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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 

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师 (各各他教会) 

今天晚上， 我们将会读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 并且会完成

使徒行传这卷书。 下星期日晚上， 我们便开始读罗马书第

一及第二章。 所以， 这两章将会是你们这个星期阅读的功

课。 现在， 让我们来读使徒行传最后一章。 这里最引人

入胜之处， 就是使徒保罗对教会的事工及初期教会创始的

经过。 

你还记得上个星期我们读到最令人感到兴奋的和戏剧性的地

方吗? 那就是使徒保罗在海上遇到风暴的时候， 那条船在

风浪当中， 几乎全都被摧毁了。 在船上那些懂得游泳的

人， 都纷纷各自游到岸上。 剩下来的就是那些不懂游泳的

人， 他们惟有紧紧地抱着破碎的木板， 几经辛苦地漂浮到

岸上。 正如保罗说: 

“一个性命也不失丧， 惟独失丧这船。”  (使徒行传 

27:22) 

我们既已得救、 (使徒行传 28: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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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船已被海浪打碎了。 

纔知道那岛名叫米利大。 (使徒行传 28:1b) 

这个岛就是今日的马尔他。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南端海外。 

这条船在海上经过了十四天的风暴后， 最后漂泊到马尔他

岛的岸上。 

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情份； （使徒行传 28：2）  

“野蛮的”这个词， 现今英语翻译成 “野蛮人”是不合适

的。 其实“barbar”这个字根是希腊人通常称呼那些不能

说希腊文的人为“barbar”。 这是一个希腊俚语。 并不是

指那 些完全未经教养或受教育的人。 而是， 大抵凡是不

懂希腊文的人， 都被称呼为野蛮的或野蛮人而已。 马尔他

人祇不过是马尔他本地的土著。 他们并非是没有文化的

“野蛮人”。 

因为当时下雨， 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 (使

徒行传 28:2b) 

他们已经渡过了整整十四天在风浪中的煎熬。 可是， 那风

暴却未平息下来。 他们要挣扎出这个风暴的冲激。 这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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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冬的时候。 地中海的天气是十分寒冷的。 他们靠近了岸

边。 有些在水中紧握着木板， 有些则游到岸上去。 那些

土著为他们生了火， 以便他们把身体烘干取暖用。  

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

出来、咬住他的手。 (使徒行传 28:3) 

我想， 在这里给我们对使徒保罗的个性， 有着一个很活泼

生动的描述。 保罗就是一个处事坦诚认真和言行一致的

人。 他经常为各样事情而忙碌奔跑的。与其等那些事着忙

着为他们生火取暖， 倒不如他实际地亲自起来帮他们。 保

罗就是这样的一个有亲和力又随时能参与的人。 

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

出来、咬住他的手。 (使徒行传 28:3) 

这是一条有毒的蛇。 

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

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 (使徒行传 

28:4) 

当保罗去拾一捆柴， 然后丢进火里去。 忽然， 有一条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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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从木块中爬出来并纠缠着保罗的手。 那些土著马上辨认

出这是一条有剧毒的毒蛇， 说保罗必定是一个严重的杀人

犯， 以致天理也不容他活着。 

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 (使徒行传 28:5) 

再看保罗的个性， 他是一个为人冷静沉着的人。 因为热

度， 使一条毒蛇醒了， 从一捆柴里出来， 并缠着在他的

手上。 他并没有立刻张声呼救。 他祇是不慌不忙的奋力地

把那纠缠在自己手上的毒蛇摆脱， 把它摔掉了。 

土人想他必要 肿起来、或是忽然仆倒死了．看了多时、见

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 (使徒行传 28:6) 

这里让我看到在这个反复无常的人世间，追求谄媚奉承是多

么的愚蠢。 这一刻别人可以把你当作一个杀人犯， 反过来

下一刻亦可以把你当英雄般的看待。 

有些伟大出色的运动家， 他们惯于在运动场上接受观众蜂

拥而上和热情欢呼。 但当他们在状态衰落的时候， 便深切

的体会到群众的崇拜和赞美是多么的反复无常。  

经文劝诫我们不要追求属世的荣耀或属世的认同， 而要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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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的荣耀以及神的认同。 

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岛长部百流的．他接纳我们、尽情

款待三日。(使徒行传 28:7) 

令我感到兴趣的是主如何看顾使徒保罗。保罗确实是一个罗

马囚犯。 可是，百夫长对他却百般的偏爱。 正如那个负责

递解保罗到罗马去的官员， 多方的表示对保罗的支持。 现

在保罗因在海上遇到风险而抵达那岛上， 并得到当地土著

仁慈的宽待。 当地的酋长更彬彬有礼 地接待他。 

当时、部百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

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 (使徒行传 28:8) 

路加是一个医生。 所以， 他对那病人作了诊断和医治。 

当时、部百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

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

也来得了医治。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

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 (使徒行传 28:8-10) 

他们在马尔他岛受到非常好的对待。 神借着保罗在岛民中

行他医治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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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三个月 。 (使徒行传 28:11a) 

他们就这样在马尔他岛消磨了三个月。 

我们上了亚力山太的船、往前行． (使徒行传 28:11b) 

另一飕船是从埃及到罗马的。 他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去

了。 

这船以丢斯双子为记、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 (使徒行传 

28:11c) 

那是丢斯双子。 

到了叙拉古、我们停泊三日。 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

翁．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部丢利。 (使徒行

传 28:12-13) 

那是由东方到罗马的主要的货运港口。 从部丢利往北可以

看到罗马的海军港口。 保罗遥望这些战船， 心里一定想到

罗马海军的威力，  而且印象深刻。 

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这样、我们

来到罗马。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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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乌市、和三馆地方迎接我们． (使徒行传 28:14-15) 

亚比乌市离罗马约四十三哩; 而三馆离罗马则有三十三哩。 

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 神、放心壮胆。 (使徒行传 

28:15b) 

不管你到世界任可一个角落， 祇要你碰到一群信徒， 你马

上会感觉到好象回到家里一样的。 我跟我太太有幸能到一

些十分偏远的地方 去旅行。 无论何时， 祇要我们和信徒

聚在一起， 我们便会感觉到回到家里一样。 这就是有  神

爱的温暖在其中， 你便可知道我们就在  神的家中。 

我们到了新几内亚一条靠近阿库拉巴的小村庄。 那村庄的

酋长特别为我们安排了道地的盛大酒席。 大致上， 这些食

物都十分美味的。 但是， 有一些食物却是很难入口的。 

有趣的是， 祇有高官贵人才能进入他们所谓 “moo-moo”

的范围之内。 他们在地上挖了一个坑， 然后用香蕉叶覆盖

在炽热的石头上煮食物， 再将食物覆盖上六寸厚的泥土。  

不一会儿，便有土著端来一杯水洒在土堆上并冒出 蒸汽

来。 这样蒸煮成的食物却很美味。 其它的村民就在围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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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我们进食。 有些土著拿着大棕榈叶煽动着，防止苍蝇

停留在餐桌上的食物。 他们给你一片香蕉叶用以盛着食

物。 然后， 你便用手进食。 这真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 

晚餐过后， 酋长便趋上前来。 一手拿着矛， 一手拿着他

们自己的圣经译本。 他一边扬着那手上的圣经译本， 一边

在说， 在白人为他们带来这新约圣经译本之前， 他们对待

白人总是一个不留 地把他们杀掉了。 但是， 现在他们不

再用矛，枪，对待他们了， 因为他们心中已经拥有  神的

话语。 

这时， 我的心紧紧的与这个酋长连接在一起。 我们互相拥

抱。 纵使彼此的文化有差异， 但我们的心思意念是结合在

一起的。 

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

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

又住在各人之内。 (歌罗西书 3:11) 

我们中间有一种默契。 我们的心思意念连接在一起。 这真

是一个美好的经验。 我在这些土著中间感觉到就像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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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 因为我知道他们也是属于  神家中的一分子。 

于是保罗返回罗马的途中， 一个罗马政府的囚犯， 然而却

有从罗马 亚比乌来的弟兄到来迎接他。 保罗心里顿然感觉

到一股温暖和安慰。 感觉到就像在  神家里一样。  

进了罗马城、〔有古卷在此有百夫长把众囚犯交给御营的统

领惟有〕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 (使

徒行传 28:16) 

保罗获准住在自己的家里。 他能够支付自己的生活。 而罗

马士兵经常在旁看守着他。 并有锁链与他锁在一起。 所

以，保罗尽管是与另一个士兵被锁在一起， 他仍然拥有相

当的自由的。 

过了三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

说、弟兄们、我虽没有作甚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

宗的规条、却被锁绑、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

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

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该撒．并非有

甚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 (使徒行传 28: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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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向罗马的犹太领袖保证， 他并不是以言论对抗以色列

国。 这不是他的目的。他在这里是因为他政治的情况， 是

他有上诉的必要， 及保证他的言论对以色列国不会产生任

何的不利与任何贬损的。 

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

这链子捆锁。  (使徒行传 28:20) 

当然， 以色列国的指望是等候弥赛亚的来临。 保罗说，

“我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 被这链子捆锁。” 

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

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甚么不好处。但我们愿意听你的

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使徒

行传 28:21-22) 

你认为这个教派， 及他们所说的那个耶稣怎样? 

他们和保罗定了日子， 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所来， 保罗从

早到晚， 对他们讲论这事， 证明  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

法和先知的书， 以耶稣的事， 劝勉他们。  (使徒行传

2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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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人到保罗的寓所来。 保罗开始引用他们的经文， 并

指出那所应许的国度和所应许的王。 因为一个国度不能没

有王的。 无疑地， 保罗不但向他们指出许多有关  神的国

度，  神国荣耀的预言;而且， 指出那将要来临的王要统治

这个即将来临的  神的国度。 这王必出生在伯利恒。 

伯利恒以法他阿、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

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

太初就有。  (弥迦书 5:2) 

所以那永在者必要再来统治以色列人。 并且他必出生于伯

利恒。 

正如  神在以赛亚书第七章说， 这王必从童女所生的。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

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以赛

亚书 7:14) 

但是，在这个所应许的王诞生的时候， 有拉结为她自己的

孩子哭泣。 因为她的孩子被杀了。 希律王颁下命令处死所

有两岁以下的男婴。 目的就是为了要除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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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继续告诉他们其它的经文。 并说这个出生在伯利恒的

孩子， 就是  神的儿子。 乃是  神赐给人的。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

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 神、永在的父、和

平的君。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

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

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以赛亚书 9:6-

7) 

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

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

耶路撒冷城连街带濠、都必重新建造。  (但以理书 9:25) 

保罗更指出从亚达耶西下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耶稣胜利的进

入耶路撒冷共有 483年。 正如撒迦利亚说的， 他骑着驴驹

来, 

锡安的民哪、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哪、应当欢

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

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撒迦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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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9:9) 

然后，保罗可能显明给他们看， 正如撒迦利亚说的， 耶稣

被三十俩银子出卖了。 “要把众人所估定美好的价值， 丢

给傜户，”我便将这三十块钱， 在耶和华的殿中， 丢给傜

户。 

所以我要使他与位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

命倾倒、以致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

罪、又为罪犯代求。  (以赛亚书 53:12) 

保罗并再次引用他们的经文。 尝试使他们相信耶稣就是所

应许的王。 

保罗所说的话， 有信的， 有不信的。  (使徒行传 28:24). 

传福音的结果， 总是这样的。 有相信的， 也有不信的。 

今天晚上， 我们聚集在这里，其实也是有两伙人。 有些是

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主， 是救世主， 是  神所应许

的王; 但也有不相信这一切的人的。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 神的

儿女。  (约翰福音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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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原文作不得见

永生〕 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约翰福音 3:36) 

所以， 我个人的信仰是很重要的。 根据圣经所说， 我的

命运和我的信仰是息息相关的。 “有相信的， 也有不信

的。” 你最好是问一问自己， 在两个当中是属于哪一个。 

他们都看到同样的真理和同样的证据。 有些相信， 有些是

不相信的。 我不能随便的推想他们不相信的原因。 但是， 

人不相信的原因， 往往是自己已先怀着假定性的偏见。 他

们并没有确实地去评估证据。 他们所听到的， 祇是其它质

疑者的批评。 这样他们就断然下结论来攻击耶稣。 其实， 

他们所听到的声音， 都是耶稣基督的仇敌的声音。  

倘若， 你想知道关于我的为人， 你会去问我的太太及我的

子女。 我的太太是一个很坦诚的人。 她必定会真实地告诉

你我的为人的。 我相信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一个人。 许多

人看到这个站立在讲台后面的人， 想象这个人必定是一个

完美的人。 但是， 我告诉你， 我太太所说的必定与你想

象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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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总是有些人为了自己的缘故而不喜欢我的。 我曾听

到一些有关我的有趣的事情。 有些更是不可靠的和没有事

实根据的。 

有一个人果真的到全国各地去， 对人们散布谣言。 说有一

群有钱有势的人， 已给我八百万元用作创办“主再来乐

园”的费用。 目的是以音乐来败坏那些年轻的基督徒。 这

个送钱来的人就是巫师大会其中的一个成员。 有一天晚

上，我的太太到 Pasadena 的一个教会。 这个人就在那教

会演讲。 他开始说这个荒谬的谣言。 正如我所说， 我太

太是一个耿直的人。 她马上站立起来， 并说， “这可不

是真的! 你从来没有给恰克  史密思这些金钱。 因为，恰

克  史密思就是我的丈夫。 这个人非常惊讶地瞪着她。 当

时所有的人都觉得很诧异。 这个人支支吾吾地回答说，

“啊， 我把钱给了他的一个助手。”我的 助手 罗恩从没

有告诉我这一回事。 

听从敌人所说的， 这并不是寻求事实真相的方法。 你应该

倾听他的朋友，或是他亲近的伙伴所说的。 倘若你想知道



 
 

16 of 22 

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 

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 那么， 你就应该读读新约的约翰福

音或马太福音。 那些人跟从耶稣基督达三年之久。 你会找

到这些人讲到有关耶稣的事， 他们对耶稣的态度，以及他

们对耶稣的了解。 这样， 你对耶稣基督便能有一个比较可

靠的描述。 

令人遗憾的是， 有些人对事实并没有作完全彻底的审查， 

祇是基于假的或不完全的迹象向便冒然下定论。 他们面对

事实和证据， 也不作彻底的衡量， 因为在他们心里已经怀

着个人的偏见， 缺乏合理开明的见解。 因为这个缘故， 

有些人总是不相信的。 并非没有足够的事实去证明， 而

是， 他们已先作出不相信的选择。  

这是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 我鼓励你对于事实和证据， 不

妨仔细地审查。 因为事实经得起考验的。 我自己则属于相

信事实和证据的那一群人。 我的心是完全相信耶稣基督确

实就是那经上所应许的， 将要再来的王。 耶稣基督已经应

验了许多旧约圣经的预言。 就是  神的仆人，“被轻视，

被弃绝， 为我的过犯而受害”。 其它将要应验的预言， 

就是有关这个将再来的王要在地上建立  神的国度。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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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看到地球将要回复到起初神创造天地时的模样。 那沙

漠将要变成青翠的园地，玫瑰花四处盛开着， 有淙淙的溪

流在旱地展开。 一切的争战和罪恶都将已灭绝， 不再有苦

难。 那些先天性肢体残障的人可以起来走路， 那些哑吧都

可以高歌崇拜赞美  神。 我相信那应许的王， 确实就是我

们的主耶稣基督; 而且， 他将会很快就再来临。 耶稣基督

在圣经中所预言，  

“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石头， 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使徒行传 4:11) 

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将会是那盘石。 那犹

太人和基督徒将会团结一致的崇拜赞美弥赛亚的。 祇有一

位弥赛亚将要再来， 并统治地上一切的。 我们将永远的在

他的国度里与他同在的. 

他们彼此不合、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

圣灵藉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  

(使徒行传 28:25) 

注意， 保罗在这里指出圣灵是借着圣经感动人的。 在他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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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的书信中， 他说 

 “圣经都是  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 

教导学义，都是有益的。”   (提摩太后书 3:16) 

保罗承认圣灵就是圣经的作者。 

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

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

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

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使徒行传 28:26-27) 

保罗又对他们说， 并引用他们的先知以赛亚， 

所以你们当知道、 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

听受。〔有古卷在此有〕〔保罗说了这话犹太人议论纷纷的

就走了〕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

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 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

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  (使徒行传 28:28-31) 

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首先， 保罗漂流到

马尔他岸上， 这无疑是  神奇妙的安排。 为要把救恩的福

音带给这岛上的人。 对保罗而言， 在海上遇险而漂流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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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上， 就是一场灾难。 这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险境。 但是  

神却藉此将救恩的福音和真理带给这岛上的人。 

当保罗在罗马监狱囚禁的两年期间， 他写了一些新约的书

信。 保罗更向那些到狱中探访他的人传讲  神的福音， 为  

神作见证。 若不是保罗下狱， 相信我们今天不会有这些保

罗在狱中写成的书信。 比如以弗所书， 腓立比书， 哥罗

西书和腓利门书。 这些书信都是保罗在罗马两年的囚禁期

内， 借着圣灵的感动而写成的。 

使徒行传大约是在主后 63年完成的。 大概在主后 66年， 

保罗就写完提摩太后书。 当时， 保罗可能为要逃避罗马帝

王尼禄。 所以， 当他在主后 66年左右， 再度被囚禁在罗

马监狱前的两年， 他就写完提摩太后书。 在书信中， 他

提及他离开特罗腓摩后， 到达米利都。 在那里， 他便病

倒了。 事实上， 就是特罗腓摩这一个人跟保罗一起在圣殿

中出现的。 当时， 那些犹太人很激动地说保罗把外邦人带

到圣殿内。 保罗被那些犹太人殴打， 最后更被罗马士兵逮

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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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我们可以相信的是， 保罗应该已经

回到以弗所 米利都 那里去了。 并且， 他要离开当时他已

经病倒的特罗腓摩。 

在使徒行传最后的一章， 那时保罗已经在罗马的监狱中被

囚禁了。 有这一个背景资料， 我相信这个星期当你读到以

弗所书， 哥罗西书和腓利比书的时候， 会有一个比较明确

的了解。 保罗讲到为主耶稣的奴仆; 讲到为了你我的缘故

而作主的 奴仆; 讲到他和主之间紧密的契合; 及在主内得

常常喜乐。 

为甚么路加记录到这里就停下来呢? 为甚么路加再没有告诉

我们关于保罗进一步的情况呢? 为何我们要根据其它的历史

学家或是像 Eusebius 这些人， 去了解使徒保罗下狱以后所

发生的情况呢? 如果你再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 就是耶稣

应许圣灵必要降临到使徒们的身上， 耶稣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

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使徒行传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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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保罗来到罗马。 罗马就是当时世界的中心。 基督

的预言在这时得到应验， 路加的纪录就停止下来了。 基督

预言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开始， 经犹太全地， 借着腓力传入

撒玛利亚， 之后再由使徒保罗和巴拿巴传开， 直到地极。 

路加觉得已经足够了。 我们所读已包括第一个世纪时期的

教会历史， 福音传到世界的各地的描述。 

从圣经的观点而言， 这可说是教会历史将到的终点。 而约

翰所写的启示录， 是教会历史的后期一个段落。  

我再次鼓励你们， 当你们在读罗马书的同时， 也读保罗在

狱中所写的四封书信，就是以弗所书，腓利比书，哥罗西书

及腓利门书。 那么， 你们对保罗当时在罗马下狱时的境况

及如何写成这些书信， 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天父， 今天晚上， 我们很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学习你话语的

恩典。 主阿，当我们看到你所预言的， 都一一应验的时

候， 我们是何等的兴奋。 我们是生活在这个末世教会的时

期， 将可见证预言中圣殿的重建。 主阿， 我们感到十分

兴奋和激励。 因为  神你是信实的， 你的话语牢固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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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中。 我们祈求你的祝福和平安临到耶路撒冷一地。 并

在这困难和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我们祈求你的平安临到这

个敏感不安的地方。 主阿， 我们并为着 贝 京 总 理辞职

一事献上祈求， 祈求你能在这令人动荡不安的时候， 为他

们预备一个正当和得你喜悦的人选。 祈求你亲自检选这人

以填补这个重要的空缺。 我们祈求借着他， 将来能为以色

列带来和平与安全。 主阿， 我们祈求你圣灵指引我们， 

教导我们。 好使我们能遵从主的旨意而行。 奉主耶稣基督 

的名而祈求， 阿门。 

我们请求各位为我们在西雅图的事工祈求。 祈求  神借着

圣灵在这些人的心里面动工。 祈求神的灵充满我们，  神

的话能藉我们为他们带来属灵的祝福。 

愿 神祝福你。 带给你一个荣耀的一周。 你在他的大爱之

中， 圣灵并充满你， 使你有充足喜乐。 奉耶稣的名而

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