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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9. 10 靈修 (週日) 

題目：【神指揮作戰】 

 

【閱讀經文】（  約書亞記 5:13-15） 

        13 約書亞靠近耶利哥的時候，舉目觀看，不料，有一個

人手裏有拔出來的刀，對面站立。約書亞到他那裏，問他

說：「你是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敵人呢？」 

         14 他回答說：「不是的，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

帥。」約書亞就俯伏在地下拜，說：「我主有甚麼話吩咐僕

人。」 

       15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對約書亞說：「把你腳上的鞋脫下

來，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的。」約書亞就照著行了。 

 

【釋義】 

在一個作戰時刻，人的警覺性特別強，「敵我分明」是十分

自然的，所以確定對方身份十分重要。約書亞查明一個手裡

有拔出來的刀的陌生人，是相當正常的，而且對方的刀已經

拔出來，隨時可以攻擊。這個人給約書亞一個意想不到的答

案：他並不幫誰；而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他的意思是

並非作約書亞的助手；而是帶領約書亞。 

 

這段經文提醒我們，爭戰的並非單獨是人，神也差遣祂的軍

隊爭戰。同時，我們會對人充滿猜疑，在未能確定對方「是

敵是友」的關係前，都是步步為營。經文記載約書亞聽見對

方表示自己是耶和華軍隊元帥的時候，就俯伏在地下拜。約

書亞不再視那裡是他的「主場」；反而向對方致敬。 

 

經文沒有記載約書亞看見一大隊天使天軍，亦沒有描述約書

亞核實這人的身份，就相信他的說話。究竟誰是耶和華軍隊

呢? 是人、是天使? 經文沒有交代。如果是人，那即是說在以

色列軍隊外；還有另外一支軍隊支援以色列人。如果是天

使，事情會變得複雜化，即地上的戰爭與屬靈界的戰爭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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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天使兵團」的出現令形勢改變，約書亞就俯伏在地下

拜，向耶和華軍隊的元帥致敬。後者要求約書亞脫鞋，因為

他所站之地是神聖的。為甚麼那個地方是神聖的呢?是本來如

此呢 還是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出現，使那地方變得神聖呢? 經

文沒有解釋，只記載約書亞就照著行了。 

 

當我們處身不安全的環境時，很自然會防備外來的人。我們

很難想像有人回答不是來幫助你，又或者不是你的對手；而

是帶領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嚴格來說，人不能依靠人的力量

爭戰，只能夠依靠神的力量爭戰。屬靈上的爭戰是神聖與邪

惡的爭戰。 

 

【思想】 

1. 你是否在事奉上時刻懷著「敵我分明」的態度呢？ 

2. 如果有人對你說他是神派他帶領爭戰的，你會怎樣反應？ 

3. 在你的人生裡面，有沒有一些地方可以被視為聖地，影響

你的人生呢？ 

 

【祈禱】 

全知全能的天父，坦白地說，我是一個麻木且悖逆的人，很

多時候我可能敵我不分，若有人對我說他是神派他帶領爭戰

的，我可能根本就不相信！更別說順服了，求父神喚醒我這

個無知的人，改變我成為約書亞一樣的跟隨祢的人。以上禱

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我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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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9. 11 靈修 (週一) 

題目：【信必遵行】 

 

【閱讀經文】 (  約書亞記 6:24-27） 

        24 眾人就用火將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燒了；惟有金子、銀

子，和銅鐵的器皿都放在耶和華殿的庫中。25 約書亞卻把妓

女喇合與她父家，並她所有的，都救活了，因為她隱藏了約書

亞所打發窺探耶利哥的使者。她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  

        26 當時，約書亞叫眾人起誓說：「有興起重修這耶利哥

城的人，當在耶和華面前受咒詛：他立根基的時候，必喪長

子；安門的時候，必喪幼子。」 

        27 耶和華與約書亞同在，約書亞的聲名傳揚遍地。 

 

【釋義】   

約書亞是一個順服就蒙福的榜樣，也是一個聽道就行道的有

勇氣，有執行力的人。 

 

耶利哥城爭戰的得勝是約書亞全然信靠和順服神帶領的結果

(《約書亞記》6:2-7)；這個神蹟彰顯在順服且跟從祂的百姓身

上(《約書亞記》6:8-21)。如此奇特的作戰方案，唯有全然信

靠的群體才能實踐出來；沒有上帝，他們做不到；沒有他們，

上帝就不做！ 

 

《約書亞記》6 章 24-27 節的內容，就是當時的以色列百姓順

服並執行約書亞吩咐(6:16-19)的結果。 

 

為甚麼單單把妓女喇合跟她的父家，並她所有的都救了？經

文的解釋很直白：因為她隱藏了約書亞所打發窺探耶利哥的

使者 (6:25)。更深一層, 喇合這行為的背後，是她對這位神的

敬畏和信心 (2:9-21) ！整卷約書亞記都在展現信心是如何體

現在真實地生活中的。  

http://cnbible.com/joshua/6-25.htm
http://cnbible.com/joshua/6-26.htm
http://cnbible.com/joshua/6-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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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約書亞及十二支派的領袖果然遵守探子對喇合的承諾，是約

書亞、兩個探子和十二支派的領袖的同心、 彼此順服及合一

展現這位神是從不改變應許的神，而作為神的百姓也是遵守承

諾的一個美好見證。更美的是他們都堅信這一切神必成全。 

 

在第 6 章的結束，經文說：耶和華與約書亞同在，約書亞的

聲名傳揚遍地(6:27)。 但在約書亞眼中, 他將一切的尊榮都歸

給了耶和華(23:2-16)！ 

註：本篇釋義部分由張曉燕傳道撰寫 

 

【思想】 

1. 進入神的應許之地，就是要過聖潔的生活，我的自律與群

體紀律如何? 

2. 人是承受神所應許之地的主角；但是神是掌握人類在大地

生活的主角。你願意將貴重的財物獻給神嗎？ 

 

【祈禱】 

掌管萬有的獨一真神，在約書亞帶領的耶利哥戰役中，祢讓我

們看到整個群體對祢命令的順服，對喇合承諾的遵守。今天我

作為教會群體裡的一員，我自律的標準和執行力需要祢的幫助

和扶持，我這樣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我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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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9. 12 靈修 (週二) 

題目：【取了當滅之物】 
 

【閱讀經文】（  約書亞記 7:11-13） 

       11 以色列人犯了罪，違背了我所吩咐他們的約，取了當

滅的物；又偷竊，又行詭詐，又把那當滅的放在他們的家具

裏。12 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敵面前站立不住。他們在仇敵面

前轉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詛的；你們若不把當滅的物從你

們中間除掉，我就不再與你們同在了。 

       13 你起來，叫百姓自潔，對他們說：『你們要自潔，預

備明天，因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這樣說：以色列啊，你們

中間有當滅的物，你們若不除掉，在仇敵面前必站立不住！』 

 

【釋義】 

《約書亞記》提出爭戰的原則是倚靠耶和華，耶和華神與人同

在的大前題，是人要在信仰和道德生活上潔淨。 

 

在戰爭中留下當滅之物，會導致敗陣。約書亞記 7:21 記載亞

干看見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二百舍客勒銀子、一條重五十

舍客勒的金子，就產生貪念，私自收藏起來。人的貪念實在

可怕，亞干清楚知道約書亞禁止取當滅之物的命令，亦清楚

明白所有金銀都要歸耶和華殿的庫房。亞干的貪念導致他犯

錯，連累整個以色列群體。 

 

筆者認為由於以色列人攻打艾城遇到挫敗，於是查找原因，

才發現亞干的罪。很多時候，人的貪念所引致留下當滅之物

的行為，未必立即令整個群體受損。若是這樣，我們更難知

道真相。對於活在廿一世紀的人來說，我們未必會遇上類似

的戰爭場面，亦未必會私自留下戰利品；但是這段經文提醒

我們，作為牧者、作為基督徒，要小心謹慎，在處理教會財

政的事上要有誠信。一個曾經虧空公款的牧者，縱使承認錯

誤，悔改認錯，也會失去弟兄姊妹對他的信任和尊重。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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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對牧者從心底發出愛護及崇敬；如果發現牧者曾經說謊

欺騙他們，他們心靈的創傷並不容易彌補。 

 

《約書亞記》記載亞干被石頭打死，我們今日不會將一個曾經

虧空公款的牧者用石頭打死；但這已經使他的事奉生涯留下

污點。如果我們將亞干取了當滅之物，看作以色列人在仇敵

面前站立不住的原因；我們可以把我們在事奉上的挫敗也看

成自己在當滅之物上犯錯而不自知。 

 

為甚麼我們在事奉上站立不住呢？豈不是我們內心有貪念，

貪愛這個世界美好的事物麼？所有被貪愛的東西本身都是美

好的，例如亞當及夏娃看見的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是悅人眼

目的，而亞干所看見示拿的衣服也是美麗的。原來我們犯罪

不一定是在行為上作惡；愛好美好的事物但超越了界線，也

可以令我們犯罪。 

 

【思想】 

1. 如果我們在敵視我們的人面前站立不住，我們應該反問自

己是否留下當滅之物呢？ 

2. 在教會群體裡面，個別成員未必可以構成整體的勝利；卻

可以造成整體的失敗。我們應該小心謹慎，避免犯罪。  

3. 美好的東西可以成為我們的試探。我們是否願意放棄那些

神不喜悅的東西呢？         

 

【祈禱】 

親愛的天父，孩子我來到祢的面前，求祢的憐憫和幫助臨到，

我其實知道我生命中有很多因著自以為是而留下的“當滅之

物”，比如我自己的一些喜好，我看為重要的東西等等，這

些總是擺在我讀祢話語，與祢親近之前！聖靈啊，幫助我，

讓我立定心志，認罪悔改! 我這樣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

名求，阿們！ 

 

【我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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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9. 13 靈修 (週三) 

題目：【敗中求勝】 

 

【閱讀經文】（  約書亞記 8:1-4） 

       1 耶和華對約書亞說：「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你起

來，率領一切兵丁上艾城去，我已經把艾城的王和他的民、他

的城，並他的地，都交在你手裏。2 你怎樣待耶利哥和耶利哥

的王，也當照樣待艾城和艾城的王。只是城內所奪的財物和牲

畜，你們可以取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後設下伏兵。」 

       3 於是，約書亞和一切兵丁都起來，要上艾城去。約書亞

選了三萬大能的勇士，夜間打發他們前往，4 吩咐他們說：

「你們要在城後埋伏，不可離城太遠，都要各自準備。」 

 

【釋義】 

以色列人渡過約但河後，第一場戰爭是耶利哥城之戰，第二

場是艾城之戰。約書亞下令兩場戰爭都是滅絕之戰，兩個城

市都不能夠重建。不過，《約書亞記》8:2 記載以色列人在艾

城之戰中，可以將奪取的財物和牲畜據為己有。經文沒有解

釋原因，只是說這是耶和華吩咐的(約書亞記 8:28)。如果《約

書亞記》7:25 記載亞干私自留下財物被石頭打死；8:2 卻修改

政策容許以色列人留下擄物，反映問題的核心是大家應該遵

守集體決定，不能任意違反。 

 

對筆者來說，《約書亞記》8:1-4 特別的地方，是以色列人預

先埋下伏兵誘敵追趕，使用「調虎離山」計，殺敵人一個措

手不及。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及艾城，都採用了特殊的戰

略，可見以色列人並非只是有勇無謀。以色列人在武器上未

必有優勢，他們攻打防守堅固的城，必然遇到強大的反抗。

如果《約書亞記》8:1-4 記載以色列人第二次攻打艾城出動三

萬勇士，並採用「調虎離山」之計；相比上次攻城時出動三

千人，是十倍以上的兵力。那麼那些窺探艾城的探子的情報

是否不夠準確呢？還是上次攻城的作戰策略有根本性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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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無論如何，第二次攻打艾城不容有失。由於上次以色列

人落荒而逃，這次以色列人將計就計，假裝落荒而逃，誘敵

出城，然後讓預先埋伏的以色列人一舉攻城。 

 

從以色列人攻打艾城的過程來看，以色列人實力雄厚，足以

打敗迦南地的強敵；只是過去以色列人無法橫渡約但河。現

在以色列人在攻打耶利哥城及艾城的戰事上，運用了對方意

想不到的戰術，足以證明帶領以色列軍隊的領袖們智勇雙

全。以色列人能夠吸取上次失敗的經驗，順勢轉化為爭取勝

利的方法。 

 

【思想】 

1. 初嘗勝利後容易犯輕敵的錯誤，我們應該警惕。 

2. 表面上的失敗未必是真正的失敗，能夠吸取失敗的教訓，

運用敗中求勝的方法可以反敗為勝。 

3. 承受迦南地為產業並非一步到位，兩次戰爭勝利只是開

始，距離實現目標還有一段長遠的路。 

 

【祈禱】 

慈愛的天父，在成聖的路上，我們常常會自以為是地犯下很多

錯誤，導致很多的失敗，但天父，祢的愛從來沒有因為我們的

錯誤而放棄我們！求祢教導我、管教我、牽我手走進祢的道路，

真理和生命中。我這樣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我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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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9. 14 靈修 (週四) 

題目：【第一座神壇】 

 

【閱讀經文】（約書亞記 8:30-32） 

        30 那時，約書亞在以巴路山上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築

一座壇，31 是用沒有動過鐵器的整石頭築的，照著耶和華僕

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話，正如摩西律法書上所寫的。眾

人在這壇上給耶和華奉獻燔祭和平安祭。32 約書亞在那裏，

當著以色列人面前，將摩西所寫的律法抄寫在石頭上。 

 

【釋義】 

《約書亞記》8:30-32 記載以色列人攻打艾城後為神築壇的

事。這是《約書亞記》第一次記載以色列人為神築壇的事，

亦是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第一次為神築壇。築壇的材料是不

經人手用鐵鑿出來的石頭，意思是來自神而不是由人手弄出

來。築壇的方法要按摩西在律法書上的標準，而在築壇的事

上更重要的是律法書。以色列人在獻祭後把律法抄寫在石頭

上，目的是讓整個以色列群體重視律法的要求。 

 

《約書亞記》8:33-35 記載以色列人圍在約櫃兩旁，祭司與利

未人為眾人祝福。經文強調這程序是按照摩西所吩咐的方式

進行。在完成這些宗教禮儀後，約書亞將律法書上祝福與咒

詛的話宣讀一遍。《約書亞記》8:35 強調約書亞將摩西所吩

咐的一切說話宣讀，表示摩西的吩咐就是以色列人生活的標

準。古代近東的神祇大部份是與自然界現象相關的神明，例

如太陽神、月神…等。人向神明崇拜的目的是獲得好處，消

災解難；但是卻不一定與道德要求相關。一種沒有道德要求

的宗教，可以是巫術宗教、自然宗教。 

 

以色列人所經歷的神卻頒佈律法，要求他們遵守。在這次築

壇行動中，獻祭與祈福只是其中一部份；還有宣讀律法的部

份。在以色列人攻陷艾城後，理論上應該舉行祝捷會。築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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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祭酬答神恩是十分自然的事；但值得注意的是築壇獻祭與

宣讀律法緊緊連在一起。以色列人在第一次攻打艾城失敗，

經文解釋原因是亞干取了當滅之物以致連累全群。以色列人

在第二次攻打艾城成功後慶祝，申明律法的重要，為免日後

再出現違反律法要求而遭神懲罰的事。從這段經文中，我們

發現，律法與個人及群體生活有密切的關係，而宗教與道德

及政治、甚至戰爭同樣有密切的關係。神管理人生每一個領

域，人要按照律法的要求在生活中每一個層面實踐。這是以

色列人築壇獻祭宣讀律法的目的。 

 

【思想】 

1. 當人把宗教生活與人生其它部份分割，宗教便只剩下獻祭

祈福的功能，沒有道德制約的能力。你所相信的神是位怎

樣的神呢？ 

2. 當我們解決難題、渡過難關的時候，應當感謝神；但是不

要忘記神對我們有信仰的要求。 

3. 約書亞是宗教領袖、亦是以色列人民族的領袖。相反牧者

只是宗教領袖而不是民族領袖；不過牧者的教導應該讓人

在生活每一個層面實踐信仰。 

 

【祈禱】 

天父啊，神家有家規，人人要遵守，這是祢老早就告訴我們的， 

可是我們這些做兒女的，就是不聽，不遵守；約書亞築壇是為

了提醒百姓要好好謹守遵行神祢的律例典章，也就是祢的家規。 

今天，求祢幫助我,，讓我從自己做起，從現在開始，學習做

一個聽話且遵從祢旨意的孩子。我這樣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得

勝的名求， 阿們！ 

 

【我的心得】 

 

 

 



 12 

2017.9. 15 靈修 (週五) 

題目：【一個願意承擔責任的領導團隊】 

 

【閱讀經文】（約書亞記 9:18-21） 

      18 因為會眾的首領已經指著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向他們

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擊殺他們；全會眾就向首領發怨言。

19 眾首領對全會眾說：「我們已經指著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向他們起誓，現在我們不能害他們。20 我們要如此待他們，

容他們活著，免得有忿怒因我們所起的誓臨到我們身上。」

21 首領又對會眾說：「要容他們活著。」於是他們為全會眾

作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領對他們所說的話。 

 

【釋義】 

以色列人摧毀耶利哥城和艾城，令其它部族的人心驚膽顫，

他們聯合起來對付以色列人是十分自然的事；不過接近以色

列人地區的部族會怎樣求生存呢？《約書亞記》9 章記載基遍

這個距離以色列人所在地三天路程的地區，派人假裝是從遠

方前來的人，要求與以色列人立約。以色列的領袖們相信他

們的說話，並且與他們立約不殺他們。 

 

《約書亞記》9:14 記載以色列的領袖們沒有求問耶和華，就作

出與他們立約的決定，後來才發現這些人其實是附近三天路程

的地區的基遍人。以色列會眾對領袖的錯誤決定感到不滿，值

得留意的是《約書亞記》9:15 記載約書亞沒有求問耶和華而

作出議和的決定；《約書亞記》9:18-21 記載眾首領一起回應

全會眾的批評。 

 

筆者認為眾首領沒有質疑約書亞的領導能力，也沒有推翻他

的意圖。相反地，他們在這個危機時刻與約書亞同心面對全

會眾的不滿，同時也堅守承諾，不傷害基遍人，免得神的忿

怒。以色列人看重立約的承諾，從探子答應救喇合一家的事，

可見以色列人切實遵守承諾。以色列人在被欺騙的情況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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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遍人立約，以色列眾首領仍然尊重合約精神；不過要基遍

人為以色列人作苦工。《約書亞記》9:24 記載基遍人擔心摩

西吩咐以色列人要滅絕所有敵人，所以欺騙以色列人與他們

立約。相對《約書亞記》1-8 章記載以色列只有滅絕敵人的做

法，現在出現締結和平合約的方法，是一種發展過程。 

 

以色列在埃及的時候是奴隸，為埃及人作苦工。現在他們離

開埃及成為自由人和擁有奴隸的人。值得留意的是《約書亞

記》9:26 記載約書亞把基遍人作為奴僕，目的是救他們脫離

以色列人的手；而不是為了欺壓其它民族。筆者認為約書亞

帶領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地，並不是只有全面滅絕的政策，還

有締結和平的願望。 

 

【思想】 

1. 約書亞在與基遍人立約的事上，沒有求問耶和華。我們應

該如何學習凡事求問神呢？ 

2. 以色列眾首領在約書亞出現領導危機的時候支持約書亞渡

過困難，反映約書亞與眾領袖有推心置腹的同工，我們應

該如何學習呢？  

3. 信守承諾是十分重要的，免得神的忿怒。我們應該如何學

習信守承諾的精神呢？ 

 

【祈禱】 

天父上帝，您讓歷史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能成為我的警戒，謝

謝您今天讓我看到的內容，懇求您就讓我在日常生活中，成

為能事事、時時尋求您旨意的人，並且能賜我能力去遵行！

並讓我成為信守承諾的人，不只是對神也要對人，也能讓我

成為教會事工中懂得順服維護屬靈權柄的同工，如此禱告是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我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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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9. 16 靈修 (週六) 

題目：【耶和華爭戰】 

 

【閱讀經文】（約書亞記 10:8、13-14） 

        8 耶和華對約書亞說：「不要怕他們；因為我已將他們

交在你手裏，他們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13 於是日頭停留，月亮止住，直等國民向敵人報仇。 這

事豈不是寫在雅煞珥書上嗎？ 

       日頭在天當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約有一日之久。 14 在

這日以前，這日以後，耶和華聽人的禱告，沒有像這日的，

是因耶和華為以色列爭戰。 

 

【釋義】 

《約書亞記》10:1-2 記載基遍城比艾城更大，城內的人都是勇

士。不過，他們都不敢與以色列人作戰，而用欺騙的方法與

以色列人立約，並且甘心成為以色列人的奴僕。換句話來

說，以色列人攻陷了三座城：耶利哥城、艾城和基遍城。耶

利哥城與艾城都徹底被摧毀，基遍城不戰而降、城內居民得

以保住性命。由於迦南地五個王聯合起來，集結大軍準備攻

打基遍，基遍人於是向以色列人求救。耶和華對約書亞說，

不要懼怕，神已經將敵人交在你手裡(約書亞記 10:8)。 

 

《約書亞記》10:11 記載耶和華降下大冰雹，被冰雹殺死的亞

摩利人比被以色列人殺死的更多。在這次戰鬥中，還發生了

一件超自然的事：日頭與月亮停止不動。其實，以色列人能

夠渡過約但河，已經是一件超自然的事，以色列人圍繞耶利

哥城牆呼喊，城牆倒下，也是一件超自然的事。《約書亞

記》10:14 記載耶和華在日頭與月亮停止不動這件事上特別聆

聽人的禱告，並且耶和華為以色列爭戰。究竟這次爭戰有甚

麼特別意義呢？《約書亞記》10:23 記載耶路撒冷王、希伯崙

王、耶末王、拉吉王、伊磯倫王都被以色列人殺死。這次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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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是以色列人與五個王的聯合軍隊作戰，如果以色列人敗

陣，就可能全軍覆沒，無法實現進入迦南地的夢想。 

 

從神的角度來看，神一直引導以色列人，神一直聆聽以色列

人的禱告。神應許以色列人承受迦南地，所以神會親自實現

這個應許。嚴格來說，這場戰役對於以色列人能否在迦南地

擴展十分重要。以色列人能夠奇蹟地獲勝，他們很自然認為

耶和華在這件事上特別聆聽以色列人的禱告，耶和華特別為

以色列人爭戰。《約書亞記》10 章記載以色列人攻陷瑪基

大、立拿、拉吉、希伯崙、伊磯倫、底璧…等城市，滅絕所

有的人。《約書亞記》10:42 解釋「因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為

以色列人爭戰。」 

 

【思想】 

1. 以色列人承受應許之地的過程，遇見很多困難阻礙。如果

他們對神沒有信心，根本無法前進。究竟我們應如何保持

信心，以承受神所應許之地呢？  

2. 以色列人要承受應許之地，必須奮力爭戰。究竟我們有沒

有爭戰的勇氣和決心呢？  

3. 神要實現應許，在關鍵時刻會顯出神蹟，甚至明顯地親自

爭戰。我們相信神顯神蹟以實現祂的應許嗎？ 

 

【祈禱】 

我們在天上的父，您是創造萬有、掌管萬有的神，愛我們的

父！我們感謝您為我們預備的屬靈的美好，懇求您讓我在進

入屬靈豐盛的過程中，在一切阻擋、征戰之中，都能想到您

是我們的依靠，您在為我們征戰，讓我有信心戰勝一切的仇

敵和軟弱，讓我確信最終可以進入您為我們預備的豐盛之中，

榮耀您的名，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我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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