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太福音 預查  

 （于宏潔弟兄 2011年預查錄音稿，未經講者過目） 

第八章 

馬太福音 8：1-17 節 （上） 

 

前言：耶穌下山  

 

馬太福音第八章一開始就說到耶穌下了山，有許多人跟著祂，然後講到許多有各式各樣需

要的人來到祂的面前。前面三章的登山寶訓是在山上，那是一種非常令人嚮往的情景，門

徒們好像是在一個屬天的境界裏享受主的同在，享受主耶穌親自的教誨，有如在聚會裏，

是件非常令人享受的事。就如彼得在變化山上也曾經說過：「主啊，我們在這裡真好。」

(太 17:4) ， 祂捨不得離開山上。可是主從來不會停留在一處，祂是一直往前的 神，因

為祂在地上還有許多的使命，祂知道這個世界充滿了許多對祂的需要，還有很多仇敵的作

為等待著祂和祂的門徒去面對，因此，主就下山了。主的下山是一件我們應當非常感謝 神

的事情。這位屬天的君王，祂在山上把天國子民生活的律例、生命的性情等都講完之後，

仍然回到山下，來面對充滿了各樣苦難、各樣魔鬼作為、各樣需要的現實生活（real 

life）中來。  

本章分成三大段：  

第一大段，講到屬天的大愛 

講到主怎樣用手去觸摸長大痳瘋病人，使他的病得到醫治，也使他的心靈得到極大的安慰。  

第二大段，講到屬天的能力 

講到主如何將衪屬天的能力顯在醫治各樣的疾病上 (從第 5節開始) 。一方面，是藉著人信

心的支取，這是百夫長僕人的例子，他憑著信心在主面前支取了屬天的能力，使他僕人的病

得到醫治；另一方面，是藉著主的憐憫、恩典、祂主動的介入，這是彼得岳母的例子。主自

已走進屋子，用手摸她，把她的病治好了。接著有許多病人來到主的面前，祂只用一句話就

趕出了鬼，也治好了一切有病的人。  

第三大段，講到屬天的權柄 

它顯在兩方面： 

第一方面，顯在主平靜風浪，管理環境； 

第二方面，顯在祂斥責、敗壞魔鬼的作為，把鬼趕入豬群。  



所以第八章的三大段講得很清楚，在祂講完登山寶訓、天國的律例典章、天國子民該有的性 

情、天國子民該有的生活後，天國的君王就從屬天的境界來到了地上，來到一個真實人生的 

世界裡，面對各樣的需要，解決各樣問題，除滅魔鬼各樣的作為。  

第一段：屬天的大愛  

第一大段講到屬天的大愛，顯在主用手去觸摸大痳瘋的病人。 

大痳瘋在當時是一種很可怕的病，它有非常強烈的傳染性，而且它是一種污穢、骯臟、人人

都害怕的病，又很容易復發。我們在讀利未記的時候，曾講到大痳瘋象徵我們身上污穢、骯

髒的罪，它有很強的傳染性，而且很容易復發，很不容易根治，又會帶給病人身心靈極大的

痛苦與折磨。在古代以及耶穌的時代， 所有長大痳瘋的人都必須大聲喊：“我長大痳瘋，

我不潔淨！＂病患者不僅被家人、親屬摒棄，要被趕到城外去，他自己也必須主動喊叫，叫

人遠離他，因為他有傳染病，他沒有資格靠近人。所以大痳瘋病人最大的痛苦還不只是疾病

本身帶給他的肉身痛苦，更是那種被人摒棄、被人冷落、被瞧不起、被完全隔絕、被孤立，

得忍受孤單、忍受羞辱的那種心靈裏的痛苦。所以當這個大痳瘋病人來靠近主耶穌的時候，

他是需要勇氣的，因為眾人可能會罵他、趕逐他。但是他仍然來到主面前拜祂，說：「主若

肯，必能叫我潔淨了。」 (太 8：2) 弟兄姊妹，有沒有想過他為什麼不對主說：“主若能，

求你醫治我＂；或：“主若能，一定能叫我潔淨＂？他似乎對主的能力沒有任何懷疑。  

今天我們生病禱告的時候，常有的一個感覺是主能否醫治我？我不吃藥病會不會好？我們的

關鍵是在主的能力是否能顯在我的身上，主的能力是否能叫我的病得醫治。但是這個大痳瘋

病人來見主的時候，他對主的能力沒有懷疑，卻從心裡面喊叫「主若肯」，因為這是他裡面

最深處的體會。自從他得了大痳瘋以後，從前那些愛他、關心他、接納他，甚至享受與他同

在的人都棄他而去了。從此以後，人不肯靠近、不肯幫助他、不肯跟他同在、不肯再像從前

那樣愛他了，這一點是他裡面最大的痛苦和需要。所以當他來到主面前時，他對主的能力很

有把握，卻對自已沒有任何把握，因為他不知道還有沒有人肯再來關心他、幫助他、解決他

的需要，他已經吃了太多的苦頭，甚至可能連最親愛的孩子、配偶、父母都已經摒棄了他。 

所以，當主用手摸他，對他說：「我肯，你潔淨了」(太 8：3) 的時候，他的內心得到極大

的安慰和喜樂。我相信他的快樂不僅是因為他的病得到醫治，更是因為主竟然肯伸手去摸他。

這是因為耶穌動了慈心。馬可福音說「主動了慈心，就伸手摸他。」（可 1:41） 弟兄姊妹，

當我們帶著難處到主面前，我們不僅要學會相信主能夠幫助我們解決，主能夠醫治我們，而

且我們更要在信心的裡面知道，主絕對肯!我們的大祭司滿有憐憫，祂並非不能體恤我們的

軟弱，「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 的幫

助。」(來 4:16) 下面講到主不要他告訴別人，為什麼呢？這是留給大家的功課 （homework），

應該是很容易回答的。  

第二段：屬天的能力  

第二大段講到屬天的能力，顯在醫治各樣的疾病上。 



這裡講到有一個在迦百農的百夫長，這百夫長雖然是個外邦羅馬人，但是當他聽到耶穌的所

做所行，就對主產生了信心。這個百夫長也非常有愛心，雖然生病的只是他家中的一個僕人，

可是僕人的痛苦成了他心中的痛苦，所以他親自來向耶穌求助。而且他的態度、他對主的認

識都很可貴，他甚至能把他生活中的經歷應用在信心的生活上，他對主說：「主啊，你到我

舍下我不敢當，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必好了。因為我在人的權下，也有兵在我以下，

對這個說“去！”他就去，對那個說“來！”他就來，對我的僕人說“你做這事！”他就去

做。」(太 8：8-9)。 他把生活中的遭遇、經歷、所見所聞，用信心調和進來，成為他信心

生活的應用。所羅門王得到智慧之後，能講論各樣的事，從黎巴嫩的香柏樹—（最高大的樹），

一直講到牆頭上的牛漆草—（最微弱的小草）。他不僅能從每一種受造之物看見 神的永能

和神性，也能從其中讀出屬靈的教訓，就是說，他能從 神所造之物知道 神要告訴我們什麼。

這是真智慧，這是真正信心的應用。 

所以當這個百夫長一對耶穌說出信心話語的時候，主就稀奇說：「這麼大的信心，就是在以

色列中，我也沒有遇見過。」(太 8：10) 接著，主就為了以色列百姓不信的惡心而傷痛。

希望我們也能從一個外邦的百夫長身上來學習相信我們的主，我們不僅要看到他的愛心，更

要看到他的信心而效法他。百夫長的愛使他願意付出代價，他的僕人癱瘓了，走不到耶穌的

面前，他就替他來到主的面前。這很像以後我們會讀到的另一個例子，就是有四個人為了把

一個癱子抬到主的面前，他們因為人太多就把天花板拆了，然後把癱子墜到主的面前。這兩

個例子的屬靈應用是在我們的代禱、代求上，特別是當別人軟弱到沒有辦法來到主的面前，

或是當我們看見別人在痛苦中、在仇敵的轄制中，我們的心要來到主的面前為他求恩典，我

們要用信心來幫助他相信，幫助他得著恩惠、得著拯救。我們教會各個小組的代禱學習越來

越好，所以最近我們教會禱告會的禱告力量也越來越強。弟兄姊妹們，讓我們一起在這方面

繼續加強努力，繼續有進步。  

最後，講到彼得的岳母，她害熱病躺著。病總是很消耗人，使人不能夠過正常生活，不能有

正常的力量來應付生活或是事奉上的需要，所以主並不喜歡人生病。我們千萬不要歡迎疾病

纏在身上，有病就要禱告。彼得的岳母害病躺著，主耶穌來用手一摸，熱就退了。她身體的

力量一恢復，就立刻起來服事。這是我們都該向她學習的。病好了，不是讓我們把體力浪費

在人生的宴樂上，或是用來追求世界的東西。我們應該好好地珍惜 神給我們的健康，用它

來事奉主，來為 神家活著，來為弟兄姐妹的需要擺上，以免疾病把它給消耗掉了。聖經上

說，彼得岳母的病一好就起來服事耶穌，這是一個非常好的見證！  

聖經上提到，當病人來到主面前，主用一句話就把人身上的鬼趕出去了，主也醫好了一切的

病人。這正應驗了聖經所說的：「祂代替我們的軟弱，擔當我們的疾病。」在聖經裏，我們

看見主並沒有醫治所有的病人，但是所有來到主面前求醫治的人，主全部都醫治了。所以，

我們應該看見，我們得不著，常常是因為我們不求。不論是在聖經裏，或是在兩千年來的教

會歷史上，我們都可以看到很多人的病的確得到了醫治，有的是藉著有醫治恩賜的人，有的

是藉著信心的禱告。但是，我們也的確看見並不是所有的病人都得到醫治。這個題目很大，

並不在我們今天交通的範圍內。如果想在這方面多了解，可以參考 2005-05-08 《金香壇的



事 奉 (II) ：  個 人 敬 拜 生 活 的 實行： (六 ) 在 試煉 ( 疾 病 ) 中 信 心 的 運 用 》 

http://www.svca.cc/#tab0=2&tab1=3 。 

在生活中，不論是我們自己或是周圍的人，都充滿了各種的需要，我們要學習當怎麼依靠屬

天的君王，靠著祂給我們屬天的大愛、屬天的能力、屬天的權柄，使我們在地上可以應付一

切的需要，可以起來對付仇敵一切的作為，使我們能夠活得更有力，使我們的生命更豐盛。  

 

禱告：  

主啊，我們謝謝祢常常藉著聖經對我們說話！那位當初行走在加利利、行走在地上的耶穌，

今天也一樣行走在我們中間，也一樣住在我們中間。主啊，為著這樣的同在，我們感謝祢！

從前的人是在外面經歷祢的恩典、祢的能力，但是今天，祢卻降卑成為我們的生命，使得這

一切都能更完全地、更持續地、也更永遠地住在我們心中，真正成為我們的。主啊，為了這

一切，我們獻上感謝！求祢讓我們有更活潑的信心，知道如何靠著祢勝過生活中一切的挑戰，

也知道如何靠著祢來幫助周圍一切有需要的人來面對他們的困難。求祢祝福我們的查經，藉

著這些經文讓我們都能更愛祢、更相信祢，也更願意起來跟隨祢、服事祢。禱告奉主基督的

名，阿們！  

 

馬太福音 8：18-34 節 （下） 

今天我們來看馬太福音第八章 18 節到 34 節。上一次我們講過，馬太福音第八章是主耶穌

從山上下到山下，山下充滿了對祂的各式各樣的需要有人生病、有人被人摒棄、有人痛苦、

有人被罪惡轄制、有人被鬼俘虜受苦。主耶穌下山以後，就面對著非常實際的人生（real 

life），山下充滿了對主耶穌的需要。從第八章我們可以清楚地看見，不管環境多糟，不管

我們的情形多麼可憐，不管我們覺得當前的局面多麼絕望，只要主耶穌介入了，所有的環境、

所有的人都改變了，這是第八章非常關鍵的信息。這位屬天的君王不僅在山上頒布天國的律

例典章，頒布天國子民該有的生命性情、該有的生活態度，而當祂一下到山下時，就立刻把

山上所傳的一切福音在山下實現出來，讓人不僅聽見天國的道理，還讓人更可以享受天國的

實際。上次我們已經交通到了，這個屬天的大愛顯在對大痲瘋完全的接納，祂用手觸摸他，

醫治了他。在祂医治的各样疾病中，显现出祂属天的能力。 

今天我們來講第三大段---祂屬天的權柄。我们把它分成三個小段：  

一. 屬天的權柄顯現超越一切的人際關係（太 8：18-22）  

第 18 節到 22 節講到主的權柄。这屬天的權柄超越一切人際的關係，沒有一個人跟人之間 

的關係可以大過人跟 神之间的關係。 神絕對沒有叫我們不孝順父母，很少有任何的宗教或

是經典上講到孝順父母像聖經上講得這麼絕對、這麼嚴厲，神叫人一定要孝順父母！可是當

任何的人際關係跟主、跟 神之间的關係起衝突的時候，我們必須放下一切。在這裡有一個

http://www.svca.cc/#tab0=2&tab1=3


人，說他不能來跟隨主，他必須先去埋葬父親。當這個關係起衝突的時候，對這些要跟隨祂

的，要做祂門徒（disciple）的，主是毫不留情面的、絕對嚴肅的。主說：「任憑死人埋葬

他們的死人，你跟從我吧。」（太 8：22）這裡講權柄，一方面講到人與 神的關係，遠遠

超過任何人際的關係。所有的人際關係在見主的時候都要成為過去，它畢竟僅終你我的今生，

是短暫的，跟永恆相比，跟這位造我們的 神相比，是不能相提並論的。但是，我們不可以

忽略孝順父母。 神非常在乎我們孝順父母，我們要愛家人、愛弟兄、甚至要愛仇敵， 神非

常在乎人與人的關係。  

二. 屬天的權柄顯在平靜風浪，管理萬有（太 8：23-27）  

第二段講到屬天的權柄顯在平靜風浪。它能夠管理萬有，管理一切環境。我曾跟弟兄姊妹們

交通過《風雨生信心》（ http://www.svca.cc/Cedar/2004-08B&W.pdf ），我相信大家還

記憶猶新，我在講台上也復習過，那四個點其實是信心之旅，也可以說是 神讓風浪臨到我

們身上很重要的目的。這四個點，大家也許可以再有一些深入的分享，在我們真實的人生中

一定有許多類似的經歷。  

1. 風浪，顯明我們信心和屬靈生命的實情  

第一個目的， 神藉著風浪來顯明我們信心和屬靈生命的實情。許多時候，光從表面上看，

大家都是一樣的，只有環境臨到的時候才顯出我們裡面所存裝的到底是什麼？我們裡面生命

跟信心的實情到底是什麼？  

2．風浪，幫助我們轉向救主  

第二個目的，風浪幫助我們轉向救主。門徒們在風浪來時還沒有想到找主，因為他們都是 專

業打魚的人（professional fishermen）, 他們在海上的經歷太多了，直等到他們沒有辦法

解決、幾乎喪命的時候，他們才想到去把主搖醒、叫起來。這常常是我們的情形。我們雖然

剛剛一開始就禱告了，可是並不見得是那麼真心地去求告祂、依靠祂，而是把禱告當作是一

個必要的程序，當作是一個不得罪祂的一個過程、一個作法。但是一個真實出於信心的依靠，

完全無依無靠的來相信祂、信靠祂，那是不一樣的。所以，主藉著風浪叫我們轉向祂，把我

們帶到絕境，讓我們真正謙卑，真正承認自已不行，也真真實實地來依靠祂。這個過程真的

很不容易！我相信被帶到這樣環境的人，常常已經吃了不少苦頭，灰心、埋怨，甚至說：“我

不要信 神了！”但主都能夠了解的。  

3．風浪，使我們真認識 神  

第三個目的，風浪使我們真認識 神。當主耶穌斥責風浪、平靜風浪，把我們從風浪中帶出 

來以後，我們才發現：噢，原來主是這樣一位 神！就像這裡說：「眾人希奇說：“這是怎樣

的人？”」（太 8：27）看起來是人，不是 神，可是祂為什麼有這個能力呢？上次講到馬

可福音第四章 41 節，他們甚至說：「這到底是誰？」明明門徒跟隨主這麼久了，可是他們

藉著這個遭遇對主又有了一個全新的認識，是第一手的認識，這種認識是一個屬靈的大祝福！

http://www.svca.cc/Cedar/2004-08B&W.pdf


弟兄姊妹，我們都該珍惜這樣的經歷，但願我們對主的認識是不斷進步的，不是一潭死水，

不是字句的，不是風聞有 神而已，乃是我們親自建立了對主第一手的真認識。  

4．风浪，培训出我们的真信心而使我們能以凌駕風浪  

第四個目的，環境可以一再地在我們裡面培養出真實的信心。得到真實信心以後，有一天， 

它真能幫助我們凌駕風浪，任何的難處來，我們裡面都不再害怕，我的魂可安息、可無恐，

因為知道有主在我的船上，我不需要怕風浪，甚至可以藉著風浪走到主那裡去，這是我們的

把握。在風浪中，在我們的遭遇裡面，我們碰到困難、困境、碰到我們解決不了的問題-失

業也好、健康也好、家庭有衝突、孩子青少年問題、等等，仇敵篩我們「像篩麥子一樣」（路 

22：31），我們要勇敢地到主面前，不要灰心。主耶穌對彼得說，你可以放心，「但我已經

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路 22：32）信心被摧毀了， 我們整個基督徒整个人

就垮了。先不要說我們不能討 神的喜悅了，我們根本連過基督徒的生活都過不下去了。希

望我們真的在主面前能珍惜所有風浪的遭遇，讓我們能在主的面前培養出真信心，讓我們有

一天藉著真信心凌駕所有的風浪。弟兄姊妹們會有很多的例子可以分享。  

三. 屬天的權柄顯在敗壞魔鬼一切的作為（太 8：28-34）  

第三段講到屬天的權柄顯在敗壞、除滅魔鬼一切的作為。像約翰一書所說的「神的兒子顯現

出來，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約壹 3：8）有的英文翻譯做「除滅」、「廢掉」、「復

原」（undo），不管仇敵做了多少，做了十、二十件、九百九十九件，做了十萬件，不管做

多少，神都可除滅（undo）它，這是屬天的權柄。這個權柄今天賜給了教會，也賜給了一切

有信心相信 神的人，讓我們今天就靠著 神的權柄來除滅魔鬼所有的作為，無論是牠已經做

的、將要做的，我們都可以除去。  

這一段的故事在馬可福音第五章記載的更清楚，主耶穌怎樣把格拉森被鬼附的人釋放出來，

我們可以參考。也許弟兄姊妹會困惑（confused），因為馬可福音第五章看起來好像只講到

一個人，但是在馬太福音卻講到兩個被鬼附的人，其實這個並不衝突，那個時候被鬼附的人

常常是很多的。馬可福音是比較集中記載在特別厲害的這個人的故事。從馬可福音第五章，

可以看見這個人可憐的情形：他被鐵鏈、腳鐐鎖著，因為沒有人能夠制服他；他常常住在墳

墓中，常常用刀、用石頭砍自已，在山中喊叫。很明顯這個人是已經完全被仇敵轄制了，是

一個全然被擄的人，他完全沒有自由；他被仇敵欺負、羞辱，他傷害自已，又還要傷害別人；

而且他喜歡接觸死亡，沒有人能捆住他，連他自已也不能制服自已。 

這裡好像在描述山裡面一個很可憐的人，但是，如果我們真正謙卑一點，仔細多思想一下，

這種現象其實在現代的社會，甚至在你我周圍的人中間，甚至更直接一點說，在我們自己的

內心世界，也常常有類似的經歷。雖然我們不是像格拉森這個人，他是被一種凶惡的邪靈

(demon) 所占有, 被邪靈、被一種超自然（super natural） 的力量抓住。但是鬼魔藉著我

們不健全的性格，藉著我們受傷害的情感，藉著我們複雜的心思、肉體情慾、血氣，藉著世

界的誘惑…，牠也在我們身上有各式各樣的轄制、欺侮、羞辱和傷害，常常我們自己都控制

不了，甚至連別人也管不了我們，這是我們人常常有的情形。 



在這個故事裡面，我們可以看見三件很重要的事：  

1．沒有一個人的需要是主不顧念的  

你發現這個人是但活在山野中的墳墓裡，是沒人管的。格拉森，據說連猶太人都不常去，是

一般人都不願意去的一個很偏僻、荒涼的地方，當然也還是有神的選民住在那裡。在這樣一

個荒郊野外，一個人人都怕，而且又在黑夜，在死亡墳墓區的一個人，他有極大的需要，然

而沒人能管他，沒人能顧他，更沒人能解決他的需要和問題，但是主耶穌卻來了。主對門徒

們說：「渡到那邊去。」 （太 8：28）一個被人所厭棄、所害怕、所討厭、所逃避的人，主

還是顧念他的需要。這是第一個點，是可以叫我們大大得到安慰的。沒有一個人的需要是主

所不顧念的，即使這個人是被人所厭棄、所討厭、所害怕的人。  

2．沒有一個仇敵的作為是主不能夠除滅的  

第二，沒有一個仇敵的作為是主不能夠 除滅（undo） 的， 所有仇敵作的主都能夠廢除它。

因為祂已經勝了仇敵，在十字架上祂藉著死已經敗壞了掌死權的魔鬼。祂在十字架上說「成

了」的時候， 祂已經打傷了仇敵的頭，沒有一個仇敵的工作祂不能勝過，在我們裡面的永

遠比在世界的更大。主耶穌說：「我來，就是要叫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

制的得自由，」（路 4： 18）。  

3．沒有一個被 神恢復的人，是  神不能使用的  

這個人被 神恢復了以後，主叫他去為主做見證。主說：「你回家去，到你的親屬那裡，將

主為你所作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樣憐憫你，都告訴他們。」（可 5：19）當他被 神醫

治了、被主釋放了、被主恢復了，主就使用他、打發他、差遣他。之前，我們教會有  二

十多位弟兄姊妹願意把自己奉獻給主，甚至願意全時間的奉獻。我讀了每個人的見證，常有

人說到自己的不配。不配的感覺是對的，我們永遠不配。但是我們要感謝 神，不管我過去

的歷史有多糟，不管我們過去有多麼悲慘，或是有多麼失敗的經歷，今天，當 神恢復我們

的時候， 神都願意再使用我們。只要我們肯謙卑、單純地全心依靠祂、為著祂，主都願意

再來使用我們的。 

我們從這個故事看見這三件寶貴的事：沒有一個人的需要，是主不顧念的；沒有一個仇敵的

作為是主不能廢除、不能拯救的；沒有一個被主恢復的人，是主不能夠使用的。 這篇信息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寶貴的重點是我們可以分享的。求 神祝福大家。我們不僅是查經、講

道理，希望大家消化了以後，能夠有一些很好的分享和見證。願 神祝福各位 ！ 

 

 

 

 

 

 



討論問題：  

1. 在耶穌的時代，大痳瘋對患者自己及周圍的人都有什麼影響？在聖經中它象徵著甚麼？

在山下這個大麻風病人對主的呼求有什麼特別之處？被醫治後耶穌為什麼對他說：

“你切不可告訴人”？（參可 1:45） 

2. 百夫長與癱子的四個朋友都有什麽共同的特點？這對我們小組操練代禱有什麼啟發

和應用？我們應如何效法百夫長的信心，把我們生活中的遭遇、經歷、所見所聞，用

信心調和，成為我們信心生活的應用，使我們足以回應每天的需要？  

3. 人生風浪不可避免，你在遇到人生風浪時會有什麼反應？ (例如：失業、健康問題、

婚姻問題、孩子的問題、家人關係等等) 神允許風浪臨到我們的目的是什麼？（參可

4:41）透過本章聖經的記載並結合自己經歷的風浪，對你來說耶穌到底誰呢？ 

4. 從耶穌釋放格拉森被鬼附的人，我們從中學習到了哪些寶貴的功課？怎樣才能讓耶穌

來掌權、來介入我們生活，來管理我們的環境，使我們能靠主勝過仇敵一切的詭計和

作為？ 

 

 

禱告  

主啊，我們讚美袮！袮來了就不一樣，耶穌介入了，所有的局面都要改觀。主啊，所有的難

處要被帶過去；我們的生命要被袮改變；整個環境都充滿意義和價值。我們在這裡看見耶穌

一介入，所有的人都不一樣了。雖然也許我們外在的環境還有難處，雖然我們自己看見，好

像這個轉變在我們身上不像聖經上所說的是這樣快速、立時，但是我們卻知道，這個過程中，

袮一直在改變我們，一直在拯救我們，袮的介入一直在這裡產生祝福。我們謝謝袮！但願我

們更積極地、更全心地來歡迎袮的介入，來仰望袮的幫助。願袮在我們身上有絕對的權柄，

得著我們的心，讓我們以袮居首位，讓我們知道依靠袮的權柄來管理我們一切的環境，奉袮

的名來斥責這些風浪，也讓我們更是靠著袮得勝的生命來勝過仇敵在我們身上一切的詭計和

作為。謝謝袮祝福我們！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