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of 22 

使徒行傳第二十八章 

使徒行傳第二十八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各各他教會) 

今天晚上， 我們將會讀使徒行傳第二十八章， 並且會完成

使徒行傳這卷書。 下星期日晚上， 我們便開始讀羅馬書第

一及第二章。 所以， 這兩章將會是你們這個星期閱讀的功

課。 現在， 讓我們來讀使徒行傳最後一章。 這裏最引人

入勝之處， 就是使徒保羅對教會的事工及初期教會創始的

經過。 

你還記得上個星期我們讀到最令人感到興奮的和戲劇性的地

方嗎? 那就是使徒保羅在海上遇到風暴的時候， 那條船在

風浪當中， 幾乎全都被摧毀了。 在船上那些懂得游泳的

人， 都紛紛各自游到岸上。 剩下來的就是那些不懂游泳的

人， 他們惟有緊緊地抱著破碎的木板， 幾經辛苦地漂浮到

岸上。 正如保羅說: 

“一個性命也不失喪， 惟獨失喪這船。”  (使徒行傳 

27:22) 

我們既已得救、 (使徒行傳 28: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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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船已被海浪打碎了。 

纔知道那島名叫米利大。 (使徒行傳 28:1b) 

這個島就是今日的馬爾他。 位於意大利西西里南端海外。 

這條船在海上經過了十四天的風暴後， 最後漂泊到馬爾他

島的岸上。 

土人看待我們，有非常的情份； （使徒行傳 28：2）  

“野蠻的”這個詞， 現今英語翻譯成 “野蠻人”是不合適

的。 其實“barbar”這個字根是希臘人通常稱呼那些不能

說希臘文的人為“barbar”。 這是一個希臘俚語。 並不是

指那 些完全未經教養或受教育的人。 而是， 大抵凡是不

懂希臘文的人， 都被稱呼為野蠻的或野蠻人而已。 馬爾他

人祇不過是馬爾他本地的土著。 他們並非是沒有文化的

“野蠻人”。 

因為當時下雨， 天氣又冷、就生火、接待我們眾人。 (使

徒行傳 28:2b) 

他們已經渡過了整整十四天在風浪中的煎熬。 可是， 那風

暴卻未平息下來。 他們要掙扎出這個風暴的衝激。 這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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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冬的時候。 地中海的天氣是十分寒冷的。 他們靠近了岸

邊。 有些在水中緊握著木板， 有些則游到岸上去。 那些

土著為他們生了火， 以便他們把身體烘乾取暖用。  

那時、保羅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條毒蛇、因為熱了

出來、咬住他的手。 (使徒行傳 28:3) 

我想， 在這裏給我們對使徒保羅的個性， 有著一個很活潑

生動的描述。 保羅就是一個處事坦誠認真和言行一致的

人。 他經常為各樣事情而忙碌奔跑的。與其等那些事著忙

著為他們生火取暖， 倒不如他實際地親自起來幫他們。 保

羅就是這樣的一個有親和力又隨時能參與的人。 

那時、保羅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條毒蛇、因為熱了

出來、咬住他的手。 (使徒行傳 28:3) 

這是一條有毒的蛇。 

土人看見那毒蛇、懸在他手上、就彼此說、這人必是個兇

手、雖然從海裡救上來、天理還不容他活著。 (使徒行傳 

28:4) 

當保羅去拾一捆柴， 然後丟進火裏去。 忽然， 有一條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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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從木塊中爬出來並糾纏著保羅的手。 那些土著馬上辨認

出這是一條有劇毒的毒蛇， 說保羅必定是一個嚴重的殺人

犯， 以致天理也不容他活著。 

保羅竟把那毒蛇甩在火裡、並沒有受傷。 (使徒行傳 28:5) 

再看保羅的個性， 他是一個為人冷靜沉著的人。 因為熱

度， 使一條毒蛇醒了， 從一捆柴裏出來， 並纏著在他的

手上。 他並沒有立刻張聲呼救。 他祇是不慌不忙的奮力地

把那糾纏在自己手上的毒蛇擺脫， 把它摔掉了。 

土人想他必要 腫起來、或是忽然仆倒死了．看了多時、見

他無害、就轉念說、他是個神。 (使徒行傳 28:6) 

這裏讓我看到在這個反覆無常的人世間，追求諂媚奉承是多

麼的愚蠢。 這一刻別人可以把你當作一個殺人犯， 反過來

下一刻亦可以把你當英雄般的看待。 

有些偉大出色的運動家， 他們慣於在運動場上接受觀眾蜂

擁而上和熱情歡呼。 但當他們在狀態衰落的時候， 便深切

的體會到群眾的崇拜和讚美是多麼的反覆無常。  

經文勸誡我們不要追求屬世的榮耀或屬世的認同， 而要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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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的榮耀以及神的認同。 

離那地方不遠、有田產是島長部百流的．他接納我們、盡情

款待三日。(使徒行傳 28:7) 

令我感到興趣的是主如何看顧使徒保羅。保羅確實是一個羅

馬囚犯。 可是，百夫長對他卻百般的偏愛。 正如那個負責

遞解保羅到羅馬去的官員， 多方的表示對保羅的支持。 現

在保羅因在海上遇到風險而抵達那島上， 並得到當地土著

仁慈的寬待。 當地的酋長更彬彬有禮 地接待他。 

當時、部百流的父親、患熱病和痢疾躺著．保羅進去、為他

禱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 (使徒行傳 28:8) 

路加是一個醫生。 所以， 他對那病人作了診斷和醫治。 

當時、部百流的父親、患熱病和痢疾躺著．保羅進去、為他

禱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從此、島上其餘的病人、

也來得了醫治。他們又多方的尊敬我們．到了開船的時候、

也把我們所需用的送到船上。 (使徒行傳 28:8-10) 

他們在馬爾他島受到非常好的對待。 

 神藉著保羅在島民中行他醫治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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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三個月 。 (使徒行傳 28:11a) 

他們就這樣在馬爾他島消磨了三個月。 

我們上了亞力山太的船、往前行． (使徒行傳 28:11b) 

另一颼船是從埃及到羅馬的。 他們上了亞歷山大的船去

了。 

這船以丟斯雙子為記、是在那海島過了冬的。 (使徒行傳 

28:11c) 

那是丟斯雙子。 

到了敘拉古、我們停泊三日。 又從那裡繞行、來到利基

翁．過了一天、起了南風、第二天就來到部丟利。 (使徒行

傳 28:12-13) 

那是由東方到羅馬的主要的貨運港口。 從部丟利往北可以

看到羅馬的海軍港口。 保羅遙望這些戰船， 心裏一定想到

羅馬海軍的威力，  而且印象深刻。 

在那裡遇見弟兄們、請我們與他們同住了七天．這樣、我們

來到羅馬。那裡的弟兄們、一聽見我們的信息、就出來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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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烏市、和三館地方迎接我們． (使徒行傳 28:14-15) 

亞比烏市離羅馬約四十三哩; 而三館離羅馬則有三十三哩。 

保羅見了他們、就感謝 神、放心壯膽。 (使徒行傳 

28:15b) 

不管你到世界任可一個角落， 祇要你碰到一群信徒， 你馬

上會感覺到好像回到家裏一樣的。 我跟我太太有幸能到一

些十分偏遠的地方 去旅行。 無論何時， 祇要我們和信徒

聚在一起， 我們便會感覺到回到家裏一樣。 這就是有  神

愛的溫暖在其中， 你便可知道我們就在  神的家中。 

我們到了新幾內亞一條靠近阿庫拉巴的小村莊。 那村莊的

酋長特別為我們安排了道地的盛大酒席。 大致上， 這些食

物都十分美味的。 但是， 有一些食物卻是很難入口的。 

有趣的是， 祇有高官貴人才能進入他們所謂 “moo-moo”

的範圍之內。 他們在地上挖了一個坑， 然後用香蕉葉覆蓋

在熾熱的石頭上煮食物， 再將食物覆蓋上六寸厚的泥土。  

不一會兒，便有土著端來一杯水灑在土堆上並冒出 蒸汽

來。 這樣蒸煮成的食物卻很美味。 其他的村民就在圍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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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我們進食。 有些土著拿著大棕櫚葉煽動著，防止蒼蠅

停留在餐桌上的食物。 他們給你一片香蕉葉用以盛著食

物。 然後， 你便用手進食。 這真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 

晚餐過後， 酋長便趨上前來。 一手拿著矛， 一手拿著他

們自己的聖經譯本。 他一邊揚著那手上的聖經譯本， 一邊

在說， 在白人為他們帶來這新約聖經譯本之前， 他們對待

白人總是一個不留 地把他們殺掉了。 但是， 現在他們不

再用矛，槍，對待他們了， 因為他們心中已經擁有  神的

話語。 

這時， 我的心緊緊的與這個酋長連接在一起。 我們互相擁

抱。 縱使彼此的文化有差異， 但我們的心思意念是結合在

一起的。 

在此並不分希利尼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化

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

又住在各人之內。 (歌羅西書 3:11) 

我們中間有一種默契。 我們的心思意念連接在一起。 這真

是一個美好的經驗。 我在這些土著中間感覺到就像在家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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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 因為我知道他們也是屬於  神家中的一分子。 

於是保羅返回羅馬的途中， 一個羅馬政府的囚犯， 然而卻

有從羅馬 亞比烏來的弟兄到來迎接他。 保羅心裏頓然感覺

到一股溫暖和安慰。 感覺到就像在  神家裏一樣。  

進了羅馬城、〔有古卷在此有百夫長把眾囚犯交給御營的統

領惟有〕保羅蒙准、和一個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處。 (使

徒行傳 28:16) 

保羅獲准住在自己的家裏。 他能夠支付自己的生活。 而羅

馬士兵經常在旁看守著他。 並有鎖鏈與他鎖在一起。 所

以，保羅儘管是與另一個士兵被鎖在一起， 他仍然擁有相

當的自由的。 

過了三天、保羅請猶太人的首領來．他們來了、就對他們

說、弟兄們、我雖沒有作甚麼事干犯本國的百姓、和我們祖

宗的規條、卻被鎖綁、從耶路撒冷解在羅馬人的手裡。他們

審問了我、就願意釋放我．因為在我身上、並沒有該死的

罪。無奈猶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於該撒．並非有

甚麼事、要控告我本國的百姓。 (使徒行傳 28: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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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向羅馬的猶太領袖保證， 他並不是以言論對抗以色列

國。 這不是他的目的。他在這裏是因為他政治的情況， 是

他有上訴的必要， 及保證他的言論對以色列國不會產生任

何的不利與任何貶損的。 

因此、我請你們來見面說話．我原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

這鍊子捆鎖。  (使徒行傳 28:20) 

當然， 以色列國的指望是等候彌賽亞的來臨。 保羅說，

“我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 被這鍊子捆鎖。” 

他們說、我們並沒有接著從猶太來論你的信、也沒有弟兄到

這裡來、報給我們說、你有甚麼不好處。但我們願意聽你的

意見如何．因為這教門、我們曉得是到處被毀謗的。(使徒

行傳 28:21-22) 

你認為這個教派， 及他們所說的那個耶穌怎樣? 

他們和保羅定了日子， 就有許多人到他的寓所來， 保羅從

早到晚， 對他們講論這事， 證明  神國的道，引摩西的律

法和先知的書， 以耶穌的事， 勸勉他們。  (使徒行傳

2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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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人到保羅的寓所來。 保羅開始引用他們的經文， 並

指出那所應許的國度和所應許的王。 因為一個國度不能沒

有王的。 無疑地， 保羅不但向他們指出許多有關  神的國

度，  神國榮耀的預言;而且， 指出那將要來臨的王要統治

這個即將來臨的  神的國度。 這王必出生在伯利恆。 

伯利恆以法他阿、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

那裡出來、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他的根源從亙古、從

太初就有。  (彌迦書 5:2) 

所以那永在者必要再來統治以色列人。 並且他必出生於伯

利恆。 

正如  神在以賽亞書第七章說， 這王必從童女所生的。 

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

起名叫以馬內利。〔就是 神與我們同在的意思〕  (以賽

亞書 7:14) 

但是，在這個所應許的王誕生的時候， 有拉結為她自己的

孩子哭泣。 因為她的孩子被殺了。 希律王頒下命令處死所

有兩歲以下的男嬰。 目的就是為了要除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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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繼續告訴他們其他的經文。 並說這個出生在伯利恆的

孩子， 就是  神的兒子。 乃是  神賜給人的。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

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 神、永在的父、和

平的君。 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

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

遠。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以賽亞書 9:6-

7) 

你當知道、當明白、從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

君的時候、必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正在艱難的時候、

耶路撒冷城連街帶濠、都必重新建造。  (但以理書 9:25) 

保羅更指出從亞達耶西下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耶穌勝利的進

入耶路撒冷共有 483年。 正如撒迦利亞說的， 他騎著驢駒

來, 

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

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裡．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

謙和和的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  (撒迦利亞書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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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保羅可能顯明給他們看， 正如撒迦利亞說的， 耶穌

被三十倆銀子出賣了。 “要把眾人所估定美好的價值， 丟

給傜戶，”我便將這三十塊錢， 在耶和華的殿中， 丟給傜

戶。 

所以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分、與強盛的均分擄物．因為他將

命傾倒、以致於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卻擔當多人的

罪、又為罪犯代求。  (以賽亞書 53:12) 

保羅並再次引用他們的經文。 嘗試使他們相信耶穌就是所

應許的王。 

保羅所說的話， 有信的， 有不信的。  (使徒行傳 28:24). 

傳福音的結果， 總是這樣的。 有相信的， 也有不信的。 

今天晚上， 我們聚集在這裏，其實也是有兩夥人。 有些是

相信耶穌基督是彌賽亞，是主， 是救世主， 是  神所應許

的王; 但也有不相信這一切的人的。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的

兒女。  (約翰福音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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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著永生、〔原文作不得見

永生〕 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約翰福音 3:36) 

所以， 我個人的信仰是很重要的。 根據聖經所說， 我的

命運和我的信仰是息息相關的。 “有相信的， 也有不信

的。” 你最好是問一問自己， 在兩個當中是屬於哪一個。 

他們都看到同樣的真理和同樣的證據。 有些相信， 有些是

不相信的。 我不能隨便的推想他們不相信的原因。 但是， 

人不相信的原因， 往往是自己已先懷著假定性的偏見。 他

們並沒有確實地去評估證據。 他們所聽到的， 祇是其他質

疑者的批評。 這樣他們就斷然下結論來攻擊耶穌。 其實， 

他們所聽到的聲音， 都是耶穌基督的仇敵的聲音。  

倘若， 你想知道關於我的為人， 你會去問我的太太及我的

子女。 我的太太是一個很坦誠的人。 她必定會真實地告訴

你我的為人的。 我相信我不是你想像中的那一個人。 許多

人看到這個站立在講台後面的人， 想像這個人必定是一個

完美的人。 但是， 我告訴你， 我太太所說的必定與你想

像的不一樣。 



 
 

15 of 22 

使徒行傳第二十八章 

但是， 總是有些人為了自己的緣故而不喜歡我的。 我曾聽

到一些有關我的有趣的事情。 有些更是不可靠的和沒有事

實根據的。 

有一個人果真的到全國各地去， 對人們散佈謠言。 說有一

群有錢有勢的人， 已給我八百萬元用作創辦“主再來樂

園”的費用。 目的是以音樂來敗壞那些年輕的基督徒。 這

個送錢來的人就是巫師大會其中的一個成員。 有一天晚

上，我的太太到 Pasadena 的一個教會。 這個人就在那教

會演講。 他開始說這個荒謬的謠言。 正如我所說， 我太

太是一個耿直的人。 她馬上站立起來， 並說， “這可不

是真的! 你從來沒有給恰克  史密思這些金錢。 因為，恰

克  史密思就是我的丈夫。 這個人非常驚訝地瞪著她。 當

時所有的人都覺得很詫異。 這個人支支吾吾地回答說，

“啊， 我把錢給了他的一個助手。”我的 助手 羅恩從沒

有告訴我這一回事。 

聽從敵人所說的， 這並不是尋求事實真相的方法。 你應該

傾聽他的朋友，或是他親近的伙伴所說的。 倘若你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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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耶穌基督的真理， 那麼， 你就應該讀讀新約的約翰福

音或馬太福音。 那些人跟從耶穌基督達三年之久。 你會找

到這些人講到有關耶穌的事， 他們對耶穌的態度，以及他

們對耶穌的了解。 這樣， 你對耶穌基督便能有一個比較可

靠的描述。 

令人遺憾的是， 有些人對事實並沒有作完全徹底的審查， 

祇是基於假的或不完全的跡象向便冒然下定論。 他們面對

事實和證據， 也不作徹底的衡量， 因為在他們心裏已經懷

著個人的偏見， 缺乏合理開明的見解。 因為這個緣故， 

有些人總是不相信的。 並非沒有足夠的事實去證明， 而

是， 他們已先作出不相信的選擇。  

這是令人感到十分遺憾的。 我鼓勵你對於事實和證據， 不

妨仔細地審查。 因為事實經得起考驗的。 我自己則屬於相

信事實和證據的那一群人。 我的心是完全相信耶穌基督確

實就是那經上所應許的， 將要再來的王。 耶穌基督已經應

驗了許多舊約聖經的預言。 就是  神的僕人，“被輕視，

被棄絕， 為我的過犯而受害”。 其他將要應驗的預言， 

就是有關這個將再來的王要在地上建立  神的國度。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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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看到地球將要回復到起初神創造天地時的模樣。 那沙

漠將要變成青翠的園地，玫瑰花四處盛開著， 有淙淙的溪

流在旱地展開。 一切的爭戰和罪惡都將已滅絕， 不再有苦

難。 那些先天性肢體殘障的人可以起來走路， 那些啞吧都

可以高歌崇拜讚美  神。 我相信那應許的王， 確實就是我

們的主耶穌基督; 而且， 他將會很快就再來臨。 耶穌基督

在聖經中所預言，  

“他是你們匠人所棄石頭， 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使徒行傳 4:11) 

當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 他將會是那磐石。 那猶

太人和基督徒將會團結一致的崇拜讚美彌賽亞的。 祇有一

位彌賽亞將要再來， 並統治地上一切的。 我們將永遠的在

他的國度裏與他同在的. 

他們彼此不合、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羅說了一句話、說、

聖靈藉先知以賽亞、向你們祖宗所說的話、是不錯的。  

(使徒行傳 28:25) 

注意， 保羅在這裏指出聖靈是藉著聖經感動人的。 在他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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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的書信中， 他說 

 “聖經都是  神所默示的， 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 

教導學義，都是有益的。”   (提摩太後書 3:16) 

保羅承認聖靈就是聖經的作者。 

他說、『你去告訴這百姓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

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因為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發

沉、眼睛閉著．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裡明白、回轉

過來、我就醫治他們。)   (使徒行傳 28:26-27) 

保羅又對他們說， 並引用他們的先知以賽亞， 

所以你們當知道、 神這救恩、如今傳給外邦人、他們也必

聽受。〔有古卷在此有〕〔保羅說了這話猶太人議論紛紛的

就走了〕保羅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裡、住了足足兩年。凡來見

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膽傳講 神國的道、將主耶穌基督

的事教導人、並沒有人禁止。  (使徒行傳 28:28-31) 

這裏我們可以體會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首先， 保羅漂流到

馬爾他岸上， 這無疑是  神奇妙的安排。 為要把救恩的福

音帶給這島上的人。 對保羅而言， 在海上遇險而漂流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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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上， 就是一場災難。 這是他生命中的一個險境。 但是  

神卻藉此將救恩的福音和真理帶給這島上的人。 

當保羅在羅馬監獄囚禁的兩年期間， 他寫了一些新約的書

信。 保羅更向那些到獄中探訪他的人傳講  神的福音， 為  

神作見證。 若不是保羅下獄， 相信我們今天不會有這些保

羅在獄中寫成的書信。 比如以弗所書， 腓立比書， 哥羅

西書和腓利門書。 這些書信都是保羅在羅馬兩年的囚禁期

內， 藉著聖靈的感動而寫成的。 

使徒行傳大約是在主後 63年完成的。 大概在主後 66年， 

保羅就寫完提摩太後書。 當時， 保羅可能為要逃避羅馬帝

王尼祿。 所以， 當他在主後 66年左右， 再度被囚禁在羅

馬監獄前的兩年， 他就寫完提摩太後書。 在書信中， 他

提及他離開特羅腓摩後， 到達米利都。 在那裏， 他便病

倒了。 事實上， 就是特羅腓摩這一個人跟保羅一起在聖殿

中出現的。 當時， 那些猶太人很激動地說保羅把外邦人帶

到聖殿內。 保羅被那些猶太人毆打， 最後更被羅馬士兵逮

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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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摩太後書第四章， 我們可以相信的是， 保羅應該已經

回到以弗所 米利都 那裏去了。 並且， 他要離開當時他已

經病倒的特羅腓摩。 

在使徒行傳最後的一章， 那時保羅已經在羅馬的監獄中被

囚禁了。 有這一個背景資料， 我相信這個星期當你讀到以

弗所書， 哥羅西書和腓利比書的時候， 會有一個比較明確

的了解。 保羅講到為主耶穌的奴僕; 講到為了你我的緣故

而作主的 奴僕; 講到他和主之間緊密的契合; 及在主內得

常常喜樂。 

為甚麼路加記錄到這裏就停下來呢? 為甚麼路加再沒有告訴

我們關於保羅進一步的情況呢? 為何我們要根據其他的歷史

學家或是像 Eusebius 這些人， 去了解使徒保羅下獄以後所

發生的情況呢? 如果你再翻到使徒行傳第一章， 就是耶穌

應許聖靈必要降臨到使徒們的身上， 耶穌說，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

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使徒行傳 1:8) 



 
 

21 of 22 

使徒行傳第二十八章 

現在， 保羅來到羅馬。 羅馬就是當時世界的中心。 基督

的預言在這時得到應驗， 路加的紀錄就停止下來了。 基督

預言福音要從耶路撒冷開始， 經猶太全地， 藉著腓力傳入

撒瑪利亞， 之後再由使徒保羅和巴拿巴傳開， 直到地極。 

路加覺得已經足夠了。 我們所讀已包括第一個世紀時期的

教會歷史， 福音傳到世界的各地的描述。 

從聖經的觀點而言， 這可說是教會歷史將到的終點。 而約

翰所寫的啟示錄， 是教會歷史的後期一個段落。  

我再次鼓勵你們， 當你們在讀羅馬書的同時， 也讀保羅在

獄中所寫的四封書信，就是以弗所書，腓利比書，哥羅西書

及腓利門書。 那麼， 你們對保羅當時在羅馬下獄時的境況

及如何寫成這些書信， 就可以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 

天父， 今天晚上， 我們很感謝你賜給我們這學習你話語的

恩典。 主阿，當我們看到你所預言的， 都一一應驗的時

候， 我們是何等的興奮。 我們是生活在這個末世教會的時

期， 將可見證預言中聖殿的重建。 主阿， 我們感到十分

興奮和激勵。 因為  神你是信實的， 你的話語牢固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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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中。 我們祈求你的祝福和平安臨到耶路撒冷一地。 並

在這困難和不穩定的情況之下， 我們祈求你的平安臨到這

個敏感不安的地方。 主阿， 我們並為著 貝 京 總 理辭職

一事獻上祈求， 祈求你能在這令人動蕩不安的時候， 為他

們預備一個正當和得你喜悅的人選。 祈求你親自檢選這人

以填補這個重要的空缺。 我們祈求藉著他， 將來能為以色

列帶來和平與安全。 主阿， 我們祈求你聖靈指引我們， 

教導我們。 好使我們能遵從主的旨意而行。 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而祈求， 阿門。 

我們請求各位為我們在西雅圖的事工祈求。 祈求  神藉著

聖靈在這些人的心裏面動工。 祈求神的靈充滿我們，  神

的話能藉我們為他們帶來屬靈的祝福。 

願 神祝福你。 帶給你一個榮耀的一周。 你在他的大愛之

中， 聖靈並充滿你， 使你有充足喜樂。 奉耶穌的名而

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