看見了，而且他被聖靈充滿。他一生經歷許多

奇妙的神蹟，但他說，他這一生都要認識基督，要認識這位受膏者，曉得祂復活

的大能。 

 見證：自卑、害怕怎麼不見了！   

有一位媽媽，因耳膜破，帶助聽器 30年，她在這次特會被醫治，就不用帶

助聽器了。她的助聽器永遠地丟掉了！我們裡面的改變更奇妙。有一位敬拜團隊

的姊妹，信主不到兩年，她一直有自卑感，覺得自己很不屬靈。她也以為組長不

喜歡她，覺得自己比別人差 。   

這次特會後，她心就被打開，被團隊的愛融化。7堂聚會完，她一點都不累，

而且她的懼怕、猜疑就離開。她就進到車子裡面，繼續敬拜讚美，神就對她說話：

“我是活的神，我在你的裡面，你也在我的裡面，從此你都不用懼怕。”她感動

得大哭。第二天早上起來，她變得對神很渴慕，就是一直想整天敬拜祂、讚美祂，

因為慈愛的神叫她的心被恩感。  她參加青年人的單身團契，以前，許多屬靈操

練，她都覺得被規定、被要求，不太願意做。當她在特會中遇見神，她就渴慕要

讀聖經，要親近神。   

這就是基督復活的大能。復活的大能醫治你的身體是太容易了。為什麼？因

為耶穌說：“我已經為你們、替你們受了鞭傷，罪一切的刑罰我都替你們承擔了。

因我為你們受的鞭傷，你們都得醫治了；因為我為你們受的刑罰，平安就歸於你

們；因為我為你們成為咒詛，死在那個羞辱的、咒詛的十字架上，叫一切臨到你

的，再沒有咒詛，只有祝福。” 

所有臨到你的沒有倒霉事，只有祝福。這是神做的，為什麼？因為一切的倒

霉，祂都承擔了，都歸在祂的身上，然後祝福要歸在你的身上，醫治要歸到你的

身上，幸福要歸到你的身上！而且祂說：“從今起，一切臨到你的事，都要成為

你的榮耀。”羞辱歸到祂的身上，榮耀歸到你的身上。 

神的兒女，你應該為著耶穌為你所做的極大的興奮。你應該充滿了極大的感

恩、興奮。初代的教會的每個人都是如此，他們見面，彼此就說：“耶穌復活了！

耶穌復活了！我們必須講說這件事，我不能不說！”為什麼？因為他越講越興奮，

而且越說復活的基督，基督在他們裡面就越顯為真實，越顯為大，越顯為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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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你的產業！耶穌如果沒有為你死，今天罪仍然在你的身上，你跟神是隔絕的！ 

 復活，是為我們的稱義 

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我們的稱義（羅 4:25） 

耶穌為我們的過犯被交給人釘十字架，從今起，當你犯了任何的過錯，就趕

快和耶穌說：“對不起，求你赦免我，求你的寶血洗淨我。”虧欠人的，你要趕快

去補償，與人和好。當你這樣跟神認罪悔改：“謝謝主洗淨我，使我比白雪更白。”

祂就馬上涂抹你一切的過犯。 

所以，你不要活在罪惡感裡面，一直被仇敵控告、定罪。因為耶穌已經為你

的過犯釘十字架，為著你現在的過犯，也為著你將來不小心犯的過犯。祂做這些

不是讓你可以繼續的犯錯。因為一個人明白耶穌付了何等的代價，使我可以成為

一個有無愧的良心、正直、清白的人，這樣的恩典會改變我們這個人，使我們厭

惡那個罪。 

所以你只要一犯錯，趕快和神認罪悔改。你悔改了一百次，還是要悔改第一

百零一次。耶穌會去不數算你犯了幾次的過犯，耶穌的血就是等在那裡，你一犯

罪，你認罪悔改，神是信實的、公義的，必要赦免你的罪，洗淨你一切的不義。

耶穌的血就在你的身上，洗淨你。耶穌為了叫我們稱義，就復活了，所以，你要

知道，你是個義人！ 

你因著信，就成為一個正直清白的人，不是因為你做什麼事，而是因為耶穌

復活。祂復活就証明，祂的死是一個得勝，而不是失敗，証明祂的死是有功效的，

是能夠真實地除去你一切的罪、一切的過犯。祂復活了，祂得勝了陰間的權柄，

得著了陰間的鑰匙，祂勝過了罪和死亡。死亡不能勝過祂，不能拘禁祂。這是何

等大的得勝！今天，祂把這個得勝釋放給祂的兒女們，於是，我們祂洗淨我們從

前一切的過犯，祂叫我們一同活過來，然後一同坐在天上。   

 與祂一同死，與祂一同得榮耀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上面的事，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

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祂一同

顯現在榮耀裡。（歌羅西書：3：1‐4） 

這裡講到說：你們如果真的與基督一同復活，你們就要求上面的事，上面有

誰？有天父，有耶穌基督，基督坐在神的右邊，所以，你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

思念地上的事。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知道，你們已經死了嗎？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麼。所以我們藉著

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著

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

的形狀上與他聯合．（羅馬書 6:3‐5  ） 

如果你受洗，今天我恭喜你，因為你已經死了，如今乃是基督活在你的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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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深知這個奧秘。這件事非常重要，我們中國人不講死，但是今天，我們仗著

十字架夸勝，我已經死了，已經跟耶穌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了，當我真的死了，我

就會復活。 

今天，我們沒有經歷復活大能，是因為我不肯死。在腓立比書第三章說到：

“使我認識基督，曉得祂復活的大能。”祂這個復活的大能正在運行。 

 祂的復活要釋放我們走出墳墓 

馬太福音 27章 51‐53 節：忽然，殿裡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地也震動，

磐石也崩裂，墳墓也開了，已睡聖徒的身體，多有起來的。到耶穌復活以後，他

們從墳墓裡出來，進了聖城，向許多人顯現。第 50 節講到，耶穌大聲喊叫，耶

穌的氣斷了，祂一斷氣了，殿裡的幔子就裂開，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墳墓也打開

了，已睡聖徒的身體多有起來的。 

到耶穌復活以後，他們從墳墓裡出來，當耶穌斷氣的說話，祂勝過了罪的權

勢，祂成為贖罪祭，他獻上。罪使人與神隔絕，當這位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獻上

祂無玷污的血，聖所與至聖所的幔子就裂開，人跟神不再為敵，人可以跟父神和

好，因為耶穌已經為我們的罪付了該付的刑罰，耶穌的血已經付了罪的刑罰。 

罪帶來死亡，當耶穌獻上祂的血，就得勝了罪和死亡的權勢。所以，聖徒們

就坐起來了，因為，他們是存著信心死的，他們死的時候，他們所信的還沒有看

見，也沒有得著，但這些已睡的聖徒都在等候彌賽亞的來臨，這位救世主的來臨，

這位救世主真實地來了，也真實地完全了，完成了這麼完備的救恩，這些聖徒們

就起來了。 

當耶穌從死裡復活，那復活的大能釋放在全地，坐起來的這些聖徒就走出墳

墓，祂的復活要釋放我們走出墳墓。今天，我們有很多生命、生活的狀況，還在

墳墓裡，卻沒有感覺。正因為我們是在墳墓裡，是死了，所以沒有感覺，還不知

道是在墳墓裡。但是耶穌，復活了，祂叫這些信徒從墳墓裡出來，何等大的大能！

保羅說，他要認識基督，曉得這個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祂一同受苦，效法祂

的死。   

在特會，神做很多、很大、很奇妙的工作在許多人身上。有一位姊妹在特會

以後上班，她的眼光和心態完全不同了，她過去怕老板，總覺得老板很嚴厲，也

怕同事。現在，她發現，以前的被拒絕感、受傷害感、害怕感，全都不見了，她

的心中充滿了對老板和同事的愛！  這就是復活的大能啊，這比病得醫治還神奇

啊！！！人心中到害怕不見了！ 

弟兄姊妹，你知道嗎，神要把祂一切的豐富傾倒在我們身上，祂其實已經為

我們做成了一切，因祂的受死與復活，屬天一切的豐富都是我們的。為什麼我們

還這麼貧窮？因為我們常常接受仇敵的謊言，仇敵一直告訴我們：“我很糟糕，

我比不上別人，人家討厭我、拒絕我、排擠我、人不欣賞我。”我們覺得自己不

好，別人也不好。我們在罪裡面，一直被仇敵轄制、欺騙。但是，復活——更新

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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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要用神的話來抵擋，藉著信先來經歷復活，藉著渴慕追求，就像那位

姊妹帶著渴慕，要來認識主復活的大能，神復活的大能就真做在她身上了。神復

活的大能臨到，除掉了這一切的謊言——害怕等，取代的是神的愛、神的眼光、

愛的眼光。 

我們要認識主復活的大能，一方面藉著信、渴望，另一方面是神主動臨到你。

我們前三天，很多人經歷到神主動的臨到。耶穌的復活打開了天，你怎樣才能持

續地活在這天開的光景、榮耀裡呢？ 

 見證：用恩典代替契約書 

保羅在腓立比書第三章接著講到：我不但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

且曉得和祂一同受苦，這樣我就得以從死人中復活。一講到耶穌復活的大能，我

們都很興奮，非常有信心，但是這個復活的大能怎樣可以有根有基的在我們生命、

生活中彰顯呢？就是藉著我願意跟基督一同受苦，分受祂所受的苦。 

有一個姊妹因先生 近偷偷喝酒非常生氣，她要她先生簽一個契約書，如果

下次再喝酒，太太就跟他離婚，孩子都歸給太太。但她在你簽之前，先去問我‐‐

她的屬靈母親。  我就告訴她說：“他會喝酒，一定是對自己已經很沮喪、很無奈、

很不得已，喝完酒，還會對自己很不滿。如果你再這樣棄絕他，他會更自暴自棄。

這種方法並真實地幫助他。你願不願意像耶穌一樣，給他恩典呢？就是願意原諒

他，再給他機會，而且願意相信他。” 

這位姊妹聽了以後，就願意順服。雖然她裡面很痛，因為她 愛的人欺騙她，

可是她願意順服。她就去跟她先生講，她先生聽了，眼淚都掉下來，好受感動。

恩典可以使一個人被提升，可以使人的裡面很大被改變。他裡面對神的那種不信

任、被拒絕的傷害就不見了，開始可以信任神對他的愛，開始更渴慕神，就可以

信任神、信任人。 

 用恩典換來復活的生命 

當耶穌從死裡復活以後，祂跟抹大拉的瑪利亞講：“你告訴彼得，然後，我

要先升到天上去見我的父。”接著，七日的第一日的晚上，門徒害怕都把門關起

來，因為他們也害怕被抓，因為他們所跟隨所盼望的彌賽亞死了，所盼望的沒了，

他們的命也可能沒了，所以，他們很害怕，關在房子裡面，耶穌就來向他們顯現：

“願你們平安，來，你探入我的肋旁，探入我的手，是我，不要怕！”然後，耶

穌向他們吹氣，讓他們受聖靈。 

耶穌沒有一句責備的話。如果是我們，就會說：“好小子，你們看，你們在

我面前多會吹噓啊！你們認識自己了嗎？ 後一個個都否認我，一個個都那麼膽

小，枉費了我三年多的教導，枉費了我行這麼多神跡給你們看，枉費了我諄諄地

教誨你們，你們到那個時候都一個個出賣我，一個個都是膽小鬼！好了，好了，

我現在再用你們吧，再給你們吹氣，讓你們有力量去傳福音。”耶穌有沒有這樣？

沒有。因為祂知道他們已經很沮喪，一個否認耶穌、其他的都逃跑，大家都棄絕

了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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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耶穌 需要人來支持祂陪伴祂的時候，他們全逃離開了。他們一定是很自

責。當他們看見耶穌的身上有槍傷、有釘痕，祂復活了！祂真是神的兒子！他們

會更自責。所以，他們這時候需要的，是鼓勵、安慰，以及愛的肯定。所以，耶

穌就是這樣對待他們，沒有一句責備。 

耶穌對那個軟弱、離棄祂的彼得，還特地提他的名：“去告訴他，我活了，

不是要來修理他，不是要來跟他算賬，而是要來向他顯現！”祂要讓他回想起，

祂事先就跟他講的話：“撒但想要篩你，但是我已經為你禱告了，不用怕，你會

在信心裡再起來的！然後，你要去堅固你的弟兄們。”也就是說，祂要使用他成

為領袖！ 

這就是神的愛！這位復活的基督充滿了復活的大能，祂所釋放的是一個愛的

大能，叫 軟弱、 羞愧的可以抬起頭來。這就是我們偉大的救主‐‐基督耶穌。

而這位復活的基督今天住在我們的裡面，祂說：“等不多時，世人不會再看見我，

你們會看見我。那時你們就會知道，我在你們裡面，你們在我裡面。” 

祂說：“我去了，是與你們有益。我去，保惠師就來。”保惠師就是復活的基

督。祂不再是外面肉身跟我們在一起，而是住到我們的裡面！活的神在你們的裡

面成為你們的大能大力，成為你們的復活！而你怎麼樣從受羞辱、軟弱的光景裡

面變為榮耀的光景呢？就是你願意分受祂所受的苦，你願意去做耶穌所做的，照

著耶穌所做的去做，照著耶穌所說的去說。 

這一位姊妹就覺得要脫去愛講理的天然性格，向“愛講理”死掉：“我願意

在先生該受責備、該受刑罰的時候，我反而以恩典來對待他，因耶穌是這樣對待

我。”當她這樣，死就在她身上發動。因為她天然肉體是喜歡控制先生，覺得他

不可靠，就用威脅的手段來控制他。但是耶穌要她尊重他、尊榮他，給他恩典，

信任他。結果復活在她的身上，復活也在他的身上。 

其實，她的弟兄常常尊榮她，常常都說她是 好的太太。我們常常在遇到一

些狀況的時候，我們就忘記這個人的優點了，我們就只記得他的軟弱、缺點，然

後抓住他的軟弱和缺點不放，然後就非常生氣。這讓仇敵好高興，再跟你戳一戳，

讓你就更氣，氣得干脆離婚算了！仇敵在每個家庭的伎倆都一樣，可是每個家庭

需要有一個人先願意死，像耶穌一樣，這個家就復活了！。 

 在祂的苦上有份，就與祂一同復活 

怎麼樣像耶穌死呢？這裡講到說，我們要分受耶穌所受的苦，在祂的苦上有

份，受祂所受的死。耶穌受哪些苦？被鞭打，受羞辱，在十字架上，人家看著祂

是這樣搖頭撇嘴：“你說你是神的兒子，你下來吧，下來我們就信你，你連你自

己都不能救了，還說什麼你要拆毀聖殿三日再建造起來，講這些空話，自己都沒

辦法救了。”他們羞辱祂，譏笑祂，諷刺祂到了極處。 

祂還受什麼苦？祂擔當全人類的罪。我們有一個罪在身上，沒有被饒恕，不

被原諒，那個擔子多重在我們心裡面呢？它會讓我們都抬不起頭來。可是這個全

人類的罪的重擔都壓在耶穌的身上，而且祂是一位聖潔、很厭惡罪的，祂不但沒

犯罪，祂是不知罪的，祂根本是沒有辦法忍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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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些人的鼻子比較敏銳，聞到一滴滴餿味、臭味就很受不了。而罪的臭

氣對這位聖潔的神而言，有多麼的惡臭！可是，祂卻甘之如飴，跟罪人生活在一

起。祂知道每一個人心裡在想什麼。這種苦很大啊！如果你知道每一個人在想什

麼，那是多麼苦啊！這個人在懷疑你，那個人在論斷你，那個人想要殺你，那個

人在籌劃著一些對你不利的事，你知道這些，可是你還要每天很喜樂地活著，這

是很大的苦。 

耶穌所受的 大的苦，是祂在十字架上，天父向祂掩面，棄絕祂，祂所愛的

門徒們都逃離開了，祂單獨去面對一切的誣告、定罪、審判，人用 無情的對待

來對待祂，這些聽祂講道的百姓，都相信誣告的話，要釘他十字架。如果是你，

你會覺得說：“沒良心的。我曾經醫治你的病，你現在說，‘釘他十字架’！” 

但是，耶穌就是說：“父啊，赦免他們。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耶穌所

受的苦，是沒有一個人了解祂。人都是要祂的醫治、祝福，不是真的在愛祂。但

是，耶穌從死裡復活，得勝了罪和死亡的權勢，釋放復活的大能給祂的兒女們，

要我們繼續跟隨祂的腳蹤行。 

 跟隨祂的腳蹤行，以經歷復活的大能 

耶穌說：“你們若不背起十字架來跟隨我，就不配做我的門徒。”也許，你會

說：“耶穌，你怎麼這麼嚴哪？”耶穌不是嚴，因為你必須經歷十字架的死亡，

才會復活。如果你不經歷十字架的死亡，跟耶穌一同死，你也許會經歷到一點復

活的大能，但你沒有辦法復活。 

保羅說：“我也得以從死裡復活。”事實上，保羅已經歷很多復活的大能，但

是，他需要繼續死，他說：“我是天天死。”那個“冒死”，“冒”是後人加上去的。

天天死，就天天活過來，就活出神的榮耀。在羅馬書講到：“我們受洗歸入祂的

死，和祂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象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

死裡復活一樣。” 

耶穌在地上是怎麼樣過生活？祂活在罪人當中，在這個罪惡的世界裡面，祂

一直向著神活，向著榮耀的父而活。祂要我們在地上也是這樣，復活的大能就會

一直顯在我們的身上。 

 見證：在虐待和冤枉中復活 

95年，我來這裡拓荒，遇到一位姊妹，她的先生猜疑她有外遇，就常常虐待

她。到一個地步，她受不了，就逃離家。她的先生告訴孩子們說：“你的媽媽是

個壞媽媽，和男人逃跑了。”以至於她的孩子都不理她。但她還是打工給他們錢，

帶他們認識神，跟他們一起禱告。 

一年年過去了，孩子們漸漸長大，就漸漸會分辨。孩子們發現，爸爸講媽媽

很壞，可是，媽媽都對孩子爸爸的好話，一直告訴孩子們要孝順爸爸。孩子發現，

媽媽總是向著神而活，活得那麼喜樂、平安，而且還給予；他們看到，媽媽不僅

愛自己的孩子，還常常帶人信主，幫助別人，去愛別人。 

從 95 年到現在，她在教會裡面，從小的到老的，她都服事，她就是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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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神的仆人，愛神的家，愛每一個神的孩子，神一一地做在她的孩子身上。 小

的一個孩子在青少年的時候十分反叛，她就是去愛這個孩子，帶領這個孩子，為

她禱告，為這個叛逆的孩子感謝讚美神，沒有一句怨言，神就做工在她的孩子身

上。孩子忽然間就很大的改變，然後就忽然去教會，就被聖靈充滿，很愛主，很

渴慕主，現在也在教會服事主。 

她的另外一個孩子有憂郁症，有一個沒有信主的女孩子一直在追他，媽媽又

不能說，就只能愛他們，為他們禱告，一直為神感謝讚美，相信神的愛，從來沒

有停止對神的愛、對神的信任、對神的服事，她一直在服事人，一直在祝福別人。

神就祝福在她孩子的身上，她的這個孩子憂郁症就得醫治，忽然間，他就跟那個

女孩分開了。神就給他預備一個愛主的姊妹。現在，她的三個孩子都愛主服事主。   

  我真的看見死在這個媽媽的身上發動，生就在她的孩子的身上發動。後來，

她的先生的話語傷了媳婦，這個媳婦很受傷。這個姊妹就一直跟神禱告，結果，

神就自己做在媳婦身上。媳婦主動要求搞一個聖誕節全家大團圓。在這個團圓中，

先生在孩子們的面前感謝她，請求她的饒恕。   

她不但在教會服事，在公司也一直向人傳福音，剛開始，她因英文聽力不好，

常常被老板罵，但她就是笑臉對著老板，順服老板，尊榮老板。結果，老板越來

越更喜歡她，從工人做到經理的位置。  這位姊妹沒有錯過我們任何一個特會，

因為老板的恩寵在她的身上，讓她順利參加特會。 

  這就是我們願意分受耶穌所受的苦，願意在祂的死有份，與祂一同死。我們

若在祂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也必在祂復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我們基督徒可以

一直說：“耶穌復活了，祂釋放復活的大能！”可是，我不願意向自己死，向自己

愛講理死掉，向自己的感覺死掉，我都不願意去饒恕，就是要一直解釋、辯論，

我們就不可能復活。即使我們爭贏了，會有短暫的快樂，抒發我的感受，發了我

的怒氣，但是我們沒辦法復活。 

 結語：彰顯復活的大能 

復活是個新樣，就像毛毛虫變成蝴蝶一樣，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形態，不是一

滴滴變好，不是外表有一些謙卑的行為，而是裡面的思想、每一個意念充滿了神

的謙卑，充滿了神的愛、憐憫。還有，你要讚美神，為所遭遇的一切感謝讚美，

你就是一直在死，也一直在復活。雖然有的環境要很久才會改變，但這種復活是

真實、持久，大有能力的。 

耶穌要復活大能藉著祂的兒女們湧流、彰顯，讓我們向世人展示：住在我裡

面的耶穌是活的，是充滿著良善、慈愛、憐憫、恩典。祂要藉著我們彰顯在我們

所在之地，每個家庭、工作場所、社會，都需要有人願意死，在祂受苦上有份，

祂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也是不說話，祂被人藐視，我們是否願意學祂的樣式，

在不被尊重時，不發脾氣。當我們每次向自己死，復活的大能就彰顯著我們的身

上。 

耶穌在十字架受羞辱，祂的復活使魔鬼受羞辱。耶穌在十字架上甘心樂意降

卑自己，祂的復活使魔鬼降卑。今天，我們跟隨祂，跟隨著祂擁抱十字架，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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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目的，復活才是目的。復活的大能要釋放在我們身上、我們的家中、學校、

工作場合，釋放在這個世界。 

你今天願意說：“主啊，你今天復活的基督活在我的裡面，當我認識到你復

活的大能，我願意像保羅一樣，與你同受苦，來報答你的恩典！”死，算不得什

麼，復活才是真實的，充滿神的榮耀。今天，你願意來擁抱十字架，願意來跟隨

祂嗎？ 

 問題討論： 

1.  在整個復活月，你有沒有因著基督活在你裡面，因而經歷了在身心靈各方面

的醫治與更新？請分享你復活的見證。 

 

2.  信息說到，當你為所遭遇的一切感謝讚美神時，就是一直在向自己死，但也

一直在復活。请分享：你 近有否更多讚美感謝，因而得著復活大能？ 

 

3.信息中提到两個見證：1）一位姊妹用恩典來接納她酗酒的先生；2）一位媽媽

用愛來對待虐待她的先生和撫育她孩子；給你什麽啟發？在生活中，你有沒有需

要與主一同受苦的環境？你是如何反應？你是否也有像那位姊妹或媽媽一樣，願

意與主一同受苦，也與主一同得榮耀的經歷？請分享你的見證。 

 

 蒙福行動： 

這段日子，更多留意去突破你的慣性，學習向己死，並試著更多為你生活所遭遇

的一切事大聲感謝讚美神，看看有否因此經歷神復活的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