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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23 靈修 (週日) 

題目：【 期盼永恆 】 

 

 【閱讀經文】 （哥林多後書 5:1-3）  

1 我們原知道，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必得神所造，不

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2 我們在這帳棚裏歎息，深

想得那從天上來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3 倘若穿上，被遇見

的時候就不至於赤身了。   

 

 【釋義】 

保羅在前段提出瓦器和寶貝、外在的人和內在的人的意像，這

裡他將此意像進一步發揮，指出我們活在人間，其實也彷彿是

內在的人（自己）套在外在的人（肉體、塵世）裡。  

 

他借用了舊約帳棚的意像，說明我們的肉體就像地上的帳棚。

帳棚的一個特質便是臨時性的。同理，走在短暫的人生旅途上，

活出客旅人生的我們，也得視此生的種種為一座帳棚，而非任

何「不動產」。  

 

這裡保羅關注的是我們自己生命的改變，塵世的生命在死後便

換上永恆的生命，這是接續 4:16-18 的講論。他要強調的是，

基督徒毋須為地上的帳棚給拆毀而惋歎，因為這正是獲得天上

永存房屋的時候。接著保羅轉用了穿衣服的意像，將我們在死

後脫下地上的帳棚，穿上天上的房屋，比喻為更換衣服。舊衣

服脫下來，得立即穿上乾淨的新衣，不然便赤身露體了。  

 

思想：  

我們要確定的是，塵世生命並不是生命的全部，而人間的死亡

並非生命的結束，反而是另一階段的生命的開始。還有，我們

也得分享保羅對永恆的屬靈生命的期待，這真是值得我們引頸

以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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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親愛的天父上帝，祢讓我有永恒的盼望，求祢把這種的盼望真 

切的存在我心深處，讓我能輕看一切屬世的東西，並真正知道

肉體的死亡不是結束，還會有更美好的屬天的身體等著賜給我

們，不要再讓死亡成為挾制，阻礙我生命的成長。禱告是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4 

2018.9.24 靈修 (週一) 

題目：【預知終局 】 

 

【閱讀經文】（哥林多後書 5:4-10）  

4 我們在這帳棚裏歎息勞苦，並非願意脫下這個，乃是願意穿

上那個，好叫這必死的被生命吞滅了。5 為此培植我們的就是

神，祂又賜給我們聖靈作憑據。6 所以，我們時常坦然無懼，

並且曉得我們住在身內，便與主相離。7 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

着信心，不是憑着眼見。8 我們坦然無懼，是更願意離開身體

與主同住。9 所以，無論是住在身內，離開身外，我們立了志

向，要得主的喜悅。10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

來，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  

 

 【釋義】 

保羅兩次提到在塵世裡的歎息，這並非表示他有厭世傾向；而

是具體地指著，他過去和現在所遭遇的各種負面的經歷。  

 

基督徒不應有厭世思想，也不應全盤否定人間和生命的價值；

世界由上帝所創造和護理，生命是上帝的恩賜，人間事實上亦

存在著許多反映上帝性格的美善，不能一筆抹煞其價值。我們

盼望永恆的生命，不是因為現在的「不好」，而是因為將來的

「更好」。我們期待以「最好」的來取代今天的「好」。 

 

保羅指出，當我們仍擁有地上的帳棚時，我們尚未與主完全聯

合，住在身內便與主相離（5:6）；惟有離開這塵世的軀體，

才得以與主同住（5:8）。保羅是立志以得著永恆生命作為他

人生的追求了。即或活在地上的帳棚裡，他仍是朝著得著天上

的房屋而奮鬥的。他的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

（5:7）；他矢志過聖潔與誠實的生活，預備將來接受基督的

審判（5:10）。而最重要的是，人間所有的經歷，都不能教他

畏懼（5:6，8）。一個畏懼基督審判的人（5:11），是不會再

畏懼人間的其他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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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基督徒的人生是一個預知了終局的人生。我們不一定知道今天

和明天會發生甚麼事，不一定了解我們在人間的未來際遇，但

我們卻知道我們這一生終極的方向，也知道在死後會得著永恆

的生命。為甚麼我們不再熱心傳揚福音？因為我們失落了末世

的信仰。我們對人們的永生和永死不再關切，我們自己的生活

也不復是末世性的。 

 

 【禱告】  

主耶穌基督，讓我愛祢勝過一切，求祢也能讓我像保羅一樣，

單單憑靠著信心，來過我每日的生活。盼望永遠的美好，敬畏

祢要實施的審判。仔仔細細思考我做的每一件事情，要得著祢

的喜悅。如此祈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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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25 靈修 (週二) 

題目：【新的標準】 

 

【閱讀經文】 （哥林多後書 5:11-12） 

11 我們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勸人。但我們在神面前是顯

明的，盼望在你們的良心裏也是顯明的。12 我們不是向你們

再舉薦自己，乃是叫你們因我們有可誇之處，好對那憑外貌

不憑內心誇口的人，有言可答。   

 

 【釋義】 

   保羅就瓦器和寶貝、外在的人和裡面的人做了對照後，便將之

應用在他的個人形象和實際之上。他期待哥林多信徒對他作全

面的認識（1:13-14），不要單單看到他的外在際遇和面貌，

卻要看到他的生命本質，就是所流露出基督的香氣和榮光，並

且看到上帝的能力如何在他的遭遇和事奉裡彰顯出來。他又指

出眼睛能見的只是暫時的，未見的才是永恆的和真實的。這裡，

他便呼籲哥林多信徒重新評估他。  

 

5:11-12 這兩節經文是依據 5:9-10 而作的應用。前面保羅提到

我們必須在基督臺前接受審判，這裡他便以主是可畏的來做為

他傳道的動因。前面他提到我們的一生功過將會在基督臺前顯

露出來，這裡他便引伸說，期待哥林多信徒能充分認識他，他

在他們中間的顯明程度，一如他在上帝面前的顯明程度。  

 

保羅因為懼怕上帝，所以忠心實踐上帝交付給他的傳道使命，

苦口婆心地規勸人，不管對方是否喜歡聽，還是率直地宣講；

並且要求教會執行紀律懲治背道者，不計較人際關係因此給傷

害了。他的許多看似矛盾的表現，都因福音的本質而得到充分

的解釋。保羅說，他在上帝面前是坦坦蕩蕩的，盼望在哥林多

信徒心裡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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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再解釋說，他無意在他們中間自吹自擂，他不需要另找薦

書，因為他們就是他的薦書。他之所以做了這麼多的自我說明

和辯解，目的不是為了他自己，而是為哥林多信徒；他希望他

們能夠信任他的為人與事奉，也信任他所傳的道的真實性；並

且他所做的辯解，也幫助他們掌握充分的理據，當面對一些反

對保羅，質疑他的行為和際遇，與他所傳的道不相稱的人的時

候，曉得怎樣回答。  

 

憑外貌不憑內心：保羅強調眼前的不如未見的真實。憑外貌認

人的，其實是用了人間的標準來評估屬靈的事物。人間追求的

是財富與權力，炫耀的是成功與興盛，這些都是傳道者所欠缺

的。不但是傳道者欠缺，就是在人間的基督身上也找不著。後

面他便提到，不要以外貌（肉體）來認識基督，這位被釘死在

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不是按照世人標準的成功人士。  

 

思想：  

教會許多時候發生人事衝突，又或者走偏了路，都是因為錯用

人間的標準來評估屬靈的事物。基督徒在生活上遭遇信仰的衝

突，又或是走偏了路，同樣是因為錯用人間的標準來評估屬靈

的事物。弟兄姊妹，你擁有耶穌基督的生命，這是瓦器裡的寶

貝，你因此是屬靈的；你有按照屬靈標準對自己作新的評斷嗎？

你對生活有甚麼要求？你眼中的成功是怎麼一回事？又你期待

別人能按照新的標準來評估你、要求你嗎？ 

 

 【禱告】  
主啊，祢才是真理！我生活在這個世界之中，腦子裡有很多根

深蒂固錯誤的觀念和認識，求祢幫助我打開屬靈的眼睛，更新

這些觀念。讓我看待自己、看待他人，是用祢的眼光，看到祢

的作為，求祢更新我的眼目。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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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26 靈修 (週三) 

題目：【愛的妥協 】 

 

【閱讀經文】（哥林多後書 5:13-15） 

  13 我們若果顛狂，是為神；若果謹守，是為你們。14 原來基

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

15 並且祂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

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釋義】 

顛狂（existemi）一詞的準確含義我們不清楚，因為這個詞只

出現過一次；大概是指著信仰的異常狀態。無論如何，保羅的

整個意思很清楚：他在上帝跟前是徹底顯明的，上帝了解他的

一切；他只管做回自己，不用小心翼翼，步步為營，不用擔心

所言所行惹起誤會，甚或絆倒了上帝。但對哥林多信徒則不然，

他在他們中間不是全然顯明的，所以必須耐心介紹自己，說明

所言所行的動機和目的，好讓他們明白。他自己雖然是信心牢

固的，卻得提防絆倒信心軟弱的。保羅在上帝面前是自由的人，

主的靈在哪裡，那裡便有自由（3:17）；但為了哥林多信徒的

緣故，他甘願約束自己，成為不自由的人。  

 

基督徒必須學習為別人的緣故，放棄自己的自由和權利。明明

是沒有錯誤的事，明明是理當應得的權利，為了照顧別人信心

的軟弱，為了不想傷害個人和教會，也得暫時放下不做。就算

是給人委屈了，給人佔便宜了，為大局著想，也得寧可讓步，

聽憑主怒（羅 12:19）。千萬不要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想

法，不要撕破臉皮不顧一切。我很抗拒一些斤斤計較個人權益、

寸步不讓的人，我不相信他們能夠成為好的基督徒。基督徒得

學習讓步和棄權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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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太喜歡多說話，滔滔不絕，囉哩囉唆；我尤其討厭為自己

的行為作這樣那樣的解釋。不過，我這種不喜歡解釋的性格，

常常在事奉裡帶來一些麻煩，譬如招致別人的誤解。最初我總

是我行我素，不理會別人的感受，宣稱只要問心無愧便足夠了；

但後來發現，三言兩語的解釋，便可掃除許多誤會，減少日後

事奉的許多困難，為甚麼要堅持原則，不肯解釋呢？於是便強

迫自己耐著性子，做自覺是婆婆媽媽的解說。我仍舊不喜歡做

解釋，不過我會做的。  

 

我們之所以能對人讓步妥協，乃是因著耶穌基督的緣故，祂一

方面改變了我們的生命目標，另方面又成了我們讓步和妥協的

最佳榜樣：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

眾人就都死了；並且祂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

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思想：  

基督為愛我們的緣故，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好成全我們的生命；

我們這些被祂拯救更新、賜予新生命的人，也得學習不為自己

活、乃為主活。「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激勵」這裡有

催促、引導和強制的意思。基督的愛成了我們內在生命的一個

重要動力，行事為人的動機。基督的愛是我們說話和行事的根

本原因。為甚麼我這樣做？因為基督的愛。為甚麼我不那樣做？

因為基督的愛。我們期待保羅的教導是為他人而活，但保羅只

說了為主而活，為他人而活是隱含在為主而活裡面的。他要把

他的教導集中在基督論之上。為他人而活，不是甚麼自我犧牲，

而僅是活出基督罷了。棄權和讓步是事奉者兩個不可或缺的心

態和行動。你在這兩方面的學習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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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神，我要學習在祢面前的坦然無懼，又要學習

在弟兄姊妹面前知道如何恰當的表達，求祢賜給我這樣的智慧 

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弟兄姊妹的益處，讓我知道當說的話、

當說的時刻。將自己的思想意念都交在祢的手中，不再為自己

活，乃是為替我死而復活的主活。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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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27 靈修 (週四) 

題目：【和好使者】 

 

【閱讀經文】（哥林多後書 5:18-21） 

18 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着基督使我們與祂和好，又將勸人

與祂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19 這就是神在基督裏叫世人與自

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

託付了我們。20 所以，我們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們

勸你們一般。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神和好。21 神使那無罪的，

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祂裏面成為神的義。   

 

 【釋義】 

保羅呼籲哥林多信徒跟他修和。復和是這一章的中心信息。  

掃除誤會，破除對人的成見，正面的含義是建立和好的關係。 

 

保羅指出，耶穌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是使世人跟上帝恢復和好

的關係。我們傳揚的福音，便是勸導人與上帝復和的信息。我

們所承擔的職事，也是使人與上帝和好的職事。  

 

和好是保羅講述福音內容時的一個重要主題。他在羅馬書、以

弗所書和歌羅西書都詳細敘述了這方面的真理（羅 5:1-11；

11:13-16；弗 2:11-22；西 1:15-23）。  

 

在以弗所書裡，保羅強調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既廢掉上帝和

世人之間的冤仇，也廢掉人與人之間的各種冤仇；既拆掉上帝

和世人之間的牆，也拆掉人與人之間因各種差異而築起的牆。

這是人間能夠和好的屬靈原因，也是我們必須執行和好使命的

根據。  

 

雖然哥林多後書五章沒有明說，但與上帝和好的福音必然有社

會層面的含義，便是人與人之間的和好。一個與上帝修和的人，

不可能是與眾人結怨的人。主禱文說：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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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了人的債。（太 6:12）我們若不赦免別人的過犯，我們的天

父也不赦免我們的過犯（太 6:14-15）。一個要往聖殿向上帝

獻祭的人，若想起他在人間仍有結怨者，便得首先放下祭物，

與人修和，然後才跟上帝修和（太 5:23）。所以，和好的福音

既有垂直的宗教層面，也有水平的社會層面。  

 

最後，保羅重複福音的基本內容：上帝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

為罪；好叫我們在祂裡面成為上帝的義。救贖是一項交換行為，

基督的死和復活是替代性的，祂站了我們罪人原來應該站的位

置。基督「成為罪」，好使我們「成為上帝的義」。  

 

我們與人和好的基礎，不在於我們與人的起點相同，而在於我

們相信各人的終點相同。  

 

教會是一個混雜的團體，除了相信耶穌一項外，來教會的人的

同質性是不高的。跟同鄉會、專業團體等人間組織不同，參加

教會的人並非來自同一個地域、操相同的方言、擁有相同的專

業與職事、擁有相同的關懷和興趣，他們的財富、階層、教育

水平亦不一致。尤有甚者，教會成員連信仰和道德水平的起點

也不一樣。有人在信主前沉迷偶像崇拜，有人作奸犯科無所不

為；這些人在信主後要跨越生命的斷層，跨度比其他人為寬，

面對的挑戰更大，成長的路也較艱巨。  

 

思想：  

我們如何能跟差異這般大的人走在一起，建立和好的關係？關

鍵在於我們相信，只要在基督裡，我們的生命至終會被改變，

最後都長成基督，活出祂的生命。我們自己如此，身邊的人也

如此，雖然他們或許成長得比我們為慢。但由於我們對他們的

未來有所期待，便可以張開我們的雙臂，與他們擁抱。弟兄姊

妹，請為你作為和好的使者職分，賦予個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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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我的主耶穌基督，祢是和平之君，讓我藉著祢與父神和好，也

求祢讓我與人也能和好。求祢讓我現在想到一個人，是我與他

關係有隔閡的，因著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拆毀了

中間隔斷的牆，讓我有力量、有勇氣與他和好；也讓我能在周

圍破裂的關係中成就合一。禱告是奉耶穌基督寶貴的名，阿們！ 
 

 

 

 

 

 

 

 

 

 

 

 

 

 

 

 

 

 

 

 

 

 



 14 

2018.9.28 靈修 (週五) 

題目：【生命回饋 】 

 

【閱讀經文】（哥林多後書 6:1-3 ） 

  1 我們與神同工的，也勸你們不可徒受祂的恩典。2 因為祂說：

「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

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3 我們凡

事都不叫人有妨礙，免得這職分被人毀謗。   

 

 【釋義】 

在 6:1 節，他自稱為與上帝同工者。與上帝同工是對基督徒最

抬舉的稱呼，全能自足的上帝竟然願意使用我們，使我們在祂

的創造和救贖計劃裡有份；即或我們扮演的是再微不足道的角

色，也還是榮幸不過的事。弟兄姊妹，你自覺是與上帝同工的

人嗎？  

 

作為與上帝同工者，保羅規勸哥林多信徒不要辜負上帝的恩典，

不要領受了恩典而沒有回應。這不僅是保羅個人的勸告，他彷

彿是站在上帝的立場表達這樣的勸勉，正如他以上帝的慈悲，

來勸導我們將身體獻上作活祭一樣。  

 

哥林多信徒領受了上帝豐足的恩典。他們凡事富足，口才知識

都全備，在恩賜上沒有一樣不及人的。耶穌說：因為多給誰，

就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多要。（路 12:48） 上帝給人恩

典和恩賜，總是伴隨著對他的要求和託付，並且期待他活出與

恩典相稱的生活。  

 

保羅徵引賽 49:8 一段「僕人之歌」，將「悅納的時候」和

「拯救的日子」詮釋為耶穌基督的救贖使命的完成，並指出今

天便是上帝悅納人和拯救人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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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節經文乃呼應前面「和好」的主題而說的。保羅的意思

是，哥林多信徒既然領受了上帝藉基督而完成的和好的福音，

得以與上帝和好；那麼，他們便應該活出一個和好的生命，

盡力與人和好，特別是得與上帝的同工建立和好的關係。如

今正是上帝悅納人，跟人修和的時間，所以也同時是人與人

修和的時間，保羅向哥林多信徒伸出友誼之手，期望彼此恢

復互信互愛的關係。  

 

接著，保羅再度用一段較長的篇幅，說明他的所言所行，跟他

作為基督和平的使者這身分是完全相稱的。我們凡事都不叫人

有妨礙，免得這職分被人毀謗。「叫人有妨礙」就是成為人的

絆腳石，也可以解作冒犯別人。保羅既然是和平的使者，他便

謹慎自己的言行，不使所領受的身分和職事遭到別人的質疑。 

  
思想  

弟兄姊妹，你發現自己生命裡的豐富嗎？你看出你所擁有的恩

典和恩賜嗎？有沒有在其中發現未來生活和事奉的可能性？如

今，你且再為自己作為和好的使者這個職事賦予個人的意義。

因著我擁有如此的福氣，我可以這般成為別人的祝福…… 

 

 【禱告】  

我的主、我的神，我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是祢給與的，本來我應

該死在自己的罪孽過犯中，但祢讓我享有祢兒女的身份，擁有

永恒的生命；祢一直在供應我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並且賞賜

我服侍的恩典與恩賜，可以與人修和，求祢使我常成為感恩的

人，將自己的生命完全地交托給祢。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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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29 靈修 (週六) 

題目：【生命品質】 

 

【閱讀經文】（哥林多後書 6:4-10） 

  4 反倒在各樣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許多的忍耐、

患難、窮乏、困苦、5 鞭打、監禁、擾亂、勤勞、警醒、不食、

6 廉潔、知識、恆忍、恩慈、聖靈的感化、無偽的愛心、7 真

實的道理、神的大能；仁義的兵器在左在右；8 榮耀、羞辱，

惡名、美名；似乎是誘惑人的，卻是誠實的；9 似乎不為人所

知，卻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卻是活着的；似乎受責罰，

卻是不致喪命的；10 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似乎貧窮，

卻是叫許多人富足的；似乎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的。  

 

 【釋義】 

保羅與上帝同工，立志在各樣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他

列舉了另一張患難的清單，說明就是在這樣惡劣的境況裡，他

都矢志不移，堅守信仰立場，堅持造就人生命的福音使命，沒

有放棄，保羅的信仰和道德於此可以顯露無遺。 

 

就如在許多的忍耐、患難、窮乏、困苦、鞭打、監禁、擾亂，

保羅列舉了一連串負面遭遇，諸如在各種困難中表現出極大的

忍耐，這些困難包括了患難、窮乏和困苦等三個非常情況，也

包括在給鞭打、受監禁和遭遇群眾暴亂等三組事件裡。這些都

是別人加在他身上的困難，但他都撐了下來，沒有畏懼，沒有

退縮。  

 

勤勞、儆醒、不食，接著是保羅為實踐使命而作的奮鬥：勤勞、

無眠、缺食。連睡眠和飲食這最基本的需求有時也顧不上。  

 

廉潔、知識、恆忍、恩慈，保羅再提到他在困難中所顯露的四

種品德。「廉潔」不是指沒有貪污，而是指有操守、內心純全；

「知識」是從上帝的靈而來的恩賜（參林前 12:8；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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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忍」這個詞本來是描述上帝的屬性，「恩慈」也是，它們

都並列在加 5:22 的聖靈果子的清單裡。保羅強調他的言行純全

正直，擁有對上帝的真知識，活出祂的忍耐和恩慈的性格。  

 

聖靈的感化、無偽的愛心、真實的道理、上帝的大能，最後四

個元素則不易分類，或許可以視為都是來自上帝的幫助的證據，

「聖靈的感化」和「上帝的大能」不用多說，都是直接來自上

帝的；就是「無偽的愛心」和「真實的道理」也是上帝所賜下

的。既有恩典又有真理的上帝，讓與祂同工的傳道者擁有這些

超自然的品質。  

 

若把第一項「忍耐」算成單項，保羅共列舉了十八項元素，藉

以說明他的傳道資格。保羅是一個身體力行的傳道者，他的生

活和事奉和諧相貫，他的見證也支持他的言說，生命活出了所

信和所傳的道，知行合一。  

 

仁義的兵器在左在右（6:7），雖然這句的起首有 dia（藉著）

作為前置詞，跟後面兩句相同，但它不像後兩句般是個對照比

較；最合理的解釋是，所謂在左在右的「仁義的兵器」，乃包

括了以下兩個情況：榮耀羞辱、惡名美名。榮耀是仁義的兵器，

羞辱也是；惡名是仁義的兵器，美名也是。「仁義的兵器」指

的是藉此等處境來保衛保羅的道德人格（仁義）。在榮耀的處

境裡，在羞辱的處境裡，在被人讚譽的環境裡，在遭人辱罵的

環境裡，保羅都維持了他一貫的道德和靈性；因此，他的道德

和靈性乃在這兩個相反的境況（或左或右）下給證明了。   

 

思想：  

保羅的生命見證在讓我們讚嘆不已之餘，也教我們有自慚形穢

的感覺。我們確實難以在日常生活裡攀爬到他的境界。不過，

且讓我們也想一想，在哪些地方，我們曾經顯揚過基督的榮光，

豁現出信仰人生的光輝？這包括我們曾為信仰付出過的代價，

在困難中顯示出基督徒生命的品質，乃至經歷上帝的大能……。



 18 

要是這尚未成為我們生活的寫照，我期待將之看為未來努力的

目標。 

 
 【禱告】  

  天父上帝，保羅讓我看到何為有主的名，又有主的實，看到一

個基督徒應有的與祢兒子名分相稱的生活。不論是在百般的艱

難中，還是在種種的詴探中，都能榮耀祢的名。求祢讓我能反

省自己的每日生活，就像保羅列出的清單一樣，將不和祢心意

的列出來，並交托在祢的手中，求祢大能來改變，讓我今後所

行所想都能榮耀祢。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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