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祈　

安靜默想

深切反省

唱詩

　聽神的話語

　誠謝恩

在十架腳下站立 ，　敬靜默

圖示說明



起點

苦路默想現在開始，請在第一塊石碑前安靜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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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架苦路】（曲／詞：李裕後）

遙望救主嶙峋背影，疲累身軀僂僂獨行；

神在今天無言付上，是為救贖我眾過犯，

基督真愛，承受苦痛，

沒法明瞭無罪基督情願替代救贖我罪！

這苦路！這苦路！是我主大愛走這苦路！

請同心祈禱

親愛的天父，我們懷著肅敬靜默的心來到苦路的起點，願

祢的靈引領我們走完這條祢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曾走過的艱苦旅程。願我們在途上因為深刻地經歷

基督的苦難，便更確知祢對我們的愛；願我們的心能降服

於祢，能懷著敬畏的心，走完我們自己在世要走的路程，

更能在過程中榮耀祢！奉主耶穌的名祈禱。阿們。

（請移步至下一塊石碑）

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了。

耶　與門徒吃最後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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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聆聽神的話語

【馬太福音廿六章20～25節】
20到了晚上，耶穌和十二個門徒坐席。21正吃的時候，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

了。」22他們就甚憂愁，一個一個地問他說：「主，是我

嗎？」23耶穌回答說：「同我蘸手在盤子裏的，就是他

要賣我。24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經上指著他所寫的；但

賣人子的人有禍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25賣耶穌

的猶大問他說：「拉比，是我嗎？」耶穌說：「你說的

是。」

讓我們安靜默想

逾越節的筵席本來是一個嚴肅但充滿感謝、喜樂和盼望的

筵席，但在這筵席當中的第一個話題，竟是圍繞在主耶穌

周圍的這個親密的群體中，有人要出賣主。

請聆聽神的話語

【馬太福音廿六章26～29節】
26他們吃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就擘開，遞給

門徒，說：「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27又拿起杯

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喝這個；28因為這

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29但我告訴你

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國

裏同你們喝新的那日子。」
（請移步至下一塊石碑）

讓我們安靜默想

然而，筵席還是繼續舉行，因為這地上的筵席，原是將來

那天上的筵席的預表。而且，在那天上的筵席尚未展開之

前，這餅與杯的記號，要世世代代地提醒主耶穌的跟隨者

──包括我們：主耶穌與屬祂的人有一必要實現的約定！

餅與杯，象徵主耶穌的身體與血。身體受毀傷，血流出

來，原為抵償那即將發生的昏睡、出賣、逃跑、退縮，還

有歷代信徒的種種罪惡。總而言之，主耶穌的犧牲只有一

個目的：使罪得赦。

讓我們深切反省

我們在哪些事情上，不像個主耶穌忠心的跟隨者，倒似那

出賣主的加略人猶大？

餅與杯乃無形的恩典有形的彰顯，這恩典，怎樣激勵我們

這些恆常地見證，甚至領受這生命之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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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在客西馬尼園的
祈　和被捕

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請聆聽神的話語

【馬太福音廿六章36上、39、42及44下～46 節】
36耶穌同門徒來到一個地方，名叫客西馬尼，……39他就

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我父啊，倘若可行，

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

的意思。」……42第二次又去禱告說：「我父啊，這杯

若不能離開我，必要我喝，就願你的意旨成全。」……
44第三次禱告，說的話還是與先前一樣。45於是來到門

徒那裏，對他們說：「現在你們仍然睡覺安歇吧！時候

到了，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裏了。46起來！我們走吧。看

哪，賣我的人近了！」

讓我們安靜默想

主耶穌示範了何謂禱告：祂真誠地表達了自己的意願，但

從一開始，祂對天父的旨意顯示出無比的順服。請深思主

耶穌的話：「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以及

「願你的意旨成全」。

越發禱告，主耶穌便越發順服。最後，祂喚醒沉睡的門

徒，主動地、勇敢地迎著出賣祂、前來逮捕祂的人走去。

禱告，使人把個人的意願置於神的旨意之下，更使人獲得

實踐神的旨意所需的一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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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聆聽神的話語

【馬太福音廿六章47～50及55～56節】
47說話之間，那十二個門徒裏的猶大來了，並有許多人帶

著刀棒，從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那裏與他同來。48那賣耶

穌的給了他們一個暗號，說：「我與誰親嘴，誰就是他。

你們可以拿住他。」49猶大隨即到耶穌跟前，說：「請拉

比安」，就與他親嘴。50耶穌對他說：「朋友，你來要做的

事，就做吧。」於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穌。……55當

時，耶穌對眾人說：「你們帶著刀棒出來拿我，如同拿強

盜嗎？我天天坐在殿裏教訓人，你們並沒有拿我。56但這一

切的事成就了，為要應驗先知書上的話。」當下，門徒都

離開他，逃走了。

讓我們安靜默想

尊敬、友愛之吻變為出賣之吻，這是猶大的惡。但主耶穌

的愛之大，使祂能接受那出賣者之吻。主耶穌要讓猶大知

道，猶大的計謀之所以得逞，不過因為那出賣也在天父的

掌握之內。

在苦路上，吻被誤用，一位眾人敬仰和擁戴的老師被苦

待。然而，出賣主的又豈止猶大一人？眾門徒都「離開

祂，逃走了」，這也是出賣，只是方式有所不同。

讓我們深切反省

苦路上充滿了令人費解的不義，但這些並非苦路最重要的

元素，因為更令人費解的是愛！我們對這愛有何體會？

主耶穌的孤單不斷加深，先前門徒就算如何不明白祂，總

算還在祂身旁。如今，他們恍如驚弓之鳥，都逃走了。面

對人生，我們會怎樣選擇？是照神的話語而活，還是在要

為真理付代價之前已驚惶地跑掉？

（請移步至下一塊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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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

耶　在大祭司府中受　

請聆聽神的話語

【馬太福音廿六章57～63節上】
57拿耶穌的人把他帶到大祭司該亞法那裏去；文士和長

老已經在那裏聚會。58彼得遠遠地跟著耶穌，直到大祭

司的院子，進到裏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這事到底

怎樣。59祭司長和全公會尋找假見證控告耶穌，要治死

他。60雖有好些人來作假見證，總得不著實據。末後有

兩個人前來，說：61「這個人曾說：『我能拆毀神的

殿，三日內又建造起來。』」62大祭司就站起來，對耶

穌說：「你甚麼都不回答嗎？這些人作見證告你的是甚

麼呢？」63耶穌卻不言語。

讓我們安靜默想

那是一個漫長的晚上，雖然耶穌知道將要被賣、被否定、

被捉拿、被審判，祂還是與門徒展開逾越節的筵席，與他

們舉杯擘餅。筵席之後，耶穌在客西馬西園作最後的禱

告，然後猶大帶著兵丁前來捉拿耶穌。宗教人士隨即為耶

穌進行黑夜的審判，就好像這件黑暗的事不能在日間進行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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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聆聽神的話語

【以賽亞書五十三章7節】
7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到

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

開口。

【彼得前書二章23節】 
23他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託那

按公義審判人的主。

讓我們安靜默想

從耶穌安靜的眼神，看到祂心中沒有忿怨、沒有憎恨，

而口中沒有反駁和爭辯，甘心情願地被捆綁。祂以默言

無聲面對詭詐、謊言和集體陰謀；祂以眼目代替口舌，

在人類的罪行當前，祂等待神大能的手；祂在審判台

下，看透這些虛假的指控在神手中將被扭轉。

讓我們深切反省

試著把自己置放在沉默的耶穌面前，祂的沉默向我們傳遞

什麼信息呢？

請聆聽神的話語

【馬太福音廿六章63下～66節上】
63大祭司對他說：「我指著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訴我們，你

是神的兒子基督不是？」64耶穌對他說：「你說的是。然

而，我告訴你們，後來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

右邊，駕著天上的雲降臨。」65大祭司就撕開衣服，說：

「他說了僭妄的話，我們何必再用見證人呢？這僭妄的

話，現在你們都聽見了。66你們的意見如何？」他們回答

說：「他是該死的。」

讓我們安靜默想

主耶穌對有關神的兒子的詢問，作出了「是」的堅定回

答。耶穌毫不閃避的身分宣認，也同時是使命的宣認。

祂就是始終如一的活出這個「是」，從沒有違背這召

命。「是」，神的兒子臨到人間。「是」，神的兒子把

人類的罪背在肩頭上。

讓我們各自祈禱

（請移步至下一塊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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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認得那個人。

耶　面对公会的　訊

請聆聽神的話語

【馬太福音廿六章69～74節】
69彼得在外面院子裏坐著，有一個使女前來，說：「你素來也

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穌一夥的。」70彼得在眾人面前卻不承認，

說：「我不知道你說的是甚麼！」71既出去，到了門口，又有

一個使女看見他，就對那裏的人說：「這個人也是同拿撒勒

人耶穌一夥的。」72彼得又不承認，並且起誓說：「我不認

得那個人。」73過了不多的時候，旁邊站著的人前來，對彼得

說：「你真是他們一黨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來了。」74彼得

就發咒起誓地說：「我不認得那個人。」立時，雞就叫了。

讓我們安靜默想

承擔眾人罪孽的主耶穌，堅決地以「是的」來回應有關神

兒子的詢問時，彼得卻三次以「不是」來否認與祂的關

係。眾叛親離，一方面說明人性的軟弱和醜陋，另一方面

更讓我們體會主耶穌當時何等孤單！

請聆聽神的話語

【馬太福音廿七章11～14節】
11耶穌站在巡撫面前；巡撫問他說：「你是猶太人的王

嗎？」耶穌說：「你說的是。」12他被祭司長和長老控告

的時候，甚麼都不回答。13彼拉多就對他說：「他們作

見證告你這麼多的事，你沒有聽見嗎？」14耶穌仍不回

答，連一句話也不說，以致巡撫甚覺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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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安靜默想

主耶穌再一次堅定不移地宣認自己「猶太人的王」的身

分。有別於其他受審的人，主耶穌沒有憤恨、苦毒和絕

望。祂的沉默散發出超越死亡的震撼力，就連彼拉多也被

震懾！

我們設想自己同樣在當時的情景，默默觀看主耶穌面對強

權的從容和毫不畏縮的神情。讓我們體會主耶穌迎向十架

的自由和勇毅，祂只是肉身被捉拿、拘禁和審判；事實

上，是祂自由地選擇了這條代贖路，使原不能被拘禁的祂

落在人的手中。

讓我們深切反省

我們也置身在是非顛倒、道德混亂、感受大於一切和拒絕

真理的多元社會裡，我們能像主耶穌一樣擇善而固執，為

真理的堅持付代價嗎？

（請移步至下一塊石碑）

耶　受戏弄和鞭打

恭喜，猶太人的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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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移步至下一塊石碑）

請聆聽神的話語

【馬太福音廿七章27～30節】
27巡撫的兵就把耶穌帶進衙門，叫全營的兵都聚集在

他 那 裏 。 2 8他 們 給 他 脫 了衣 服 ， 穿 上 一 件 朱 紅色 袍

子，29用荊棘編做冠冕，戴在他頭上，拿一根葦子放在

他右手裏，跪在他面前，戲弄他，說：「恭喜，猶太人

的王啊！」30又吐唾沫在他臉上，拿葦子打他的頭。

讓我們安靜默想

在當權者手中，主耶穌有如人肉玩物，被盡情地侮辱和踐

踏，他們要在主耶穌死前，以泯滅天良、最為粗暴的方式

滿足自己的權力慾。

帶他出去，要釘十字架。

耶　背負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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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移步至下一塊石碑）

請聆聽神的話語

【馬太福音廿七章31節】
31戲弄完了，就給他脫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

帶他出去，要釘十字架。

【約翰福音十九章17節】
17耶穌背著自己的十字架出來。

讓我們安靜默想

罪是有重量的；罪擔何其沉重，通過那十字架壓在主耶穌

的肩頭上，祂以血肉之軀背負人間罪。

主耶穌無怨無悔地把全人類寶貴的生命先放在自己心上，

然後才把全人類的罪扛在自己的肩頭上；主耶穌背起那十

字架，就如祂擁抱著祂所愛的人一樣。

讓我們虔誠謝恩

西門背起耶　的十架

他們出來的時候，遇見一個古利奈人，名叫西門，

就勉強他同去，好背著耶穌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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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移步至下一塊石碑）

請聆聽神的話語

【馬太福音廿七章32節】
32他們出來的時候，遇見一個古利奈人，名叫西門，就

勉強他同去，好背著耶穌的十字架。

讓我們安靜默想

主耶穌飽受無情的審判、惡待、鞭打……，此刻，祂正背

著十字架這個極沉重的刑具步往刑場，就是各各他。身體

的創傷和心靈的擔子，使祂終於不支倒下了。兵丁勉強古

利奈人西門代替主耶穌背著十字架，絕非出於憐憫，而是

不願行刑時間受阻。

對西門而言，這是何等倒霉和厭惡的差事。誰會願意為一

個死囚背負刑具？然而，西門不知道，也萬萬想不到，主

耶穌一直背負的，並非祂當受的刑罰，而是替西門及世上

所有罪人而背負的！

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為我哭，當為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

耶路撒冷妇女为耶　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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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移步至下一塊石碑）

請聆聽神的話語

【路加福音廿三章27～29節】
27有許多百姓跟隨耶穌，內中有好些婦女；婦女們為他

號咷痛哭。28耶穌轉身對她們說：「耶路撒冷的女子，

不要為我哭，當為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29因為日子要

到，人必說：『不生育的，和未曾懷胎的，未曾乳養嬰

孩的，有福了！』」

讓我們安靜默想

在苦路上，主耶穌看似軟弱，卻帶著承擔眾罪的決心奮力

前行。主耶穌說「不要為我哭」，可見，主耶穌完全明白

這是祂的召命，祂踏上天父要祂完成的救贖之路，堅定不

移地回應祂的使命；祂定意要為全人類捨棄自己。

婦女們對主耶穌發出生離死別的哀慟，這是情感的回應，

卻缺乏屬靈的省悟，更不明白主耶穌背十架的意義。主耶

穌反而邀請她們當心自己的生命光景和人類末後的終局，

那才是她們需要哭泣之所在。

讓我們深切反省

主耶穌的堅持向我們傳遞什麼信息呢？面對世界，我們能

從情感的表達中清醒過來嗎？

耶　被脫去衣服及
被釘十架

在上面有他的罪狀，寫的是：「猶太人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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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移步至下一塊石碑）

請聆聽神的話語

【馬可福音十五章22～26節】
22他們帶耶穌到了各各他地方（各各他翻出來就是髑髏

地），23拿沒藥調和的酒給耶穌，他卻不受。24於是將

他釘在十字架上，拈鬮分他的衣服，看是誰得甚麼。
25釘他在十字架上是巳初的時候。26在上面有他的罪

狀，寫的是：「猶太人的王。」

讓我們安靜默想

主耶穌身懸十架，拒絕麻醉的酒，決心嘗盡神為祂預備的

杯。祂僅有的財產也被奪去，十字架上還有一個牌子，諷

刺祂落得如此下場，乃因祂宣稱自己是猶太人的王。

【十架肩背人間罪】（曲／詞：李裕後）

誰能像祢肩背人間罪？心感破碎，孤單疲累；

懸在十架肩背人間罪，嚐盡痛苦！

任譏誚、羞辱疾如風，苦痛中恩言勵勉；

上主愛顯在罪人中，禱告中仍記念！

十架上耶　的宽　與安慰

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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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移步至下一塊石碑）

請聆聽神的話語

【路加福音廿三章34上及39～43節】
34當下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曉得。」……39那同釘的兩個犯人有一個譏笑

他，說：「你不是基督嗎？可以救自己和我們吧！」
40那一個就應聲責備他，說：「你既是一樣受刑的，還

不怕神嗎？41我們是應該的，因我們所受的與我們所做

的相稱，但這個人沒有做過一件不好的事。」42就說：

「耶穌啊，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念我！」43耶穌對

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

讓我們安靜默想

犯人在身受十字架的酷刑，劇痛難當之時，總是極力地喊

出詛咒或怨毒的話，但主耶穌卻總顯愛憐。祂先為那些決

意要置祂於死地的人代禱，因為主耶穌看見他們的無知。

主耶穌沒有回應那個譏笑祂的犯人，卻對另一位同釘的犯

人發出恩言。這些話顯明，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穌不嗔、不

怨，祂不視自己為受害者，反而認識自己正是能帶領罪人

重返樂園的救主。

母親，看，你的兒子！

耶　與十架下的
門徒和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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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移步至下一塊石碑）

請聆聽神的話語

【約翰福音十九章25～27節】
25站在耶穌十字架旁邊的，有他母親與他母親的姊妹，

並革羅罷的妻子馬利亞，和抹大拉的馬利亞。26耶穌見

母親和他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邊，就對他母親說：「母

親，看，你的兒子！」27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

親！」從此，那門徒就接她到自己家裏去了。

讓我們安靜默想

主耶穌交託自己的母親給門徒，以祂名下的團契確立在

神家裏新的人際關係。決定人際關係的親密的關鍵條件

並不是血緣，而是信仰。血緣關係可以因為人性的軟弱

而顯得薄弱，但藉著信仰而建立的肢體關係卻是牢固的

和親密的。

讓我們祈禱

讓我們為整個信仰群體祈禱，願眾肢體能彼此切實相愛，

因為這正是主耶穌所說的，信徒在世上可以展現的最有力

見證！

以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尼？

耶　的死亡及
百夫長的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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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聆聽神的話語

【馬可福音十五章33～34節】
33從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34申初的時候，耶穌

大聲喊著說：「以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尼？」

（翻出來就是：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

【約翰福音十九章28～30節】
28這事以後，耶穌知道各樣的事已經成了，為要使經上

的話應驗，就說：「我渴了。」29有一個器皿盛滿了

醋，放在那裏；他們就拿海絨蘸滿了醋，綁在牛膝草

上，送到他口。30耶穌嘗了那醋，就說：「成了！」便

低下頭，將靈魂交付神了。

【馬可福音十五章38～39節】
38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39對面站著的百夫長看

見耶穌這樣喊叫斷氣，就說：「這人真是神的兒子！」

請在十架腳下站立，肅敬靜默

【受苦再思】（曲／詞：馬錦興）

萬物悲傷悄靜，因基督捨了生命，

哀歌遍達荒野，內心可會靜聽？

人類罪惡令耶穌犧牲了，世間怎知主愛的奧妙？

求原諒我是何等的軟弱、不肖，令祢傷痛極了！

歷盡艱苦歲月，受逼迫、譏笑不絕，

為著宣講真理，亦甘心淌汗血。

完全是祢默然犧牲拯救，世間可得天賜的眷佑；

求能伴祢共承擔苦痛到盡頭，為祢捨棄萬有！

（請移步至下一塊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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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買了細麻布，把耶穌取下來，用細麻布裹好，

安放在磐石中鑿出來的墳墓裏，又滾過一塊石頭來擋住墓門。

耶　被埋　

（請移步至下一塊石碑）

請聆聽神的話語

【馬可福音十五章42～47節】
4 2到 了 晚 上 ， 因為 這 是 預 備 日 ， 就 是安 息 日 的 前 一

日，43有亞利馬太的約瑟前來，他是尊貴的議士，也是

等候神國的。他放膽進去見彼拉多，求耶穌的身體；
44彼拉多詫異耶穌已經死了，便叫百夫長來，問他耶穌

死了久不久。45既從百夫長得知實情，就把耶穌的屍首

賜給約瑟。46約瑟買了細麻布，把耶穌取下來，用細麻

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鑿出來的墳墓裏，又滾過一塊石

頭來擋住墓門。47抹大拉的馬利亞和約西的母親馬利亞

都看見安放他的地方。

讓我們安靜默想

主耶穌的門徒皆已不知所終。埋葬祂的是一位議士，他

「放膽」進見彼拉多，說明這行動存在一定程度的風險。

彼拉多的反應包含最少兩個信息：首先，十字架上的犯人

所受的折磨可長達兩、三日，但主耶穌被掛約六小時便死

了，這使彼拉多詫異；其次，他竟然應允把一個被指犯了

叛國罪的人的屍體交給一位非親非故的亞利馬太人，這行

動彷似再次向堅持要治死主耶穌的猶太人發出質詢：「為

甚麼呢？他做了甚麼惡事呢？」主耶穌基督的死，正如使

徒彼得所言，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為要引我們到神面

前」【彼前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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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裏。

耶　復活

請聆聽神的話語

【馬可福音十六章1～8節】
1過了安息日，抹大拉的馬利亞和雅各的母親馬利亞並撒

羅米，買了香膏要去膏耶穌的身體。2七日的第一日清

早，出太陽的時候，她們來到墳墓那裏，3彼此說：「誰

給我們把石頭從墓門滾開呢？」4那石頭原來很大，她

們抬頭一看，卻見石頭已經滾開了。5她們進了墳墓，看

見一個少年人坐在右邊，穿著白袍，就甚驚恐。6那少年

人對她們說：「不要驚恐！你們尋找那釘十字架的拿撒

勒人耶穌，他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裏。請看安放他的地

方。7你們可以去告訴他的門徒和彼得，說：『他在你們

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裏你們要見他，正如他從前所告

訴你們的。』」8她們就出來，從墳墓那裏逃跑，又發抖

又驚奇，甚麼也不告訴人，因為她們害怕。

讓我們安靜默想

人竟能從死裏復活，這是不可思議的事。但門徒不會忘

記，這是主耶穌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再三預言的！彼得

在五旬節時對猶太人說：「他既按著神的定旨先見被交與

人，你們就藉著無法之人的手，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殺

了。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叫他復活，因為他原不能被

死拘禁。」【徒二23～24】

神以祂的大能使耶穌從死裏復活，證明耶穌是主，是基

督！基督徒的盼望正繫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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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頌復活主】（曲／詞：馬錦興）

同心讚頌復活主戰勝了黑暗，

曾被殺害，在十架灑血救萬民；

榮耀復生，從墳墓裏突破厄困，

賜予世間永生盼望，真理導引。

基督的愛勝過罪惡，基督的愛光照萬國，

神恩高超廣博，驅走了俗世的冷漠。

基督的愛抹去罪疚，基督的愛廢去詛咒，

耶穌施恩深厚，救贖成就，

克勝敵仇（給予自由），統領萬有！

讓我們同心祈禱

親愛的天父，這苦路是主耶穌基督為救我們而走的，祂從

羞辱走向榮耀，並願意與我們這些堅決跟隨祂的人分享祂

的榮耀，我們感謝祢，讚美祢！在世上我們或有苦難，但

我們經已放心，因為主耶穌基督已勝了世界，而我們將憑

著信，分享祂的得勝！願我們剛才所有深刻的經歷，能推

動我們越發認識主、愛主、跟從主！奉主耶穌的名祈禱。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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