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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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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差遣  
(華) 新聖詩 第 396 首「禮拜結束，求主賜福」 

(台) 新聖詩 第 396 首「今欲散會，求主賜福」 
會 眾 

祝 禱  蔡維倫牧師 

阿 們 頌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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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當感謝祂，稱頌祂的名。」 -詩篇 100 篇 4 節  



 

【【【【講道大綱】】】】 

一、前言 

1. 你是喜歡狗的人嗎？ 

2. 準備一篇有關狗的信息。 

二、綜覽聖經中有關狗的記載 

1. 絕大多數是負面的形象—狗吃肉舔血(王上 21：19、23，22：38)、重新吃

吐出來的食物(箴 26:11、彼後 2:20-22)、形容被鄙視的對象（撒上 17：43、

24：14、路 16：21、太 7:6）。 

2. 文化如何影響看狗的眼光。 

三、有關狗與人的一般性觀察 

1. 狗在人類歷史中被馴養，狗是因人而特別。 

2. 狗與人角色的變遷發展，從僕人(牲畜)—朋友(寵物)—家人(毛小孩)。 

四、躍入神學思考—人狗之間 

1. 狗在動物中之所以特別，是因為人；人在受造物中之所以特別，是因為神。 

2. 從人狗在主僕關係、朋友關係、父母小孩關係中的轉變，看神與人之間的

關係。 

3. 人能從狗學習什麼？忠心(太 25:21、提後 3:16)與愛慕(雅 4:8a)。 

五、結論 

1. 從狗年來幫助我們做信仰的反省。 

2. 在新的一年立下志向，養成習慣、成為我們生命的特質—忠心與愛慕。 

【默想與行動】 

1. 你覺得為什麼現在越來越多人喜歡養動物，原因何在？有怎樣屬靈上的

意涵？ 

2. 從狗的忠心和愛慕兩樣特質中，哪一項能成為你在新的一年中，想要在

信仰上成長的目標？還是你有另外想要成長的目標，是什麼？ 

【金句】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他就有說不出來、

滿有榮光的大喜樂。」-彼得前書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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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大綱】】】】 

一、希律問耶穌是誰 

� 路 9:9「這是甚麼人？關於他，我竟聽到這樣的事！」    

二、其他人也問耶穌是誰 

� 路 5:21「這個人是誰，竟說褻瀆的話？除了上帝一位之外，誰能赦罪呢？」 

� 路 8:21「這到底是誰？他吩咐風和水，連風和水都聽從他。」 

� 「耶穌是誰？你為什麼要信耶穌？」 

三、耶穌差遣、耶穌餵養顯明祂祂祂祂是誰 

� 路加福音第九章：差遣使徒/希律問耶穌是誰/使五千人吃飽/彼得說耶穌是基督。 

� [差遣使徒]：(1)使命來源：耶穌。賞賜他們趕鬼醫病的權柄；(2)使命內容：

出去宣講上帝的國，醫治病人；(3)使命提醒：信心的道路，一定有拒絕。 

� [使五千人吃飽]：耶穌對使徒們說：「你們給他們吃吧！」 

� 路 9:20「你們說我是誰？」 

� 路 4:16「主主主主的靈在我身上的靈在我身上的靈在我身上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因為他用膏膏我因為他用膏膏我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差遣差遣差遣

我宣告我宣告我宣告我宣告：：：：被擄的得釋放被擄的得釋放被擄的得釋放被擄的得釋放，，，，失明的得看見失明的得看見失明的得看見失明的得看見，，，，受壓迫的得自由受壓迫的得自由受壓迫的得自由受壓迫的得自由，，，，宣告上帝悅納人宣告上帝悅納人宣告上帝悅納人宣告上帝悅納人

的禧年的禧年的禧年的禧年。。。。」 

四、唯有跟隨才真正認識耶穌 

� 要照顧艱苦人―蘭大弼的故事 

� 宣道與牧養―我們的故事 

五、世人透過我們認識耶穌 

【默想】 

1. 耶穌是誰？我們都怎麼跟人介紹耶穌？ 

2. 耶穌說：「凡為我喪失生命的，他必救自己的生命。」今天耶穌差遣我們去

哪裡奉獻我們的一生來實踐上帝國？ 

【金句】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

自己生命的，必喪失生命；凡為我喪失生命的，他必救自己的生命。」-

路九:23~24 

 
     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成為萬民的祝福之靈修年 

這是甚麼人 
周元元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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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內容 

講題：這是甚麼人 

經文：路加福音 9:1~9 

主講：周元元牧師 

時間：二０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一、希律問耶穌是誰 

甚麼時候我們會問某某人是

誰？有時是某個名字很多人在談

論，我們卻不認識，所以詢問。今天

的經文中，有一個人也問了這樣的問

題。他是掌管加利利地區的希律王，

因聽見耶穌所做的一切事，像是趕

鬼、醫病、一堆人跑去聽他講道等

等，就困惑起來。有人說這個人是約

翰從死裡復活，有人說是以色列偉大

的先知以利亞顯現，還有人說是古時

另一個先知復活了。於是希律問：「這這這這

是甚麼人是甚麼人是甚麼人是甚麼人？？？？關於他關於他關於他關於他，，，，我竟聽到這樣的我竟聽到這樣的我竟聽到這樣的我竟聽到這樣的

事事事事！！！！」這問話裡有著令人不安的氣

息，因為這位希律安提帕可是砍了施

洗約翰的人啊！ 

二、其他人也問耶穌是誰 

「這是甚麼人？」這問題不僅希

律在問，路加福音裡記載了其他人也

這樣問過。有次耶穌在一間房裡教導

人，有些人抬著一個癱子要來給耶穌

醫治，因為人多，他們弄開屋頂將這

個人垂到耶穌面前。耶穌看見這些人

的信心，就對那個癱子說：「朋友朋友朋友朋友，，，，

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聽耶穌這樣說，文士

和法利賽人議論紛紛，他們問：「這這這這

個人是誰個人是誰個人是誰個人是誰，，，，竟說褻瀆的話竟說褻瀆的話竟說褻瀆的話竟說褻瀆的話？？？？除了上除了上除了上除了上帝帝帝帝

一位之外一位之外一位之外一位之外，，，，誰能赦罪呢誰能赦罪呢誰能赦罪呢誰能赦罪呢？？？？」耶穌有赦

罪的權柄，他是神嗎？是猶太人在等

候的彌賽亞嗎？這不只是文士和法

利賽人的疑問，也是當時因耶穌的話

感到震驚的人，心中共同的提問。 

另外，在路加福音 8:22~25 耶穌

平靜風浪的故事裡，門徒也曾驚訝地

問：「這到底是誰這到底是誰這到底是誰這到底是誰？？？？他吩咐風和水他吩咐風和水他吩咐風和水他吩咐風和水，，，，

連風和水都聽從他連風和水都聽從他連風和水都聽從他連風和水都聽從他。。。。」雖然聽過耶穌

的教導，但對這位滿有權能的耶穌，

門徒還是問「這到底是誰啊？」耶穌

知道眾人在談論他嗎？當然知道。甚

至後來耶穌當面問門徒：「眾人說我眾人說我眾人說我眾人說我

是誰是誰是誰是誰？？？？」、「你們說我是誰你們說我是誰你們說我是誰你們說我是誰？？？？」 

換作今天的情境，如果我們的朋

友知道我們是基督徒，會不會有人也

問我們：「耶穌是誰？你為什麼要信

耶穌？」 

三、耶穌透過差遣使徒顯明他是誰 

「這個人是誰？」在路加福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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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編排下，將差遣使徒、希律問耶

穌是誰、使五千人吃飽、及彼得說出

耶穌是基督四件事擺放在一起，為了

讓人認識耶穌是誰。那我們就照著路

加的安排一個一個來看(路 9:1~20)。 

耶穌知道自己將走向受難，所以

差遣使徒有急迫性也是必要的。他叫

齊了十二個使徒，賜給他們趕鬼和醫

治疾病的權柄。首先，我們看見使命

的來源是耶穌。耶穌要差遣他們，於

是先賞賜他們能力。再來，耶穌交代

使命的內容：要他們出去宣講上帝

國，並且醫治病人。耶穌說得清楚明

白，使徒出去是要傳整全的福音，不

僅使人聽見上帝國，並且在生命中親

身經驗上帝國。正如耶穌曾引先知以

賽亞的話，說：「主的靈在我身上主的靈在我身上主的靈在我身上主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他用膏膏我因為他用膏膏我因為他用膏膏我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叫我傳福音給貧窮叫我傳福音給貧窮叫我傳福音給貧窮

的人的人的人的人；；；；差遣我宣告差遣我宣告差遣我宣告差遣我宣告：：：：被擄的得釋放被擄的得釋放被擄的得釋放被擄的得釋放，，，，

失明的得看見失明的得看見失明的得看見失明的得看見，，，，受壓迫的得自由受壓迫的得自由受壓迫的得自由受壓迫的得自由。。。。」

(路 4:16) 

對於要被派出去的人，他加了幾

點提醒：第一、甚麼都不要帶。第二、

無論進哪一城，人若接待你們，給你

們預備甚麼食物，你們就吃甚麼，待

在那一家，不要搬來搬去，直到你離

開的時候。(參路 10:7-8)如此交代是

有時代背景的，當時的旅行者多是倚

賴人的招待，並且猶太人也有接待旅

客的文化。第三、遇到不接待你們的

人，在離開那城鎮的時候，就跺掉你

們腳上的塵土。敬虔的猶太人絕不會

把污穢的塵土帶進聖殿，所以當使徒

遇到不接待他們的、拒絕他們的人，

耶穌說你們就把腳上的塵土跺掉。這

表示他們不接受福音的罪不歸使

徒，他們要自己承擔。透過這三個提

醒，耶穌在說甚麼？他要跟隨他的人

明白這是一條信心的道路。不是倚靠

自己而是倚靠人的接待(上帝透過人

所給的供應)，有人接受福音也一定

有人拒絕。所以耶穌也說：「若有人若有人若有人若有人

要跟從我要跟從我要跟從我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就當捨己就當捨己就當捨己，，，，天天背起自己天天背起自己天天背起自己天天背起自己

的十字架來跟從我的十字架來跟從我的十字架來跟從我的十字架來跟從我。。。。」(路 9:23) 

這段耶穌差遣使徒的記事之

後，路加接著放入希律問「耶穌是誰」

的段落，然後，是另一個故事。耶穌

帶著使徒離開加利利往伯賽大，眾人

知道了，也跟著去。耶穌接待他們，

對他們講論上帝國的事，治好那些需

要醫治的人。我們看見耶穌做的就是

他差遣使徒去做的，一模一樣。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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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講、一邊醫治，過了好幾個鐘頭，

天色漸漸晚了。使徒們跟耶穌說是否

要讓群眾散去，好讓他們各自去找吃

的。但耶穌卻回答使徒：「你們給他你們給他你們給他你們給他

們吃吧們吃吧們吃吧們吃吧！！！！」再一次，耶穌派工作給使

徒，要他們給眾人吃的。 

使徒看著手中僅有的五個餅、兩

條魚，覺得這一定不夠。但耶穌堅持

要他們吩咐眾人分組坐下，雖是不明

白，使徒們還是照著耶穌吩咐的去

做。然後呢？耶穌親身示範了何謂信

心的道路。不是看自己擁有多少、單

單定睛賞賜權柄的主。於是耶穌拿著

五餅二魚，望天祝福、擘開、遞給門

徒，門徒再分給眾人。最後所有的人

都吃到了、並且吃飽了。 

這個神蹟之後，路加記載耶穌問

門徒「你們說我是誰？」耶穌是誰？

「主的靈在我身上主的靈在我身上主的靈在我身上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因為他用膏膏因為他用膏膏因為他用膏膏

我我我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差遣我差遣我差遣我

宣告宣告宣告宣告：：：：被擄的得釋放被擄的得釋放被擄的得釋放被擄的得釋放，，，，失明的得看失明的得看失明的得看失明的得看

見見見見，，，，受壓迫的得自由受壓迫的得自由受壓迫的得自由受壓迫的得自由。。。。」(路 4:16) 耶

穌是顯明上帝國已經來臨的那一

位。耶穌道成肉身，聖子被聖父差遣

進入世界，他傳福音給貧窮人。貧窮

包括承認內心貧窮、需要上帝憐憫的

人；也包括生活困頓、受貧窮壓迫的

百姓。無論是經歷哪一種貧窮的人，

因為耶穌來了，他們將親身體會得釋

放、得看見、得自由的上帝國開始在

他們中間實現。耶穌不是說說而已，

他真實與人同在，解決他們的難處，

使人經驗上帝國；他也不只是解決他

們的難處而已，他知道人生命中的貧

窮最終只有上帝能填滿，所以要人認

識祂，以此認識天父。 

四、唯有跟隨才真正認識耶穌 

由此可見，耶穌怎麼讓使徒認識

他是誰？不是讓他們一直站在旁邊

看而已，乃是進一步差遣他們。如同

耶穌在五餅二魚神蹟中所做的，他吩

咐門徒「你給他們吃吧！」門徒唯有

面對餵養別人的需要，才會發現自己

不足。在這不足當中，他們轉向耶

穌，然後再次經驗耶穌是勝過一切疾

病權勢的主，是賞賜權柄能力的主，

看見上帝國的實現就在主耶穌擘開

餅、傳給門徒，門徒再傳給眾人時，

又真又活的來到這世界，餵飽貧窮的

世人。 

換句話說，若不是跟隨主耶穌的

腳步，去傳揚上帝國、為了上帝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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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而付出努力，門徒不會真的認識

耶穌是誰，也不能說他們認識耶穌。

如果只是站在旁邊看，那他們不過像

希律、或是其他不信耶穌的人，他們

會驚嘆、會覺得稀奇、或是把他視為

有威脅的眼中釘，但絕不可能真的認

識耶穌是誰，以及親嚐上帝國的美

好。 

受主差遣，出去傳主所傳，行主

所行。這不只是十二個使徒的回應，

也是每一個世代認識耶穌的人都會

做的回應。 

很多人聽過蘭大衛、蘭大弼醫生

這對父子如何疼愛台灣人的故事。蘭

大衛醫生，蘇格蘭人，英國長老教會

傳教士與醫師，1895年來到台灣，醫

療傳道工作 40 年，創辦彰化基督教

醫院。他的孩子蘭大弼出生於臺灣彰

化，長大以後，返回英國接受教育，

取得醫學院博士後，成為一名醫療宣

教師，先在中國福建泉州服務。中間

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1952年再度返

回臺灣，於彰化基督教醫院行醫直到

1980 年退休返回英國。2010 年，在

英國倫敦病逝。彌留之際，以臺灣話

說出：「要照顧艱苦人」，成為其最後

遺言。除了這些資料以外，我們和平

人一定聽過蔡茂堂牧師第一手接觸

老蘭醫生的見證。說他如何照顧住在

他家附近的孩子，知道茂堂牧師小時

候家裡貧窮，老蘭醫生會騎著腳踏車

送錢到他家說「這是給孩子買書籍文

具的」。也在每個禮拜天請人做一桌

的菜，讓附近念中小學的孩子去享

用。去年的一個場合，我又聽到茂堂

牧師說起蘭醫生，那次講座的結語，

他說：「我沒見過耶穌，但我見過跟

隨耶穌腳蹤的人，這樣的基督，我

要。」人怎麼認識耶穌？不僅在人口

中所傳的耶穌，更是在每一個用生命

跟隨耶穌的人身上顯明了耶穌！ 

除了宣教師的動人見證，在每一

個教會的故事中，我們都看見人因為

認識耶穌而去宣講上帝國，並在實踐

中，更深入認識基督的故事。今年教

會的組織架構中，無論是兒青部、青

壯部或成人部都有宣道事工，這不是

任何單一個人所能成就的，而是長久

以來每一代的基督徒在作禮拜、受裝

備，認識耶穌後的必然回應。因為發

現自身的貧窮被主餵養，使我們渴望

與人分享。於是從社區福音事工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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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宣道，上帝都給我們機會去參與。

使我們也在回應中，更多認識差遣我

們的主，祂的愛何等廣大、祂的權能

何等遼闊。 

五、世人透過我們認識耶穌 

使徒彼得回答耶穌：「你是上帝你是上帝你是上帝你是上帝

所立的基督所立的基督所立的基督所立的基督」。耶穌說：「人子必須受人子必須受人子必須受人子必須受

許多的苦許多的苦許多的苦許多的苦，，，，…………並且被殺並且被殺並且被殺並且被殺，，，，第三天復第三天復第三天復第三天復

活活活活。。。。」然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若有人要若有人要若有人要

跟從我跟從我跟從我跟從我，，，，就當捨己就當捨己就當捨己就當捨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天天背起自己的天天背起自己的天天背起自己的

十字架來跟從我十字架來跟從我十字架來跟從我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因為凡要救自己生

命的命的命的命的，，，，必喪失生命必喪失生命必喪失生命必喪失生命；；；；凡為我喪失生命凡為我喪失生命凡為我喪失生命凡為我喪失生命

的的的的，，，，他必救自己的生命他必救自己的生命他必救自己的生命他必救自己的生命。。。。人就是賺得人就是賺得人就是賺得人就是賺得

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卻喪失了自己卻喪失了自己卻喪失了自己卻喪失了自己，，，，或賠上自或賠上自或賠上自或賠上自

己己己己，，，，有甚麼益處呢有甚麼益處呢有甚麼益處呢有甚麼益處呢？？？？」(路 9:23~25) 

跟隨主的確不是一條容易的道

路，是一條倚靠主的信心之路，也是

一條一定會遇到困難的路，甚至是擺

上一生也不見得馬上看見結果的

路。可是它卻是一條得到生命的路！

就在我們像我們的主一樣，願意去回

應這個世界的貧窮時，我們有這樣的

信心，就是在現在、在未來，在上帝

看為好的時刻，將有更多人經驗被擄

的得釋放，失明的得看見，受壓迫的

得自由，並且得到永生。這樣去跟隨

主，我們損失了甚麼？我們損失了一

些死亡時一個都帶不走的名聲、地

位、財富，然而我們得到了永生。還

有許多人因著我們曾經願意跟隨主

的生命而認識耶穌、得到了生命！ 

今天是國內外宣道奉獻主日，最後

我要放一份 1864~1945年英國長老教會

(http://www.laijohn.com/missionaries/1864-

1945-EP.htm)、1872~1945年加拿大長

老 教 會 駐 台 宣 教 師 名 單

(http://www.laijohn.com/missionaries/18

72-1945-CP.htm)，以及今日台灣基督長老

教會十四位正在海外服事的宣教師名單

(http://evangel.pct.org.tw/02_3_2.htm)。

在看這個名單的時候，一同向上帝祈

禱。祈求莊稼的主差遣我們，無論從

鄰舍、台灣到普世宣道，我們祈求上

帝打開我們的眼睛，祈求上帝讓我們

明白祂要我們怎麼回應？擺上祈

禱、參與奉獻、還是獻身全職事奉，

祈求主繼續差遣我們。 

甚願有一天，當我們走到人生盡

頭時，我們也能聽見有人談到我們

時，他會說：「我沒見過耶穌，但我

見過跟隨耶穌腳蹤的人，這樣的基

督，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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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活蹦亂跳的奇蹟 II 
李詩慧執事 2018.1. 28 「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致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致死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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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底收到見證分享的邀請時，我正準備帶短宣隊去緬甸，大家應該都預期我會分享緬甸短宣隊的故事。老實說，我不想這麼老套，大膽地挑戰上帝： 「拜託，我不想再分享短宣隊，近期也沒什麼動人心魄的故事好分享，如果祢一定要我分享，請祢讓我見證祢的作為，讓我再次被祢感動。」 我的胃口被上帝越養越大，以我對上帝的了解，祂不會讓我失望，至少在交見證稿之前，祂會讓我看見祂的作為。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期待也預見即將發生而我有所不知的故事。這是我第二次在和平的禮拜分享見證，上一次站在這個位置是 2015 年的四月，見證母親在弟兄姊妹的禱告中，成為活蹦亂跳的奇蹟。今天，我徵詢母親的同意，分享活蹦亂跳奇蹟的續集。 雖然不想這麼老套，但故事的起頭還是得從緬甸短宣隊開始講起。十二 月，我在緬甸帶短宣隊時搞得灰頭土臉，和隊長嚴重衝突，對方把我叫去嚴厲地訓話，還在背後做小動作。那時候沒心情想見證的事，但如果現在加旁白的 話，我會說：「上帝，這故事太爛了，我不想見證一個極度有耐心忍受被神學生精神虐待的故事。」上帝也知道這樣劇情讓人想轉台，於是祂加碼我內心的重擔。 就在三面受敵的狀況之下，我收到家裡傳來的消息，瞬間成了四面受敵。肇事者（妹妹）向我自首：「母親因為妹妹找工作不順利，壓力過大，每天淚流滿面，感覺快得憂鬱症。」妹妹的狀況讓家中一直存在恐怖平衡，母親一向很堅強，但也越來越承受不住，情緒爆發是可預見的，但我對上帝安排的劇情仍有微辭：「什麼時候不爆發，偏偏選我在緬甸三面受敵的時候爆發，這下可好 了，祢得想辦法。」老實說，我沒有什麼長輩、後台可以靠，一直以來都只能當「靠爸族」，遇到事情只有一個解決方法：拼命求天父負責。 求救不能怕丟臉，我把情況跟主管和教會的小組長分享，她們成為我的後勤，打電話關心母親和妹妹，為她們禱告。母會的婦女團契近幾年一直陪伴母親，我建議母親和她們分享，母親認為家醜不可外揚，我鼓勵她讓眾人一起為她禱告，但沒把握她是否願意。再次強調，求救不能怕丟臉。人在緬甸的我無法做太多的佈局，只能當「靠爸族」。後來，和母會的媽媽們交叉比對劇情，得知婦女聚會那天，母親不太想分享，但大家都分享了自己不堪的代禱事項，母親便開始飆淚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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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台後，我趕完手邊的工作和帳務，便返鄉跨年。那幾天沒得閒，陪著流淚的母親禱告，花了很長的時間分享信仰，詢問她：「願不願意接受耶穌成為救主？」她無助的和我一起完成決志禱告。「靠爸族」有個特色，就是活在超現實的「不一置」，明明處於高壓狀態，但過高的壓力只能一股腦推給上帝，開啟自動導航模式，好像沒事人一樣。 隔天，和親戚碰面，談話間沒來由地問起：「你們有宗教信仰嗎？」母親按照以往的標準作業流程，手比了過來，先介紹我是基督徒（大概是我信仰固定，比較好介紹，她們變來變去，當下還在重新評估，所以每次都先介紹我，讓她們有時間考慮答案），接著母親說：「我現在也信基督教，妹妹也快了。」之前的答案不是「佛教」就是「沒有信什麼」，這句台詞倒是第一次聽到。 連假結束，我回台北工作，母親每天都會固定傳禱告詞給我，一開始為妹妹禱告，後來也為我、為她自己。妹妹戲劇性地在一月底找到工作，母親更火熱地禱告，甚至想買一本《如何為你的孩子禱告》，送給一位同為孩子所苦的佛教徒母親。 怎麼確定一個人是不是來真的？看周遭的人的反應就知道。妹妹對母親信主的反應是「傷心」，兩人原先是一起參與佛教活動的好夥伴，現在有被拋下的感覺。我為妹妹的傷心感到高興，表示母親是來真的。她寫了一封信給妹妹： 「親愛的妹妹，我想你已聽聞，我將會接受主耶穌基督為我的信仰，在主愛中讓我覺得有愛、有平安及喜樂。雖然佛教的許多教理，我也深有同感，但總是少了一種踏實及安定。在主的愛中，讓我可以卸下肩上的重擔及勞苦，以至於有更開朗的胸襟，真正的愛身邊的每一個人。好愛你，也祝你平安順心，願上帝賜福給妳。我從來不曾仰望神的滋養，只想靠我自己，如今我知道自己的軟弱和無能，願上帝伸出你的手托住我，讓我在你的名中不懼怕、不搖動，從心中發出善來。一切都是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阿們！」 最近，母親寫了一段訊息給在職場上認識的基督徒朋友：「我女兒介紹我認識這位主，我覺得心中有感恩，有喜樂。我工作很有空，都在看網路的聖經和禱告。聖誕節前憂鬱症發作，連續哭了一個多星期，那時大女兒人在緬甸， 她請她台北教會傳道打電話給我，為我禱告，我心中的憂煩苦惱立刻消散無影，她回國後，也求主將我的勞苦重擔卸下，為我帶來平安和喜樂，我就相信主了。」沒想到母親懂得禱告、做見證。我又大膽向神求，希望母會可以幫助母親更認識基要真理，最近和教會媽媽們交換情報，她們正打算進行此事，當「靠爸族」真好。 我很滿意上帝寫的故事，四面受敵的事就不跟祂計較了；也不怪妹妹為什麼不找工作，她只是配合上帝演出。蹦亂跳奇蹟的續集分享到這，想聽第三集，請上禱告網向上帝導演反應，我們下次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