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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不可随伙布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连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

众偏行，作见证屈枉正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出埃及记 23：1－3）

第六节：

「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枉正直。」（出埃及记 23：6）

这里首先讲到关于穷人的事：「不可偏护贫穷人。」第六节又说：「不可屈枉贫穷人」。

简单的说，就是审判必须公平，不能因为这个人穷就护着他，也不能因为他穷就冤枉他。

换句话说，一个人的经济情况和他所受的审判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审判的时候，你必须公

正，不要因为他是穷人，就给他额外的照顾，也不要因为他贫穷就剥夺他的权益。在审判

的时候，不应该考虑他的经济状况。公义的审判应当超越一个人的经济条件。

「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重

驮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驮。」（出埃及记 23：4－5）

如果你看见一头驴身上有重担，快被压垮了，不可以假装没看见走到一边。这样就错了。

神这是要你对动物有同情心。即使你的邻居恨你，你仍要帮助那头驴，即使你的邻居对你

发脾气，但驴子并没有得罪你。总之，神要我们对动物有怜悯心。

「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不可受贿赂，因为贿

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作过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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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道寄居的心。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

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

样办理。」（出埃及记 23：7－11）

换句话说，第七年是专为贫穷人安排的，你不要耕种田地，让地休息。地里长什么就随它

长，而且你不能收这些东西，要让贫穷人来收。

「六日你要作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

以舒畅。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别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

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出埃及记 23：12－14）

每年我们有一个感恩节，但是他们一年有三个感恩的节日。第一个节日是逾越节（紧接着

是无酵节），第二个是五旬节，五旬节在逾越节之后的五十天。五旬节时，他们把冬天种

的农作物带来献给神。冬天所种的麦子到六月成熟，他们就把初熟的麦子带来奉献给神。

他们的第三个节日类似我们的感恩节，时间在每年秋季收割的时候。

「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初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出埃及记

23：16）

「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不可将我祭牲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

也不可将我节上祭牲的脂油留到早晨。地里首先初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

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出埃及记 23：17－19）

以色列人根据短短的第九节经文，发展出来一套奇特的解释。他们说，不可以把乳制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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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类一起吃。他们引用这段经文说：「不可用山羊羔妈妈的奶烹煮山羊羔，」因此，不能

在喝乳制品的同时又吃肉。

这节经文究竟禁止他们做什么呢？它的意思是，当你杀一只山羊羔吃的时候，不要用它母

亲的奶来煮山羊羔。这才是律法要禁止的事。

可是以色列人解释成，当你吃烤肉的时候，不可以同时吃奶酪。因为你不知道那块奶酪是

不是你所烤的牛或羊妈妈的奶做的。吃到胃里以后，奶酪和肉混在一起，就有可能是小羊

羔被母奶一起煮了。

所以直到今天，以色列人仍然非常严格的遵守这一点。你去耶路撒冷就会发现，即使那些

不信的人，也会遵守这条所谓洁净的条例。如果吃饭时桌上有肉，他们绝对不喝牛奶，他

们不会，也不愿在同一餐饭里既吃肉又吃奶。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喝的奶不巧就是所吃羊的

母奶。这样，自己就有罪了。其实他们的点心卷子非常可口，但他们只给你提供人造黄

油。他们至少觉得让小动物与它的母奶同煮是有罪的。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

里与法利赛人谈话时，所指的意思。他说：

「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蠓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马太福音 23:24）

为什么他们要滤出蠓虫呢？因为他们不能吃带血的东西。

所以当你在跑步的时候，一只蠓虫刚好飞进你的嘴里，一下子被卡在喉咙里，你就看见这

些以色列人，一直用手抠到喉咙里，或是用力咳嗽或是用尽所有的办法，想把这只蠓虫抠

出来。如果他吞下这只蠓虫，而这只虫又没有放过血，而被活活的吞下去，那么你就违反

了律法。所以他绝对不会把这只蠓虫吞下去。他们会努力跳呀跳，或咳呀咳，好把这只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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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出来。主耶稣看见他们做这一类的事情，所以对他们说：

「你们滤出蠓虫，却把骆驼吞下去。」（马太福音 23：24）

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法利赛人曲解律法，甚至改写律法，想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蒙混过

关。但在很多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却十分挑剔。主耶稣说关于公义，怜悯这些重要的事，

他们就随意曲解，想混过去了事。主耶稣给他们指的就是这个。

接下来，耶和华应许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时， 祂也会和他们一同进去。

「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出埃及记 23：

20）

我相信这使者就是耶稣基督，主说：

「祂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祂面前谨慎，听从祂的话，不可惹祂，〔惹或作违背〕因为

祂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若实在听从祂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

作仇敌，向你的敌人作敌人。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

人，迦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出埃及记 23：21－23）

你记得在约书亚攻打耶利哥城以前，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吗？那时，他问使者说：

「你是帮助我的，还是敌挡我们的？」使者说：

「我是来做万军之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约书亚记 5：13－14）

他就是那位要引领以色列人进入美地的使者。很多的圣经学者同意，这里的使者就是耶稣

基督亲自显现。旧约里许多次神的显现，事实上都是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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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事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尽行拆毁，打

碎他们的柱像。你们要事奉耶和华你们的神，祂必赐福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

中间除去疾病。你境内必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凡你所到

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我要

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把希未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

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我要渐渐的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

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出埃及记 23：24－30）

耶和华说，这是我给你们的祝福，条件是你要服事我，而这些就是服事我的福份。我会为

你们做这一切，在你们前面赶出你们的仇敌等等。

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了解到神在我们生活中带领我们过得胜生活的原则和方法。因为

你知道，不论是耶布斯人也好，赫人也好，都是我们顽固肉体的象征；而进入迦南地就是

进入我们属灵的生活，并要在圣灵里的得胜。

要过得胜的生活，就要从旷野的失败里出来，离开忽冷忽热，起起伏伏的基督徒生活，进

入基督耶稣里的荣耀得胜的生活。得胜的生活也是随从圣灵而不随从肉体的生活。

这些迦南地的仇敌，则代表我们肉体的生命。它们经常打败我们，征服我们。可是神应许

我们会得胜，胜过愤怒，焦虑，恐惧和坏脾气，胜过任何我们肉体上被捆绑的地方。

神应许我们会得胜，但是必须一方面一方面地来。所以主在这里说：我只会渐渐地，而不

是在一年内就把它们赶出去。耶和华不会让我们立刻进入全部的得胜，而是让我们在救主

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逐渐的长进。神在这里一再重复祂领我们得胜的步骤，直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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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那地为业」。

「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非利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

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 出埃及记 23：31－

32）

接下去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没多久就违背了这条诫命。他们和基遍人立了约。等我们读

到那里的时候，就会看到他们不顺服的后果。

「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事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

罗。」（出埃及记 23：33）

后来，他们真的落入网罗之中。

第二十四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答，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我这

里来，远远的下拜。惟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

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

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出埃及记 24：1－3）

空口说白话真的容易。当摩西告诉他们神的这些典章时，他们随口就说：「凡是耶和华所

说的，我们都会遵行。」就好像有人说：「主啊，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说起来容

易，但是很快的我们就会反悔说：「哎呀，我当初不是这个意思，那只不过是个比方而

已。」

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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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

在盆中，一半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

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

立约的凭据。」（出埃及记 24：4－8）

这就是以色列人被牺牲的血撒身洁净的经历。新约希伯来书里说的立约的血就是指这里。

希伯来书说，在律法以下，所有的对象都要用血来洁净。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凡物都不得洁净。

我们在基督里立了新约，也是凭着基督的血得以成圣。新约是更美的约，因为前约已经被

废弃。旧约已经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旧约的条件是百姓要忠实地遵守神的所有戒命。

但是，结果他们并不忠实。

所以神就在基督里另立了一个新约。这个约建立在神会成就祂的应许的基础上。因为新约

建立在神的信实上，所以新约到如今依然坚立，永不失效，因为神永不失信。

我多么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我能与上帝立下这个新约，永远有效的约。我深信神一定会

成就祂在耶稣基督里的应许。新约不是靠我们的忠心和行为。我不需要付任何代价，只要

相信神必会做成祂的工。我不需要寄出那二十五美元。

摩西，亚伦，拿答，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

神，祂脚下彷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出埃及记 24：9－10）

他们看见神好像站在一个玻璃海上面。就像约翰在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所说的一样：「在

神宝座的前面有玻璃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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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说：「等一下，这里说他们看见神是什么意思？」在约翰福音中，约翰曾明明宣

告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祂表明出来，」那么这里说他们看

见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

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必须以经解经，就是以圣经来辅助圣经。既然我们有这么明确

的话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祂表明出来，」别处圣经也曾经说

过：「人若看见神就不能存活。」

因此当有人说，「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和这些玻璃海」，我必定要假设他们也许是在异

像中看见神，就像以赛亚和以西结和其他见过神的人一样，他们并不是看见神的本体，因

为人不可能有那样的经历。圣经明明说，从来没有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见过神。

祂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

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版，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

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

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珥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摩

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祂从云中

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

山上四十昼夜。（出埃及记 24：11－18）

摩西上到山上后，耶和华就指示他建造会幕的细节。会幕是耶和华和以色列人相会的地

方。神指示了他会幕的尺寸和会幕中各种物体的样式。

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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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是，神指示摩西会幕的样式时，不是从会幕本身开始，而是从会幕里的器具开始。

所以在二十五章，我们会读到会幕里用的各种不同器具。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

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

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作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

嵌在以弗得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

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出埃及记 25：1－9）

这里说到，百姓应当来奉献，奉献有什么条件呢？就是要甘心乐意。在新约里，关于奉献

是怎么说的呢？

各人要随本心所琢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哥

林多后书 9：7）

奉献，绝对不能强迫，也不能有压力，更不能用写信骗人的方法来得到别人的奉献。神绝

对不要你奉献了以后，又后悔。这是神最不希望发生的事。

如果有人给你压力，要你奉献，结果你奉献了，但不是出于甘心乐意，只是因为有人给你

压力。要你这样做只是出于压力，事后你就会后悔自己的应承或奉献。

在你收到一个通知告诉你：「你所承诺的奉献已经过了一个月了，我们还没收到你的消

息，教会依靠你们信守承诺。」你心里一定会说：「哎呀，我必须要写一张支票了。」你

心里可能有点生气，而神并不喜悦这种奉献。

神会说：「你留着吧，我不要你的钱。」祂不愿意你在奉献上有任何埋怨。勉强的奉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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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不喜悦的，强逼的奉献也是一样。神宁可让你自己留着。如果你不能欢欢喜喜地奉献就

不要奉献。如果你感到奉献得很无奈，神就不会承认你这笔奉献，你也不会得到任何奖

赏。

因此，你如果不能开开心心的奉献给神，倒不如不奉献。如果你奉献以后感到懊恼，不如

一开始就不要奉献。

有一天我收到一个人来信说，他到我们教会聚会很不开心，因为他在聚会中间到外面去抽

烟，抽完烟要进来的时候，招待的人不让他进来。因为他想在房讲道结束以前，回到他第

一排的位子和他女朋友坐在一起。结果负责接待的弟兄不让他进来，所以他很生气。

他在信上说：「我花了两块钱放在奉献箱里，他们还不让我进去。」所以我就寄还给他两

块钱，说：「这样的事让我很难过。」我之所以难过，并不是因为招待不让这个人进来，

而是因他奉献的态度。

我告诉他，他这种奉献的态度，神是不会要他这两块钱的，如果他奉献了两块钱后，又反

悔，那最好不要奉献。如果我现在讲了一些让你不高兴的话，让你后悔了，没关系，聚会

完后你可以来找我，你几分钟以前奉献的钱，我一定还给你。

我们不愿为神的国，收任何勉勉强强的奉献。神不想要，我们也不会要。最糟糕的是，你

奉献给神，事后又反悔。

我很不喜欢听见人说：「我很高兴能来帮助你。」来了以后，他却事事都表现得很勉强。

有时，一些人答应给你一样什么东西，在你接受后，他可能会后悔。所以我要跟大家说，

如果你不是真的要给，就不要许诺。我受不了别人说好要给我什么东西，事后却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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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发现有人的奉献是勉强的，我就会尽快的把钱退回去。我们不要这种钱，神也不会

要。神愿意人们欢欢喜喜的奉献。我相信神会悦纳你们的奉献，当你们说：「神啊，我感

谢你，让我有机会奉献。」或者说：「这是属于你的，请收下。」欢欢喜喜的给，神悦纳

这种奉献，神会加上祝福。如果你不能用这种态度奉献，那你就不要奉献。

神告诉摩西：「你要把约柜放在至圣所里面，」至圣所就是会幕的中心，也是他们要遇见

神的地方。

请注意，在这里神说：「要照我指示你的样式造会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要谨慎按着我指

示的样式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会幕是一个小模型，就是天堂的缩影。如果你想要知道

天上到底是怎样的，想知道天上的情形，你就可以看看会幕，因为它是天堂的缩影。

神是在地上建一个天堂模型，让人可以稍微了解在天堂神的宝座及遇见神的地方是什么样

子。因为会幕是一个小模型，所以神说：「要非常谨慎的照着我所告诉你的样子去做。」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雕刻基路伯的原因。因为在天堂神的宝座上面有基路伯。在神的宝座

面前有一个施恩座。

他们首先要做的是一个柜子，叫做约柜，用皂荚木的材料，外面包金，四十五英寸长，廿

七英寸宽，廿七英寸高，像一个箱子。箱子上面的盖子叫做施恩座。

首先这个箱子叫做约柜。在约柜里面放有两块石板，上面刻了十戒。约柜里还放了一个罐

子，里面有吗哪，是耶和华在旷野供应他们的食物。第三样放进去的是亚伦的杖，是亚伦

支派祭司职分的标志，这根杖开过花，发过芽。这三样东西就是约柜里放的物品。

箱子上面的盖子就叫施恩座，这个施恩座也是用皂荚木做的，外面包金。在施恩座的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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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上有基路伯，是用精金刻出来的。他们面对面，翅膀高高的伸开。两个基路伯就在箱子

的上面，当你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就可以稍微了解，在天堂神的宝座前面，有 基路伯敬

拜神。

你可以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十章，还有启示录第四章看到一点有关天上的景象。而地上

的会幕则只是天上景物的模型。

这些事都说到至圣所里的唯一物件，至圣所是会幕中长，宽，高十五英尺的立体小屋。接

下来是第二样器具——放陈设饼的桌子。

「要用皂荚木作一张桌子，长二肘，宽一肘，高一肘半。要包上精金，四围镶上金牙

边。」（出埃及记 25：23－24）

这个桌子是圣所中的物件。你进入会幕时，首先进的是圣所。面积约十五英尺乘三十英

尺。在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隔开。除大祭司外，任何人都不能进入至圣所，而且

一年只可进入一次。

他们做的约柜其实就是一个小箱子。它的四角都有金环，另外还做了二根配套的杆子，外

面包金，可以穿过金环。所以每一次会幕向前移动的时候，就要抬起约柜，抬的人不能碰

约柜，只可用杆子抬约柜，共要四个人一起抬。

陈设饼桌子也是一样，也要安上四个金环，让抬的人用包好精金的杆子穿过去，好抬起这

个桌子迁移。他们每次抬桌子的时候，只能让杆子穿过金环，人不能碰到桌子。

在这个桌子上，必须一直放十二个饼，每个礼拜换一次。这十二个饼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

支派。当祭司进入这个十五英尺乘三十英尺的圣所时，在他右边是包金的桌子，有三十六



13/15

出埃及记第二十三至二十五章

英寸长，十八英寸宽，廿七英寸高，上面还有十二个饼。

在他左手边则是一个用精金打出来的金灯台。

「要用精金作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干，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锤出来。」（出

埃及记 25：31）

我现在手里拿着与金灯台相似的铜灯台。但是以色列人的金灯台是纯金做的，显然没有这

么粗。他们刻的杯与球，花都非常的精致，每个杯都像信花。杯里有油和灯心，好让这个

灯台一直点着。

祭司的责任之一，就是要把杯里面装满油，留意不让灯台熄灭，一直点着。因为它是整个

会幕里的唯一亮光。它象征着神的心意——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成为世上的光。

所以当祭司进入圣所，右手边有十二个陈设饼的桌子，是包金的桌子；左手边是精金的灯

台，有精金的杯，杯中装满了油，代表神盼望以色列人成为世上的光。

讲到这里也许你会问：「如果这是给以色列人作象征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要放在教会里面

呢？在教会里我们为什么不放一个十字架或是其他的东西，而要放这样一个好像蜡烛台的

灯台呢？」因为在教会里放烛台，在新约里的意义是教会里基督的同在。

所以启示录一章，约翰说：「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基

督右手握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基督对约翰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

七星和七个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灯台

是个非常美丽的象征，代表基督与教会同在。

虽然我们很感谢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十分感谢神，但是我们如今事奉的不是一个死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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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主，我们所事奉的是一位复活的救主，衪如今活着，行走在教会中间。

所以我们不想只纪念祂的死，那个挂在十字架上的主。我们愿意纪念这位已经复活，与我

们同在的主。祂行走在我们中间，要服侍我们，满足你我的任何需要。复活的耶稣基督就

在这里，要服侍你，带领你度过这个礼拜。

所以，灯台代表耶稣基督在教会里与我们同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里有这个象征性的

灯台，这对我们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的。接下来，第四十节说：

「要谨慎作这些对象，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出埃及记 25：40）

这里再次强调说：「要照着你看见的样式来造，因为它必须做成天上的模型。」在 希伯来

书也告诉我们：「地上的会幕是天上对象的影儿，」好让我们看到地上的会幕时，稍微知

道一点神的宝座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

在接着读出埃及记以后几章的时候，我们的进度会比较快。因为我只是想给大家一个总体

印象，而不是详细深入其结构细节。尽量给大家一个精简的画面，一个总体印象。

在圣经中，每一个对象都有非常详细的指示，并且也有很多重复的地方。每次一开始的时

候，都会说你们要这样做这个对象。在几章之后又会复述相同的事，只是说他们就如此做

这些对象的。所以，与其让大家觉得不耐烦，不如我尽量快一点。给大家一个总体概念，

让大家自己总结出会幕的结构。

现在，你看见会幕有两个房间，前面是十五英尺乘三十英尺，右边有一个包金的放陈设饼

的桌子，左边有一个精金的灯台，在帘子的前面有祭坛。

在两个房子的中间有一个帘子隔开，帘子的后面是尺寸为十五英尺的至圣所，其中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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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柜，上面有精金的盖子就是施恩座。施恩座的上面有二个基路伯。大祭司每年只有一次

才可进到那里。就是在赎罪日进去为全以色列民祈求神的赦免。所以下面我们会讲快一

点，只在对我们基督徒有重要意义的地方，才停下来稍微解释一下。

好，二十五章就停在这里。现在请大家站起来，我们祷告。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主看顾你

们，保守你们常在祂的爱中，在祂的恩典中。愿你们靠耶稣基督行善，愿主耶稣基督赐你

更美好的交通，使你对祂的同在更加敏锐，愿你得到神的膏抹，使祂的力量成为你的帮

助。愿主祝福你们，愿主耶稣与你们同行，靠祂结出美好的果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