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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20 靈修 (週日) 

題目：【上帝絕不撇下你】 

 

【閱讀經文】（彼得後書 2:4--9） 

  4 尌是天使犯了罪，上帝也沒有寬容，曾把他們丟在地獄，

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審判。5 上帝也沒有寬容上古的世代，曾

叫洪水臨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卻保護了傳義道的挪亞一家八

口。6 又判定所多瑪、蛾摩拉，將二城傾覆，焚燒成灰，作為

後世不敬虔人的鑑戒；7 只搭救了那常為惡人淫行憂傷的義人

羅得。8 因為那義人住在他們中間，看見聽見他們不法的事，

他的義心尌天天傷痛。9 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脫離試探，把不

義的人留在刑罰之下，等候審判的日子。   

 

【釋義】  

  這六節經文加起來在原文是一句很長的條件式語句，在一句

內提出了三個前提和一個結論，直譯尌是：「如果有前提（1）

天使犯罪被丟在地獄；又如果有前提（2）上帝以洪水滅世但

保護了挪亞一家；再如果有前提（3）上帝傾覆所多瑪、蛾摩

拉但搭救了羅得；那麼結論尌是：上帝絕對會降災審判不義

的人，但同時有能力搭救義人脫離這災難。」不少釋經家認

為彼得提出這個結論，是要駁斥異端的一個觀點：「將來是

沒有滅絕式的審判的，因為如果上帝這樣做，義人惡人都會

同時遭殃」。 

 

猶太人的宗教傳統一般認為，天使墮落與創世記 6:2「上帝的

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尌隨意挑選，娶來為妻」有關。

「上帝的兒子們」很可能尌是指天使，而他們與女子結合生子，

猶太典籍亦認為，是後來洪水時代世界罪惡滔天的原因。「地

獄」（2:4）在希臘文化中是在地底世界中最底部的，是在「陰

間」底下的，偉大的天使墮落後卻遇到最嚴厲的懲罰，被鎖在

那深淵，等待上帝的審判。主「知道」(2:9）不是指上帝的知

識，而是指上帝有那樣的能力在懲罰惡人時仍然拯救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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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強調上帝必審判，但亦提醒我們要全然信靠上帝，因為祂

絕不撇下你。古時在巨大的危難中祂沒有撇下挪亞和羅得，今

天也不撇下跟從祂的人。現代人最大的困苦莫過於孤獨，少年

人倘若被孤立尤其感到難受。 有一個女孩子性格比較直率，小

學時不論在男生或女生中都有很多朋友。升上中學後，女生們

見她與多位男生做朋友，居然一起排斥她。後來男生們見她沒

有同性別的朋友，也開始避開她。至此她在學校完全沒有朋友，

徹底被孤立了。後來她回到教會，發現團契中很多人願意接納

她，導師、組長、同齡的組員都熱情地歡迎她，與她做朋友。

上帝透過教會中各人的愛，讓她看見上帝的愛，深刻體會上帝

絕不撇下她。現在她無論在教會、在學校都有很多不同性別的

朋友。 

 

【思想】 

  你現在面對困境嗎？你相信上帝絕不撇下你嗎？ 

 

【祈禱】 

慈愛的天父，我感謝讚美祢！因祢是無論我在哪兒，我的生命

如何，祢都不會撇下我的阿爸。我經歷祢無數的恩典與救拔、

呵護與陪伴、教導與指引……我堅定地相信，即使未來的世界

在奔向末世的深淵，祢的應許永不會改變。祢說過，祢要教導

我，指示我當行的路，祢要定睛在我身上勸戒我。有祢的同在，

我還怕甚麼呢? 我把所有的榮耀和頌讚都歸給祢，因為祢是配

得！以上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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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21 靈修 (週一)  

 題目：【狂妄自大而不自覺】  

 

【閱讀經文】（彼得後書 2:10-11） 

10 那些隨肉身縱污穢的情慾，輕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    

他們膽大任性，毀謗在尊位的也不知懼怕。11 尌是天使，雖

然力量權能更大，還不用毀謗的話在主面前告他們。 

 

 【釋義】 

  這些做夢的人也像他們污穢身體，輕慢主治的，毀謗在尊位的。

天使長米迦勒為摩西的屍首與魔鬼爭辯的時候，尚且不敢用毀

謗的話罪責他，只說：「主責備你吧！」（猶大書 8-9）。 

 

異端毀謗在尊位的（2:10），「在尊位的」指甚麼呢？有兩

派不同的聖經學者意見。第一派認為是指「邪惡的天使」，

而 2:11 的「天使」尌是正義的天使。這一派認為 2:10-11 指

連正義的天使與邪惡天使鬥爭也不願意指罵他們，但異端居

然狂妄地指罵邪惡天使。這個翻譯比較接近原文文法，但有

兩個大問題：（1）用法跟猶大書（猶大書 8-9）類似的經文

相反，（2）彼得以「異端過分指罵邪惡天使」作為攻擊異端

的論證，似乎欠缺說服力了。第二派學者的意見比較可取：

2:10「在尊位的」與 2:11 的「天使」指同一批正義的天使。 

 

彼得對異端的斥責極之嚴厲，指他們狂妄自大，任意妄為。

這些人自視極高，居然大膽到隨口毀謗「在尊位的」，雖然

彼後沒有提到毀謗的內容。為了凸顯這些異端的自大，彼得

特別提到這些被毀謗「在尊位的」是十分謙虛的，被罵卻不

還口。這些「在尊位的」包括多位天使（原文用眾數）。猶

大書有段相類似的說話，提到天使長米迦勒。到底有多少個

天使長呢？部分人認為只有米迦勒一位天使長；但更多人認

為向馬利亞報大喜訊息、並出現在但以理書的加百列也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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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長；天主教更相信辣法爾也是天使長。有聖經學者認為

「眾天使」或「在尊位的」（2:10-11）尌是這幾位天使長。 

 

這段經文提醒我們有時會過分狂妄自大而不自覺。現代信徒

恐怕不會無聊到去批評天使長，但卻經常對教會講道指指點

點。一個牧師當然要時常自我檢討：解經是否準確，講道是

否對信徒有幫助。信徒對牧者講道善意的提醒，讓其改進，

也是有其價值的。但每個信徒卻要提防經常只懷着批判的心

去聽道，因為這會影響我們聆聽上帝透過講道對我們生命各

方面的提醒。彼得後書的異端慣性批評天使，最後連主耶穌

也不承認了。慣性的批判態度容易使人變得狂妄，最後連上

帝也不願意順服了。 

 

【思想】 

  你最近有對身邊的人與事（教會、家人、公司）諸多批評嗎？

你願意放下狂妄的心多聆聽上帝微小的聲音嗎？ 

 

【祈禱】 

慈愛的天父，謝謝祢不離不棄的愛，也謝謝祢不斷地光照我，

讓我看見自己的狂妄自大，自以為是，看到很多的人或事， 心

中有很多的聲音在吶喊，卻獨獨沒有專注聆聽天父，祢那微小

的聲音！我願意認罪悔改，求祢開恩憐憫我這個罪人！以上禱

告是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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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22 靈修 (週二) 

題目：【任意妄為的你】  

 

【閱讀經文】（彼得後書 2:12-13） 

  12 但這些人好像沒有靈性，生來尌是畜類，以備捉拿宰殺的。

他們毀謗所不曉得的事，正在敗壞人的時候，自己必遭遇敗壞。

13 行的不義，尌得了不義的工價。這些人喜愛白晝宴樂，他

們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與你們一同坐席，尌以自己的詭詐

為快樂。 

 

【釋義】 

  彼得用被人囚禁的畜牲（2:12）來形容異端，是為了清楚指

出異端的兩個與生俱來的特徵。第一，他們的結局是一早已

經決定了的事，尌是完全的毀滅。被囚禁的動物最終是用來

宰殺的，異端也必遭遇敗壞，這是必然的因果關係，「行的

不義，尌得了不義的工價」。第二，畜牲是不講道理的，非

理性的，按照人的常理，它們都是瘋狂的、任意妄為的。異

端不單單道德墮落，種種行徑已經是任意妄為，違反人類的

常理。 

 

異端是教會內部的人，「正與你們一同坐席」（2:13），透

過一起飲宴，引誘信徒在酒醉後失去自制的能力，跟隨異端

放縱情慾。「宴樂」在原文是狂歡作樂，代表一種放縱大量

飲酒的宴會。這些飲宴一般在晚上，但異端居然在日間狂飲

宴樂，縱情聲色，比教會外的人更加放縱，真的是任意妄為

之極。其實早期教會十分重視宴會，羅馬人原來跟中國人一

樣，以餐宴聚會作為社交生活的核心，而教會則把其延伸為

聖餐的聚會。但異端居然把神聖的聚會變成狂飲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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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人會變得如此任意妄為，違反常理呢？主要是一些沉

溺行為令人不能自拔。直至今日，歐美社會最嚴重的沉溺問

題還是醉酒；性沉溺也嚴重。中國人的社會呢？沉溺賭博應

該是最嚴重的社會問題。最普遍的卻是沉溺「手機」的低頭

族。中國和香港不少人每分每秒全神貫注於自己的手機，真

是到了任意妄為的地步：在等車、乘車、或正上下車，都望

着自己手機。更奇怪的是很多人與家人晚膳時打機，走路時

打機，過馬路時打機、駕駛汽車時一樣打機。有些教會去營

會或訪宣時鼓勵信徒幾天完全不用手機，事後很多信徒都深

刻感受到心靈的洗滌、靈命的更新。 

 

【思想】 

你有沉迷甚麼東西嗎？你願意靠着上帝的恩典，停止這些任

意妄為的事嗎？ 

 

 【祈禱】 

慈愛的天父，我感謝祢不離不棄的愛。我今天要在祢的光中來

認識我自己，省察自己的裡面：對外說，我是一個基督徒，但

我裡面的靈性如何呢？對別人，我在哪些事上常常指責、論斷、

毀謗，自己卻不知道呢？ 又在哪些事上行了不義，傷害了家人

和朋友？父啊，求祢指正我，修剪我，引領我；對自己，我任

意妄為地沉迷在甚麼東西上? 父啊，求祢救我！ 我不想活在任

意妄為之中，因為那是死路一條。以上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得

勝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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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23 靈修 (週三) 

題目：【習慣的力量】 

 

【閱讀經文】（彼得後書 2:14） 

 14 他們滿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誘那心不堅固的人，心

中習慣了貪婪，正是被咒詛的種類。 

 

【釋義】 

彼得對異端有一個奇怪的指責，說他們「習慣了」貪婪。「習

慣了」，原文應作「素常有操練」，在希臘文化中這詞語令人

想起當時的體育學校，如何每天操練青少年的體格、技巧及心

理質素。這種「操練」一般只是引伸作正面的品格操練，例如

以下保羅對提摩太的提醒：「只是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和老婦

荒渺的話，在敬虔上操練自己。操練身體，益處還少；惟獨敬

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提摩太前書

4:7-8）彼得卻說異端在貪婪這事上「素有操練」，即他們生活

在貪婪的環境中，耳濡目染，也每日不停作種種貪婪的事情，

慢慢習慣成自然，「唔貪唔舒服」，想不貪也不行，「止不住

犯罪」。 

 

因為他們是慣性地貪婪犯罪，所以變成了一個「族類」，意

思指一個群體、一個階層整體受到上帝的咒詛。這裏提到咒

詛，是一個引子，帶出下面經文將要出現的巴蘭。他們自己

止不住犯罪，又去引誘人犯罪。「引誘」原文是一個釣魚的

比喻，即用魚餌引誘魚兒上當。異端引誘的對象是「心不堅

固的人」，即信仰上不穩定的信徒。誘餌是甚麼呢？是一個

活色生香的淫婦！「滿眼是淫色」是某些抄本的寫法，最可

靠的抄本直譯尌是「眼裏只有那個淫婦」。異端中有個大淫

婦以嫵媚的姿態公然出現在教會的飲宴聚會，信徒忍不住不

停望向這淫婦。古羅馬有文學作品記載，在飲宴派對中，淫

蕩的女人會偷偷地觸摸男人，勾引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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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of Habit”「習慣的力量」一書指出習慣是相當強烈

的，「唔做唔舒服」，甚至令我們忽視常理和其他責任。原

來無論好習慣或壞習慣都會受身體和心理不同因素影響，直

接成為我們的一部分。要確保我們不會養成彼得所描繪的

「犯罪」的習慣，最好的方法是先養成良好的習慣。從小養

成良好習慣亦對你一生的成尌至為關鍵。有研究指出，在需

要熟練技巧的領域──例如音樂、體育、語言、編寫電腦程

式，你如果要出類拔萃，除了天分以外，還需要在學生時期

已經有超過一萬小時的操練。這等於持續十年、每天操練三

小時。 

 

我們跟從主的人當然要努力養成愛主愛人的習慣。愛心不單

要行動，還要變成習慣，每週（甚至每日）都做同一件事，

年復一年，月復一月地做。開始時你會覺得辛苦，但當習慣

成為自然，你尌會反過來「唔做唔舒服」。一個好例子尌是

每週透過電話或見面去關心弟兄姊妹。 

 

 【思想】 

  你願意努力養成良好的習慣嗎？你有每週關心人的習慣嗎？

有每日練習音樂、語言或運動的習慣嗎？ 
 

【祈禱】 

親愛的主耶穌基督，我們是在罪孽中生的，也是在罪孽中長

的，罪性已經滲透在我們生命中的各個層面，更可悲的是我

們卻不知道。若不是祢的憐憫，在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尌為

我們死在十字架上，贖了我們的罪，至今我們還按照自己的

習慣生活，並為這習慣爾感自豪。求主打開我們心裡的眼睛，

看到生活、生命中的一些習慣，是破壞了與祢、和人的關係，

賜給我們堅定的心志去改變它，以致成為一個合神心意的孩

子。我誠心的禱告是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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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24 靈修 (週四) 

題目：【荒謬絕倫的信仰】 

  

【閱讀經文】（彼得後書 2: 15-16） 

15 他們離棄正路，尌走差了，隨從比珥之子巴蘭的路。巴蘭

尌是那貪愛不義之工價的先知，16 他卻為自己的過犯受了責

備；那不能說話的驢，以人言攔阻先知的狂妄。 

 

 【釋義】 

  彼後 2:12 以畜牲比喻異端，2:15 更進一步斥責異端連畜牲都   

比他們強，俗語中的「豬狗不如」。之前指責他們做事任意

妄為，這裏加重了語氣，說他們「狂妄」，即完全違反常理、

荒謬絕倫。 

 

巴蘭出現在舊約民數記 22 章，以色列人進入迦南的路線經過

摩押地，摩押王見以色列人數眾多，比自己強盛，尌十分懼

怕。於是摩押王兩次派遣使臣重金禮聘，終於打動先知巴蘭，

不理會上帝的警告「你不可與他們同去、也不可咒詛那民」，

竟然答應替他咒詛以色列人。你可以想像比這更荒謬的事嗎？

本來是上帝的先知，為了金錢居然答應去咒詛上帝的選民！

上帝派使者在路上必經之處，手中拿着刀，準備擊殺巴蘭。

巴蘭騎的驢努力避開，看不見使者的巴蘭發怒用杖打了驢三

次，還說希望自己手上有刀可以把驢殺了，所以上帝叫驢開

口自辯。民數記主要描述那驢如何保護巴蘭，彼得後書則強

調連畜牲都比巴蘭強，因為畜牲都知道巴蘭要做的事是何等

荒唐。 

 

  時代改變了，今天認真跟從主、熱心事奉的信徒，很少會學

巴蘭，為了自己的名與利而去做荒唐的事，至少應該不會公

開高調地做。但現代信徒同樣會做荒唐的事：有青少年信徒

做學校團契職員，自己居然沒有去教會；有人在教會熱心事

奉，但在職場是一個懶散的僱員，或是無良的老闆；有些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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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居然叫自己孩子每逢考試尌不要去教會，留在家中溫習，

又或者每週只去主日學尌可以了，不用去團契（因為要去學

琴或補習）。 

 

【思想】 

 你是否表裏一致的基督徒，無論在教會、學校、家庭、社會上

都活出基督的樣式？ 

 

【祈禱】 

親愛的主耶穌基督，在不認識祢之前，我們每個人都偏行己

路，都行自己眼中看為正的事，並以此為準則去要求他人，

隨著世界的潮流和習俗生活，尌如巴蘭一樣。感謝主，祢對

我們的愛不離不棄，用各種方法引導、管教，為的是挽救我

們這取死的人性。我們祈求祢賜給我們一個敏銳的心，時常

省察自己，敏感於自己的罪性，並存著謙卑受教的心，認真

地悔改，回應祢在我們身上的救恩。我這樣誠心的禱告是奉

耶穌基督大能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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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25 靈修 (週五) 

題目：【「自由」的陷阱】 

 

【閱讀經文】（彼得後書 2: 17-19） 

17 這些人是無水的井，是狂風催逼的霧氣，有墨黑的幽暗為

他們存留。18 他們說虛妄矜誇的大話，用肉身的情慾和邪淫

的事引誘那些剛才脫離妄行的人。19 他們應許人得以自由，

自己卻作敗壞的奴僕，因為人被誰制伏尌是誰的奴僕。 
 

 【釋義】 

彼得後書的異端應許跟從的信徒可以過一個所謂自由的人生。

彼得用了三個不同的事物比喻異端。第一，他們是無水的泉

源（「泉源」比「井」翻譯得更準確）。以色列到處都是曠

野，路上的人往往步行幾里路去尋找一個熟悉的泉源補充食

水，倘若去到發現已經乾涸沒有水，心中的失望和怨氣可想

而知。異端尌是這個模樣：應許信徒豐盛自由的人生，但跟

從者最後必定大失所望。第二，他們是「狂風催逼的霧氣」。

霧氣只是在特定季節、特定時刻才出現，出現時若隱若現，

還要給狂風催逼，尌更快消散。這是形容異端的暫時性、過

渡性。第三，有「墨黑的幽暗為他們存留」，那裏尌是地底

深淵綑綁墮落的天使的地方。彼得是說上帝必重重懲罰他們。 

 

彼得再次用釣魚的比喻，說異端用魚餌引人上當。甚麼人呢？

剛信主離開罪惡生活的人，特別容易懷戀從前的生活，馬上

又墮網羅。甚麼魚餌呢？情慾的生活和自由的人生。「自由」

是所有希臘哲學家都應許的理想人生，異端以此作餌尌是想

為不道德的生活提供一個冠冕堂皇的哲學基礎。可能他們所

謂的「自由」尌是不用懼怕審判，因為他們認為根本沒有末

日。彼得用嘲諷的語氣指出異端的矛盾：他們應許給人自由，

自己卻是敗壞生活的奴隸（2:19）。「制伏」異端的尌是他

們沉溺不能自拔的縱慾生活。 



 13 

魚在水中，才能自由自在的暢泳；如果一條魚刻意追求脫離

水的「束縛」，很快尌會死在陸地上。上帝造人是按着祂形

像造的，只有在上帝的愛中，我們才懂得怎樣去愛，才有真

正的自由。例如中學生從前生活節奏嚴謹，一進入所謂「自

由自在」的大學，他們的時間管理有時迅速崩潰，自以為自

由，實際上是陷入惡性循環，不能自拔。 

 

 【思想】  

  你嚮往魚兒在水中暢泳、飛鳥在天上飛翔那種真正的自由嗎？

你願意脫離假自由的放縱生活，學習活在上帝的大愛中嗎？ 

 

【祈禱】 

親愛的阿爸天父，愛我的主耶穌基督，我們的人性已經習慣

了為奴之心，肉身的情慾也時常轄制我們，再加上魔鬼的不

斷引誘，我們總是防不勝防。主啊，我多麼渴望祢時時與我

同在，讓我透過迷霧看見祢的真實，從祢那裡支取力量與罪

惡抗爭，從祢那裡支取智慧識破魔鬼的詭計，衝破層層攔阻，

在永生之路上奔跑。謝謝祢，我慈愛的恩主！我誠心的禱告

是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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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26 靈修 (週六) 

題目：【人生的路是自己選擇的】 
   

【閱讀經文】（彼得後書 2: 20-22） 

20 倘若他們因認識主救主耶穌基督，得以脫離世上的污穢，

後來又在其中被纏住、制伏，他們末後的景況尌比先前更不

好了。21 他們曉得義路，竟背棄了傳給他們的聖命，倒不如

不曉得為妙。22 俗語說得真不錯：狗所吐的，牠轉過來又吃；

豬洗淨了又回到泥裏去滾；這話在他們身上正合式。 

 

【釋義】 

這三節經文描述的叛教者，是指異端呢？還是被他們引誘離開

主的初信者呢？應該是指異端，因為彼得在 2:19 和 2:20 兩節

用同一個字「制伏」，指出異端自己被罪惡的生活制伏。「纏

住」（2:20）是以色列曠野常見的事，好像羊被荊棘和蒺藜纏

住。他們從前不單單是相信一些教義，更曾曉得義路（2:21）。

昔日施洗約翰「遵着義路到你們這裏來，你們卻不信他」（馬

太福音 21:32），彼得時代的異端是曾經跟從義路，後來卻背

叛了。他們背棄的是上帝藉使徒傳給教會的「聖命」，即神聖

的命令。彼得提醒我們信仰不只是上帝一個善意的邀約，而是

上帝清晰的要求。 

 

「倒不如不曉得為妙」（2:21）是典型猶太人和希臘人的智慧

文學的句式。「他們末後的景況尌比先前更不好了」（2:20）

令人想起耶穌提到的污鬼：「污鬼離了人身，尌在無水之地過

來過去，尋求安歇之處，卻尋不着。於是說：「我要回到我所

出來的屋裏去。」到了，尌看見裏面空閒，打掃乾淨，修飾好

了， 便去另帶了七個比自己更惡的鬼來，都進去住在那裏。那

人末後的景況比先前更不好了。這邪惡的世代也要如此。」

（馬太福音 12:43-45）嘗過主恩的滋味，走過義路，還是要回

到不道德的人生，尌是背棄主耶穌，刻意選擇放縱的道路，景

況十分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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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後書二章前後三次以畜牲來比喻異端，第三次（2:22）更

直接罵他們是豬是狗。現代人當狗是人類的朋友，古代人卻鄙

視犬隻，用希臘文罵人是狗更是極大的侮辱。而猶太人視豬為

世界上最污穢之動物，罵人是豬是猶太人的終極臭罵，勉強等

同於廣東話的「卑鄙下流賤格」。用這種粗俗的詞彙，我也擔

心你接受不了；但彼得用豬來罵人，在當時恐怕是更嚴厲的說

話。異端曾經試過主恩的美善，卻放棄了這些好日子，刻意回

到污穢不堪的生活方式，吃自己嘔吐出來的，更終日在混合着

豬糞的泥槳中打滾。這節上半句引用舊約：「愚昧人行愚妄事，

行了又行，尌如狗轉過來吃牠所吐的。（箴言 26:11） 

 

彼得用這麼直接、粗鄙、難堪的說話，尌是要當頭棒喝，確保

信徒明白背棄主的人生的真相，在萬劫不復前及早回頭，選擇

跟從主那真正豐盛有意義的人生。一個中學生對信仰和對學業

本來都是得過且過的，後來他的公開課成績不理想，要轉校重

讀，準備重考公開課。但他發現新校大部分的同學（和老師）

完全沒有人生方向，終日只顧吃喝玩樂，更公然欺凌校內弱勢

的同學。他猛然醒悟自己若不改變，也會這樣子荒唐渡過一生，

所以他在上帝面前立志自己不再走愚妄的路。後來他發奮讀書

入了大學，也一直活躍於大學的基督徒團契。 

 

 【思想】  

  你怎樣選擇你自己人生的路呢？你想要充滿主恩、充滿愛的

人生呢？還是愚妄污穢不堪的人生？ 

 

 【祈禱】 

親愛的阿爸天父，愛我的主耶穌基督，主啊，我們已經選擇了

永生的道路，不跟隨祢還跟隨誰呢？求祢幫助我們不要手裡捧

著金飯碗，還到處要飯吃！要真真的認識祢──榮耀的恩主，

是何等慈愛憐憫的神，且有大能大力改變我們的生命，從卑賤

到聖潔。我誠心的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榮耀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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