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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揚認識基督而來的香氣
上週的信息分享「在基督裡只有一是」，主的教訓、成就、應許、預言，皆是「阿
們」，從無「是而又非」的。所以若得了「因信基督而來確定的心」，便能享受那「已
經成就，也終必成全」之主的話與聖靈所帶來無限的祝福。聖民恢復那因信主的話
而來確定的心，才能享受完整的平安、自由、感恩、盼望、喜樂（因為相信自己所想
所講、所做的均是主的帶領），也才能得著主的話所帶來一切屬天、屬地的福分和
成就（因宇宙萬物都按主的話在運行）。此確定的心在聖徒個人生活、家庭、事奉、
一生中是何等地重要，是無法以人的話來形容。聖徒不應隨便看待神的話，不可
只從文字表面上認識神的話，也不可只於腦海裡瞭解神的話，為了得取「神的話、
基督、聖靈所帶來確定的心」，甚至某些特殊狀況下，與神的話角力，為得著對神
的話的信心與自己拔河，遠勝過「看似瞭解而相信，卻根本不按神的話來判斷、行
事」。
若已得著「確定的心」，即能開始看見神「親自治理」聖民個人、家庭、團契、教會
的恩手。也會發現，心裡的感動，即是聖靈的感動，所說、所行的，即是神的作為
因此，在禱告、教導、安慰、責備、祝福裡，神的權柄多多彰顯，使蒙恩之人更迅速
地蒙恩，抵擋神的勢力也迅速瓦解。自保羅的說話、事奉、見證，得知其已享受此
奧秘了。他深信神全然使用他，在他所愛的團契中神親自治理，也成全他的代禱
和所說、所做的。

1. 三位一體的神，正住在聖民之中親自治理！

聖民一生要學習、享受、傳揚的，便是此一奧秘。若能將學習的終極目標調整到
多多發現此奧秘，所學習的一切便都回歸正途了。若能掌握此世人看不見、聽不見
摸不著的奧秘，就能享受以馬內利主所賜豐盛的福分。聖民恢復以馬內利的失敗，
都是由於不按照神所教導的原理來尋找神。主在我裡面，我在主裡面，主正活在
我廿四小時、生命條件、生活運作中，聖徒若遵照主的說明而行，就能看見主如何
治理我的生命、家庭、團契、教會、事奉。從其中得找出五個原理。
1）在基督裡，神正以祂的話與聖靈治理聖民：
宇宙萬物均出自神的話〈創1:1-31，約1:1-18，來11:3〉，也正在神的話治理之下，
天使天軍也均奉神的話受差遣，一點一畫都必成全。個人生活有個人生活的道理，
男女、夫婦、父子、兄弟姊妹間都有道理，教會、社會、國家都有道理，凡事上都有
神所定的道理，神從未離開一切人、事、宇宙萬物，正在吩咐、指示、引導著，順從
便亨通、違背便受苦。神的話（道），透過耶穌基督，才能成為活的生命、關係、基
業、能力。所以對一個蒙愛的聖民而言，透過耶穌基督道成肉身、死而復活、寶座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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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必將再來、永遠治理之啓示，神的話成為他們得重生兒女的家譜，也成為慈愛
天父的祝福、吩咐、引導，又成為享受得勝的生命與生活的能力。聖民能相信神的
話和耶穌基督，全然是聖靈的作為，所以凡信耶穌基督而成為基督的身體，也信
神一切教訓的聖民，便於隨時、凡事上享受聖靈的感動、指導、恩膏、果子。
無論何人，帶著清潔的心、正直的靈，真信神的話，就能得著兒子的靈，能看
見神在自己、家庭、教會、社會上的治理和引導！聖徒不能看見父神的治理、引導、
保護、供應、幫助，是因不明白神的話的「精意」，即耶穌基督福音，也因時常半信
半疑、心懷二意（心中從未確認過），並經常忘記神的話，不尋找神的美意。只要
有心，喜愛察驗神在凡事上的美意，喜愛順從神的美意，並繼續反覆此察驗、順
從的過程，便能清楚掌握常人看不見、聽不見、摸不著之此一奧秘。
2）父神賜給祂兒女各有獨特的條件、職分、恩賜，並每日親自吩咐、引導、恩膏、
幫助各人的生活：
蒙召的神兒女一生在世的目的，便是：① 在基督裡得著重生的生命；② 成
聖而恢復基督的樣子；③ 也帶著重生、成聖的生命，在神所賜的職分、崗位上，
祝福人（配偶、兒女、父母兄弟、肢體、地區、萬民）。每個人的條件、經歷、恩賜均不
同，當以「基督身體」的眼光來察驗時，必能發現神所定獨特的使命。聖民在每天
生活中看不見神的帶領，是因其尙未正式尋找並接納「神所委任的神聖使命」，而
未能恢復蒙召的生活。只要有心尋找便能發現，並繼續察驗、跟從主，便越來越清
楚神正親自帶領。
3）透過基督福音神召聚每個地區的聖民，使其同歸入一屬靈家庭，在基督的愛
中，一同學習、享受、傳揚基督，並按神所賜的恩賜，各盡其職，彼此聯絡得合式
一同增長基督的身體；也正以教會祭壇、肢體、事奉為中心，治理個人、家庭、事業
社會：
聖民失去屬靈家庭之時，便失去生活中心點，無法看見神在個人、家庭、事業、
社會上的帶領。這正如出埃及（世界）往迦南地（天國）前進之以色列民，離開
會幕、族群、事奉崗位的同時，便失去神的帶領。神一切的美意，並非命聖民成就
偉大的事，乃是與配偶、兒女、肢體、父母兄弟、鄰居彼此相愛。在這小事上認真忠
心時，藉著家人、肢體、親友的人際網絡，傳福音、培養門徒的管道陸續開啟，逐
漸看見神藉一群無名小卒成就歷史性的大業。目前主正藉著我們這屬靈家庭「基督
生命堂」，繼續醫治、堅固、使用每個肢體、家庭、人際網絡。每主日主賜下一週要成
就的信息，每個聚會中，主繼續醫治、堅固、恩膏、差派，每早晨賜予一日的靈糧
和活水，也賜下適當的學習和使命，以教會為中心生活時，就清楚看見主親自在
個人、家庭、教會、工作、事奉生活中治理、引領、成就、賜福！
4）神正與每個屬靈家庭（地方教會）中重生的會友同在，也賜其共同的感動來
治理教會，特別透過願意獻身、靈命成熟的肢體之禱告、教導、引領，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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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不但與每個重生聖徒同在，也與整體蒙召重生的聖徒團契同在，治理、引
領、成全。神是眾人之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弗
4:6〉，不應只按著一人的感動，獨斷地帶領整個團契。必以群體中同有「一父、一
主、一靈、一洗、一體、一基業」的聖徒一同禱告、察驗神的美意後，整體會友同心合
一地順從神。整體會友一同尋找神的美意和帶領的過程中，必要看重「領袖們」的
看法，因其經年累月對神在凡事上美意之學習更為深入，也更多地確認過神的引
領和成就，故其理當更能清楚察驗神的美意、時間表、作為。神在一個蒙恩家庭裡
的帶領亦同，靈命較成熟、家長或年長者，自應更清楚、更仔細地明白神的旨意。
5）神藉各種管教、安慰、賞賜，按祂所定最完善的時間表，治理蒙恩兒女的個人
生命、家庭和教會：
神在每位蒙召兒女、家庭、教會中，都定了對其生命成長、復興最完美的時間
表。從無一人或家庭、教會，轉眼間便能成為完美、成熟的。成長過程中所遇到的矛
盾、掙扎、跌倒、重新振作，對其認識神、恢復神、祝福人的功夫上，均是不可或缺
的必要條件。由神精鍊祂所呼召的工人上（亞伯拉罕、摩西、大衛…等），並耶穌
教導門徒的三年半中，會清楚看見神所定的課程與時間表。今日，在家庭、團契、
教會中，培養基督門徒的父母、領袖，必要掌握「神親自在每個呼召的兒女、工人
身上，進行管教、安慰、賞賜、醫治、堅固、恩膏、重用」，方能不致「人為地著急、強
迫、勉強、灰心、放任、放棄」，靠著聖靈以仁愛、喜樂、和睦、忍耐、恩賜、良善、信實、
溫柔、節制，來教導、勸勉、指責、安慰、培養。

2. 聖靈在保羅心中的感動，即是神治理哥林多團契的內
容
在保羅心中動工的聖靈，今日仍以同樣的感動與能力在聖徒心中工作。保羅每
天在自己的生命、教會、宣教事工中，與今日聖徒遭遇相同的問題，但他有一套看
見神親自治理而跟從主、享受主、見證主的原則。聖徒欲祝福自己家庭、團契、教會
必要得著此一眼光。藉著今日經文〈林後2:1-17〉，來探究他如何看見神親自治理，
也要得著他的眼光。

讀經：林後2:1-17
接續前章，保羅正在說明他為何不經過哥林多去馬其頓，而是先去馬其頓後至
哥林多。保羅無論行事或事奉主，均不靠自己的意念，乃靠聖靈的引導。
1 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們那裡去，必須大家沒有憂愁（此即聖靈賜給保羅的
心。聖靈盼望聖徒相處務要喜樂，聖靈盼望聖民家庭、教會的屬靈氣氛均喜樂。保
羅的原意，是讓哥林多的信徒在收到前書之後，有足夠時間能悔改更新，待其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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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抵達時，能看見更新、長進而歡喜快樂。若保羅在他們悔改、順從、更新之前，便
到那裡去的話，他自己便不得不憂愁，他們也將憂愁了）。2 倘若我叫你們憂愁，
除了我叫那憂愁的人以外，誰能叫我快樂呢？（除了你們之外，那裡再無他人能
給我快樂。我去，是為要與你們同享靈命成長所帶來的喜樂）3 我曾把這事寫給
你們，恐怕我到的時候，應該叫我快樂的那些人，反倒叫我憂愁，我也深信，你
們眾人都以我的快樂為自己的快樂（因同有一父、一主、一靈、一洗、一體、一基
業）。4 我先前心裡難過痛苦，多多的流淚，寫信給你們，不是叫你們憂愁，乃
是叫你們知道我格外的疼愛你們。（經文至此所要學習的是：看見肢體軟弱時，
心中為其憂愁，是聖靈的感動。必要為該肢體代禱，並按主在〈太18:1-35〉的教導
順從聖靈的帶領，造就、潔淨、保護全體。另一個功課是，教養兒女、陪訓門徒時，
要先教導、勸勉、指責、安慰清楚（參考哥林多前書）後，給其充分的時間，令其
自願悔改、順從、更新、長進。在那段時間裡，繼續為其代禱即可。不宜過度嘮叨，
也不可人為地勉強或放縱。）
5 若有叫人憂愁的，他不但叫我憂愁，也是叫你們眾人有幾分憂愁，我說幾分，
恐怕說得太重（事實上，你們是十分憂愁的，但那也是聖靈親自帶領的明證。保
羅僅說「幾分」，是因怕那導致全體憂愁之人太難過，也怕會眾太過嚴苛地處罰那
犯罪的肢體）。6 這樣的人，受了眾人的責罰，也就夠了，7 倒不如赦免他，安
慰他，免得他憂愁太過，甚至沈淪了（此亦聖靈賜給保羅的心。聖徒的光景無論
如何軟弱，當其真正悔改的同時，神的憐憫、饒恕、安慰，便顯明在為軟弱肢體代
禱者的心靈裡，也顯明在那軟弱者心靈上）。8 所以我勸你們，要向他顯出堅定
不移的愛心來（若真愛那軟弱肢體，則當見其悔改後，馬上會生出憐憫的心來，
那也是聖靈在代禱之人身上的作為）。9 為此我先前也寫信給你們，要試驗你們，
看你們凡事順從不順從（測試其順從與否，由此可知何者為神所愛的、所赦免、所
要賜福的，也得知何者是未能蒙憐憫的）。10 你們赦免誰，我也赦免誰，我若有
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為你們赦免的（聖靈的工作，是藉著全體重生會友的感
動顯明出來的，此即：「凡你們在地上所綑綁的，在天上也要綑綁，凡你們在地
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甚
麽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
〈太18:18-19〉），11 免得撒但趁著機會勝
過我們，因我們並非不曉得他的詭計（魔鬼的詭計，是令人犯罪、不願悔改、受控
告而振作不起來）。（經文至此所要學習的是：在肢體生活中，神最看重的是對
肢體的「愛、憐憫、包容、期待、祝福」。任一團契，沒有一人是完全的，均在成長的
過程中，持續打仗、奔跑，需要肢體的代禱與輔助。在時常彼此勸勉、鼓勵的同時，
更需要互補、安慰、期待、等候。本段的教導，在家庭中夫妻成為一體、養育兒女，
在教會裡與肢體配搭、培養門徒，也在宣教之地召聚門徒建立教會上，是最重要
的。）
12 我從前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羅亞，主也給我開了門。13 那時因為沒有遇見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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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提多，我心裡不安，便辭別那裡的人往馬其頓去了（當時提多帶著保羅的書信，
探訪哥林多教會，也將保羅的教訓轉達給他們。但提多的回程，比原定日期延遲
許多，因此保羅心裡著急而提前動身，前來位於哥林多北邊的馬其頓。這顯出保
羅是何等疼愛、看重哥林多教會）。14 感謝神，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因信
基督而得著確定的心之聖徒，無論遇到任何人、事、處境，都能享受基督的得勝）
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雖然所遇見的人、事、情況不同
但活出基督的聖徒，在任何情況下均能彰顯基督完全得勝的模樣和香氣）。15 因
為我們在神面前，無論在得救的人身上（接納基督的人），或滅亡的人身上（不
接納基督的人），都有基督馨香之氣。16 在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氣叫他死，在
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氣叫他活，這事誰能當得起呢？（「耶穌說，經上寫著，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誰掉在這石頭上，必要跌碎，這
石頭掉在誰的身上，就要把誰砸得稀爛。」
〈太21:42-44〉；耶穌基督降世，為使祂
的子民得救，也叫仇敵的子民滅亡〈路2:34〉；「…凡有的，還要加給他，沒有的，
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
〈路19:26〉）17 我們不像那許多人，為利混亂神的道，
乃是由於誠實、由於神，在神面前憑著基督講道（保羅的教訓、勸勉、指責、安慰、
祝福，都是從神而來，都是見證基督，都是靠聖靈而講的，必將帶來聖靈美好的
果子，順從的人有福了，不順從的人有禍了，為利而討人喜悅混亂神的道的，更
有禍了）。（經文至此所要學習的是：確信基督、享受基督、傳揚基督時，無論遇
到何種困難，絕不驚惶、不灰心，也不應受條件、環境、人言的影響，要在基督裡
認真確認主的美意，倚靠聖靈的帶領，必能成就主所要成就之事。聖民的目的不
在萬事亨通，乃在每個腳步裡尋求、跟從主，成就主藉其所要成就的事，那便是
最大的成功。主藉聖民要成就的事，不一定是人想要的大復興，有時是遍傳福音
卻無一人悔改（如同挪亞般），有時是遇到許多攻擊、苦難、逼迫，甚至因傳福音
而殉道。但是，在永恒的國度中，必將看見因順從所帶來美好的果子和奬賞。

的目標和使命，願成為天國的執事，因此在凡事上他能看見基督長闊高深的大愛，
也能享受聖靈無限的能力〈弗3章〉；也知道聖徒為何應以教會、肢體、事奉為中心
生活〈弗4:1-16〉；也明白何為肉體的事、何為聖靈的事〈弗4:1-5:14〉；因此努力察
驗神在凡事上的美意，努力保持聖靈充滿，也願每天過與肢體一同口唱心和地讚
美主的生活〈弗5:15-21〉；也明白蒙恩的夫妻、親子生活〈弗5:22-6:4〉；也明白在公
司如何對待上司或下屬〈弗6:5-9〉；時常努力穿戴全副軍裝（在基督裡基要真
道），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也要為肢體和傳福音者代禱〈弗6:10-24〉。
聖徒在家庭、教會、社會生活中，應持續將眼光放在如何能顯揚基督的香氣，即
靠聖靈所發出的香氣：仁愛、喜樂、和平、忍耐、恩慈、良善、信實、溫柔、節制〈加
6:22-23〉。勿強迫他人（配偶、兒女、肢體），乃要繼續努力管理自己的生命保持
基督香氣，而包容、幫助、祝福對方。

3. 如何顯揚認識基督而來的香氣？

3）保羅不討人的喜悅，忠心傳達神的教訓、勸勉、指責、安慰、稱讚，也不強迫人
勉強順從，給予充分的時間，令其自願悔改、更新、順從神！
正如保羅所講：「我們不像那許多人，為利混亂神的道，乃是由於誠實，由
於神，在神面前憑著基督講道。」
〈林後2:17〉，他心裡有確據，所得、所傳的信息，
就是神親自賜下的，因此祂親自負責，必定成全。並且也知聽到信息的人，並非
都能順從，只有蒙愛、蒙恩的聖徒才能聽從，將要滅亡的則無法順從，所以才能
坦然無懼地傳講。並且他並非僅單單傳講，也身體力行都在自己身上活出來，因
此他的信息，不只是個信息，也是親身經歷過活生生的見證了。保羅也明白自己
並非完全人，只不過是個蒙了憐憫的罪人，所以傳講信息時仍是十分謙卑、慈愛、
溫柔、恩慈，他所傳講的信息，使蒙恩的人感受到滿有基督的榮耀、慈愛、聖潔、能
力。保羅不單單靠聖靈傳講信息，講完後，也懂得察驗聖靈在聽者身上的工作，

藉由今日經文，能學到保羅如何藉其生命與事工來顯揚基督的香氣，如何看見
神親自帶領而教導人、安慰人、等候人、造就人，如何靠聖靈展開整個事工的秘訣。
1）保羅有絶對的確據：自己心裡的感動，即是聖靈的感動！
首先要明白本文第一個大綱所提「看見神親自治理的五大秘訣」，並要經過集中
禱告來實際確認、實驗、掌握，而看見神的作為。然後必要恢復以禱告為中心的生
活，每天心裡要得著神親自帶領我個人、家庭、教會、事業生活的確據。此即保羅在
以弗所書所教導的，也自己做了見證的內容：他明白聖父、聖子、聖靈在自己生命
裡的作為，也明白自己在基督裡所得永遠無限的指望、基業、能力〈弗1章〉；也確
信自己已與世界完全分別歸神為聖，屬於永遠的以色列家〈弗2章〉；也得著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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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羅有絶對的確據：哥林多教會是神親自召聚聖民而建立的教會，他們雖然
不完全，但都是蒙召、蒙愛的一群，神所開始的善工，必親自完成！
這確據是當聖民為家人、肢體、親友代禱時，得著聖靈清楚感動的最重要之根
基。有確據才能在代禱時，不受其目前軟弱、遲鈍的生命所影響，總是帶著「神所
愛、正在帶領」的正確眼光，期待、祝福、等候他們。保羅在哥林多以一年半的時間
展開傳福音事工，顯揚基督香氣，他甚至能分辨誰是蒙召、蒙愛的聖民〈林前1:19〉。保羅為他們一切的代禱與教導，都是在這根基上發展的。
如何方能分辨為神所愛、要賜福的生命呢？根基有三：① 八福人，當傳揚基
督福音時，會發現誰是蒙召、蒙愛的聖民，他們擁有虛心、哀慟、溫柔、飢渴慕義、
憐恤、清心、使人和睦、為義受逼迫的生命；② 自己心中有神賜的愛，晝夜為配偶、
兒女、家人、親友等的蒙恩代禱；③ 某些人雖然生命尙未看見八福人的證據，但
因時常與蒙愛的聖民同在，自己心裡有負擔想為其祝福而代禱之人。當接觸他們、
想到他們、為他們代禱時，心裡的感動，便是聖靈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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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為其代禱，使其順從不是出於被迫，乃是心被恩感。
今日聖徒能如此明白基督福音，享受福音的大能，也極盼所愛的家人、親友、肢
體都能一起享受福音的好處，這便是「我們是蒙主呼召的福音使者」之明證。所明
白、所經歷、所傳揚的信息，便是神親自賜下的，也是神命我們傳達的，因此，傳
講信息時，不可討人喜悅，要盡心傳達神的旨意。並且講完後，不可著急或灰心，
而欲以人為的方法去改造他人，乃要相信聖靈必藉信息彰顯能力，親自感動人、
造就人。
4）保羅看重聖靈在肢體心靈裡的感動，所以雖然自己是使徒，但他不以自己獨
斷的方式來做事，總是尊重一同禱告的每位肢體的看法。當他參考眾人的看法時，
當然也多看重「愛神愛人，喜愛順從神」之人的看法：
保羅說：「我也深信，你們眾人都以我的快樂為自己的快樂…」
〈林後2:3〉，
「若有叫人憂愁的，他不但叫我憂愁，也是叫你們眾人有幾分憂愁…」〈林後
2:5〉，「你們赦免誰，我也赦免誰，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為你們赦免
的。」
〈林後2:10〉。他相信感動他的聖靈，一樣地感動愛主的肢體們；感動肢體們
的聖靈，一樣會感動他的心靈。他如此作法，不但能更正確地跟從聖靈的引導，
也使眾人得同心合一跟從主，達到一同建造主的身體之果效。但是，他並不盲從
地跟隨多數人的意見，而是看重聖靈在成熟的聖徒身上正確地顯明，也更看重聖
靈在「蒙召為使徒的自己生命裡的感動」。
5）保羅確信自己所代禱、傳講的信息，主必成全；也深信任何人、組織、情況都
不能阻擋主親自展開的善工：
他說：「感謝神，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
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林後2:14〉。他確信在神的話、基督、聖靈裡只有一是，絕無
是而又非的，因此心裡得著確定的心，也在事奉上得著許多經得起考驗的證據。
自主過去如何引領他之中，掌握現在主正在做什麽，將來要成全何事。他如此的
信心，使他從未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在任何困境裡都能看見主的幫助、引導、
成全〈徒26:19-20〉。他也因軟弱的聖徒，心裡難過痛苦、多多流淚，但他在難過中
仍然懂得享受「在基督裡絶對的勝利」。所以他說：「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樂的
…」
〈林後6:10〉，「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
卻不被撇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
在我們身上。」〈林後4:8-10〉。

阿，求祢使用我們，求祢透過我們這軟弱的瓦器彰顯祢那莫大的能力，吸引祢所
愛的生命，召聚祢的羊群。求祢大大開啟我們這容易遭蒙蔽的眼睛，使我們時常
看見祢在我們所愛之人身上的善工，使我們的代禱、祝福、教導、見證都能在剛強、
仁愛、和平、喜樂裡進行，阿們！」

本週禱告題目（10.05.23~）
1）三位一體的神，正住在聖民之中親自治理：我已掌握了講道信息裡所提五個
內容麽？在我家庭、小組、教會、公司裡，也在我每天的生活裡，已經看見此秘訣
麽？我是每天以尋找、享受、見證這奧秘為中心生活的麽？
2）聖靈在保羅心裡的感動，即神治理哥林多團契的內容：當我為肢體、為所愛
的代禱時，在我心裡也能得著保羅所得同樣的感動麽？我也能得著保羅心裡所得
的確據，也能享受保羅所享受「確定的心所帶來一切能力和果效」麽？
3）如何顯揚認識基督而來的香氣？我心裡有確據：「主藉著我的生命在各處顯
揚祂的香氣」麽？我能分辨「主所愛的生命」麽？在我所愛的人生命裡，我能看到
我的教導和見證所帶來的果效麽？我的生活、禱告、事奉，是正以「愛神愛人愛國、
喜愛順從神之人」為中心而發展的麽？

結語：
「親愛的主，真感謝祢，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也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
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主阿，祢知道我們何等渴慕祢那榮美形像在我們眼前的顯
現，祢那溫柔聲音在我們心靈裡的共鳴，祢那馨香之氣在我們身邊的芬芳。我們
也知道祢何等盼望，在我們生命裡彰顯祢的慈愛、聖潔、智慧、能力、溫柔、謙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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