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718（日）每日活水（耶利米書）-賜平安或降災禍的意念 

 蔡維恩牧師 

前言: 「GPS發明家：每人生命應有神」 

       GPS是現代人出門必備的工具，光靠一支手機就可藉此尋找要抵達的地點，

甚至能追蹤定位。然而，這全是出於一個小人物所發明，突破了人的思維、既

定印象，她是美國非裔數學家格拉蒂斯•韋斯（Gladys West）。2018年底，她

獲得美國空軍所頒發的導彈先鋒獎，以感謝其數十年為太空衛星的付出。GPS

原用於太空、軍事等，至今已擴展至車子導航、手機等生活層面廣大，這一切

是她從未想過的事。 

     當時民權運動興起，夫妻倆也想為此盡一份心力，但公務員不得參與示威遊

行。因此，他們認為最好的方式就是改變觀念，為此更努力工作，以此成為他

人模範。因其優異的表現，她也加入開創性天文研究，並確立了冥王星的運動

規律性和海王星的關係，以及其他星球的運作。她藉數學運算創造衛星無線導

航系統，系統提供地理位置、時間資訊，這就是現今大眾所使用的「GPS全球

定位系統」。 

 1998年退休後，格拉蒂斯的生活依舊忙碌，不僅完成了哲學博士學位，更撰

寫了回憶錄。今年已 88歲的她，回頭看這一生才驚覺全是神的作為，不論她的

生命通往何種階段，神都不斷在其生命中動工。 

這使她感到相當激動，儘管她擁有多采多姿的職業生涯、豐富的成就及眾

人的肯定，但這一切不是靠她一己之力所得，全是歸功於那賜予她所有的上

帝，更肯定說到，「我認為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應該有上帝。」因著神，格拉蒂

斯勝過人們對於種族的偏見，向人證明依靠祂的人，擁有豐富、意想不到的賞

賜。 

台灣比較沒有機會思考「種族偏見」的問題，但在美國，就會因為出生為

黑色膚色，人生就可能受到很大限制與偏見制約（只能某些領域專長）但對格

拉蒂斯•韋斯而言，因為與主對焦，人生有不同的突破與見証，所以每個人都

應該有「信仰的 GPS」，在人生遇到叉路時，知道走正確的路，讓主領導進入生

命的迦南地。 

 

一、思考的焦點.  

1、我們生命是有「信仰 GPS系統」以至於我們走錯路時，又能及時回轉定

位，走到應到的人生目標？ 

2、我們人生道路，遇到困難、攔阻，甚至是迷路時，第一個念頭懷抱著上帝所

賜平安的意念或是降災禍的意念？ 

 

參考經文：《 耶利米書二十九:10-14》 

29:10 「耶和華如此說：為巴比倫所定的七十年滿了以後，我要眷顧你們，向你



們成就我的恩言，使你們仍回此地。 

29:11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

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29:12 你們要呼求我，禱告我，我就應允你們。 

29:13 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 

29:14 耶和華說：我必被你們尋見，我也必使你們被擄的人歸回，將你們從各國

中和我所趕你們到的各處招聚了來，又將你們帶回我使你們被擄掠離開的地

方。這是耶和華說的。 

 

二、經文背景 

         在西元前 586年，也就是距今 2597年前。歷史上發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

情，就是上帝的選民猶大國，他們被巴比倫滅亡。巴比倫當時的國王叫做尼布

甲尼撒。猶大國被巴比倫滅亡，耶路撒冷城被攻陷了，聖殿被毀，很多老百姓

被殺。 國家亡國，宗教也瓦解的慘境。 

    在猶大國被滅亡之前，先知耶利米被上帝差遣去跟以色列人民預言：「耶和華

如此說：為巴比倫所定的七十年滿了以後，我要眷顧你們，向你們成就我的恩

言，使你們仍回此地。 

      當神對耶利米說：「你去告訴以色列人，神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

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不久以色列人就被巴比倫擄走了，以色列人不能明

白。以色列人雖然被擄了，但神的應許是不會改變的，七十年以後他們要回

歸。果然到波斯王古列時就讓以色列人回去耶路撒冷，以色列人就回耶路撒

冷，然後重建聖殿，在西元前 516年將聖殿重建完成，正好距被擄時七十年。

所以神認為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還不算，重建聖殿才算，所以神很看重教會祂

的家。而且無論是「離家無論多遠，只要有心，就能回轉歸家」 

當以色列人被擄歸回之後，他們不敢再拜偶像。他們以前不喜歡讀神的

話，歸回之後就喜歡讀神的話，而且他們還翻譯聖經，把希伯來文的舊約翻譯

成希臘文，叫做七十士譯本。他們以前不喜歡聚會，被擄歸回之後喜歡聚會，

而且他們還建造會堂，耶穌時代的會堂就是他們在被擄歸回之後設立的。他們

以前不愛神，後來就變得愛神。經過「苦難」的管教，有了新的生命呈現。 

 

三、啟示: 

（一）真平安或假平安？ 

   「耶和華如此說：為巴比倫所定的七十年滿了以後，我要眷顧你們，向你

們成就我的恩言，使你們仍回此地。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

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耶二十九 10-

11） 

當時百姓背離正道，他們徹底敗壞。拜偶像無法「行公義愛憐憫」，這些百

姓他們在欣嫩子谷獻孩童為祭，他們膜拜異教邪神，把偶像引進神的聖殿，神



曾經命令他們不可造偶像，他們的生活腐敗，婚姻破裂。耶利米最痛苦的一件

事就是很多人自稱是先知，傳達的卻是不合神心意的信息，專講百姓想聽的

話，說什麼平安平安，其實根本沒有平安，你們說別擔心，災禍不會臨到，因

為耶路撒冷是神的城，他們竟然敢說這座聖殿可以保障大家的安全，他們早就

把聖殿變成一個賊窩了。從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虛謊。他們輕輕忽忽地醫治我百

姓的損傷，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耶八 7-11)” 

耶利米要說的是，不要自以為你們是神的百姓，就不會受審判，現代人也是

如此（情緒勒索問題）！耶穌有關地獄的警告，大多是給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聽

的，可惜很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根本就不怕地獄，他們認為基督徒不會下地

獄。耶利米當初要糾正的正是這種心態，別以為我們是神的百姓就可以避掉審

判，別以為審判只會臨到別人身上，不會臨到我們身上。保羅就提醒重生得救

的基督徒，我們將來都要來到基督的審判台前，我們因信稱義得拯救，但最後

還是因所作所為在主前受審判，所以耶利米說這些假先知跟祭司要負很大的責

任 

「沒有悔改，就無法有真正的安平」，因為上帝生氣，那會有平安？。其實

我們要守約定的愛，才能正的平安。我們追求這世界的成功和外表的華麗，導

致我們背離信實的上帝，失去那用永恆的愛愛我們的上帝。我們常因個人利

益，而忽略上帝的公義，以致落入爭競和搶奪的戰爭之苦。我們開始產生埋

怨，抱怨上帝離開我們，卻忘記我們並未放棄自己的自私和仇恨，回到那永恆

拯救者的懷抱。只有在上帝的裡面，我們才有真正的安息和平安。 

同樣地，當我們回到上帝的話語，就能再一次得到從上帝來真正的平安。我

們之所以能經驗到上帝永遠的愛和恩典，是從放棄從外來的慾望和權力開始；

當我們回轉向上帝，聆聽帶給人生命的話語，會讓我們用新的眼光來觀看生命

的光景：1.了解上帝的國不在這個世界。2.上帝的拯救並沒有離開，而是人背離

了上帝的約，離開了上帝的榮耀。3.上帝的話語時常提醒我們，只是我們不常

安靜去聆聽。4.不脫下俗世骯髒的鞋，就無法進入上帝臨在的榮耀中。 

 

（二）降災禍或得祝福？ 

     「你們要呼求我，禱告我，我就應允你們。 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

必尋見。」（耶二十九:12-13） 

以色列人的聖殿被毀，聖殿裏的器皿被擄到巴比倫去，我們就會很困惑為

什麼會是這樣？我們還以為巴比倫的神比我們的上帝厲害，其實不是！神根本

就不太在乎聖殿，神在乎的是我們是否謹守遵行祂的話！即使是付出「國家滅

亡」「聖殿毀壞」代價，也在所不惜。但奇怪的是，那些以色列人被擄到巴比倫

去了，在那裡被培訓，做一些有辱民族尊嚴的事，但是神卻說他們是好的無花

果樹，留在以色列的，神卻說他們是壞的無花果樹，這件事簡直是超乎我們的

想象。神保守祂所要揀選的，神所拋棄的，神就讓他們經歷咒詛、經歷瘟疫、

經歷飢荒，直到他們在地上國家的滅絕，遇到苦難管教後，當以色列人放棄用



自己的手段和慾望偏行己路，重新以上帝為中心來生活，不再因為自己的成就

而驕傲，就不再落入自己所設下的網羅。重新會回到主面前，所以苦難唯一目

的，就是再度能回到主面前，這對人是極大的震撼。 

我們人生遇到苦難，有時如同舊約「約伯記」一樣。心想自己又沒有做壞

事，得罪神，為什麼這麼痛苦的事會發生在他身上？自己「無辜受苦」，而神似

乎隱藏起來，讓他投訴無門，充滿疑惑、恐懼，身心靈飽受煎熬，這是「約伯

的苦難」！（這是我們遇苦難，第一個考驗，上帝是賜平安或降災禍的意

念？） 

      其實人生苦難原因很多，有時是己罪的問題（耶利米時代）、撒但攻擊、別

人與社會因素、或是上帝的考驗。不管原因如何，苦難都有「神聖目的」。神愛

祂的兒女，絕對不會讓他們白白受苦，神利用苦難創造機會，讓我們在當中煎

熬，破碎我們驕傲的「己」，拆穿我們的「屬靈面具」，讓我們清楚認識自己的

真面目，好叫我們能真正謙卑下來傾聽神的聲音！  神藉苦難來煉淨我們，把我

們從困苦中拯救出來，進入廣闊美好的山谷，使我們享受豐盛的生活！ 所以苦

難逼我們回到主前，及時回頭，災禍就成為祝福。 

  「你們要呼求我，禱告我，我就應允你們。 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

我，就必尋見。」（耶二十九:12-13）當我們安靜我們的心，進入上帝的裡面聆

聽上帝的聲音，我們會看見一幅美麗的畫面：我們會感受到，上帝像一個父親

以不變的愛，信實的守護著祂的子女，祂老早就準備聽我們的禱告，且應許尋

求者必尋見上帝；我們有沒有放下自己錯誤的判斷，與那位信實的上帝親近

呢？還是我們仍充滿著許多對上帝的埋怨和憤恨呢？祂的信實和平安一直都

在，只是我們有沒有回歸進入上帝的榮耀？ 

今天很多人錯了，因為人盼望的是環境改變，所有事順利，不是，所謂

「禍福與共」「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盼望是回歸神的呼召裡，回歸神裡面。

當你回歸神最初的呼召裡，你就會經歷神的眷顧、神的平安、神的智慧、神的

知識，你經歷這一切，原來都在神的知識裡，而這些知識要引導你更深認識

神。這才是真的平安，才是化災禍成為祝福。不要在人裡、在環境尋找，你要

轉向神，你要轉向神，專心尋求祂，你就會看見神的意念在你生命裡發生，你

會經驗真正平安、盼望。求神憐憫我們。 

       「一切沒問題，禱告就可以」。遇到困難，基督徒都會建議：向主禱告。難

道每當遇到困難，只要把一切交給神就好了麽？那我能做什麽呢？我的意義又

是什麽呢？難道要這樣，如此無力，如此被動？當我們說交給主的時候，是說

把那件人事物的主權，轉移給主，而不是說放棄那些人事物的本身。當我們把

主權轉移給主之後，我們會發現神是最好的主人，祂會用愛管教我們，也會用

光引導我們，還會用祂複活的生命給我們超越消沈的能力，並用聖潔的性情，

讓我們脫離凡俗的糾結。你如果願意主動把主權轉移給神，就會發現這位「老

板」真知道如何把你培訓成一位更主動更積極，有更大功用與價值的人。 

 



有個故事說道。在一場船難中，唯一的倖存者隨著潮水，漂流到一座無人

島上。他天天禱告神，能夠救他早日離開此處，回到家鄉。他每天注視著海上

有否搭救他的人，但除了汪洋一片什麼也沒有。後來他決定先建造一間簡陋的

小木屋，以保護他在這險惡的環境中生存，並且能保存他所採集到的東西。 

有一天他採集食物回來，發現小屋竟然失火了，濃煙不斷向天上竄。 

他所有的東西，在一瞬間通通化為烏有。 

悲痛的他，氣噴的對天吶喊著：「神阿!你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我!」 

第二天早上，他被一艘靠近小島的船隻鳴笛聲吵醒，並且獲得救助，到了船上

時，他問船員說：「你們怎麼知道我在這裡?」 

「因為我們看到了濃煙。」他們回答說。 

 

在疫情下，我們時常不明白神的心意，甚至還會因著神沒有照我們的想法

去行而責怪神，但要記住「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

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好結局，有指望。」（耶二十

九:11）原來，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著利益。（羅馬書八 28） 

 

（三）新出埃及記 

    「 耶和華說：我必被你們尋見，我也必使你們被擄的人歸回，將你們從各國

中和我所趕你們到的各處招聚了來，又將你們帶回我使你們被擄掠離開的地

方。這是耶和華說的。」（耶二十九:14） 

        「上帝的餘民」會回來重建聖殿，他們不必絕望，在巴比倫世俗中「自我

放逐。」  「我想起這事，心裏就有指望。」（哀三 21）耶利米明明心裡憂悶，

為什麼心裡還有指望？因為他在裡面發現神能夠再一次復興以色列國，他發現

若神不允許，這些事絕不會臨到我們當中。他後來發現，若神允許就有神的美

意，所以他的心裡就開始有了指望。親愛的弟兄姐妹，這是一個很大的祝福。

雖然心裡憂悶，但當聖靈感動他的時候心裡就有指望。  

    「我們不致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是因他的憐憫不致斷絕。」（哀

3:22）因為耶利米相信以色列國還要再起來。親愛的弟兄姐妹，你有沒有這樣

的信心？有一天你的家庭、公司、人際關係還要再一次復興起來。耶利米發

現，原來以色列國沒有完全被消滅，還有剩下的餘民，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

愛，是因神的憐憫不致斷絕。神對你的憐憫，也絕不致斷絕。現代基督徒要清

楚一件，因為我們再重演「出埃及進迦南」的歷史故事。我們是「上帝的餘

民」要回轉重建「合主心意」的聖殿。 

      以色列人在歷史上不只一次出埃及（Exodus），在進入迦南後仍有其他被喻

為「再出埃及」的事件，分別記載在以斯拉記和四福音書裡。以斯拉記：以色

列人視從波斯歸回重建耶路撒冷是「第二次出埃及」（Second Exodus）。以色列

人在主前 586年被巴比倫擄去，文化和宗教被邊緣化、生活寄人籬下，他們天

天盼望歸回。七十年後，波斯滅了巴比倫，波斯王古列亦被神的靈感動，「特



赦」以色列人回去重建耶路撒冷聖殿（拉一 2）和城牆。從那日起他們不再是

被擄之身，而是有獨立的主權，回去重建神的殿，再次獻祭和教導妥拉。這亦

是一次實質的拯救和主權移交。 

四福音書：有學者稱耶穌的福音是「新出埃及」（New Exodus）。是因為神

與人在當中立了新的約。耶穌來就是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太一

21）。那時，以色列人同樣活在羅馬的暴政下，過著二等公民的生活。他們終日

盼望著彌賽亞到臨，復興以色列國，期盼第三次的出埃及（Third  xodus）。然而

結果不似他們所想的，耶穌的確是來拯救祂的子民，但不是從羅馬政權，而是

從罪惡和死亡中；祂在十架上成就救恩，為要叫人得著豐盛生命（約十 10）。

這又是一次主權移交，我們的生命從被罪惡掌管，到重新以基督為主。三次

「出埃及」，以色列民同樣活在暴政（埃及、巴比倫、羅馬）下，神卻用不同方

法拯救他們。三次主權移交：從埃及作奴隸到與耶和華立約；從被擄巴比倫到

歸回耶路撒冷；從罪惡操控人心到基督作王掌權。頭兩次是「實質」的拯救；

第三次（新出埃及）不是「實質」的拯救，卻是「本質」的拯救。這就是主對

我們現代基督徒的呼召。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耶三十

一:31）神藉著耶穌跟我們立「新約」。什麼叫「新約」？這個新約是跟每一個

人立的。「應當向他唱新歌，彈得巧妙，聲音洪亮。」（詩三十三:3）神要我們

唱「新歌」。「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又說：你要寫上；因這

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啟二十一:5）神要將一切都「更新」。「若有人在

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五:17）若你在

耶穌基督裡面，你就是「新造」的人。「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

你們裏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結三:26）神要把

「新的心」跟「新的靈」放在你的裡面。「看哪，我要作一件新事；如今要發

現，你們豈不知道嗎？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賽四十三:19）

神要為你做「新事」。    如同「信仰 GPS」一般，不管我們離開家多久，多遠，

只是有心、有導航，永遠會到家，這過程就是生命見証神蹟的故事。 

 

四、自己的感受 

      《申命記》是寫給基督徒的，你若謹守遵行，就蒙祝福；你若不謹守遵行，

就必受咒詛。不要再做無知的基督徒！只不過，透由新約的思考。我們就清楚

「信仰 GPS」的意義，若不照導航走，照自己心意，就可能迷路，甚至進入危

險困境，但不管迷路多遠，總是悔改連上 GPS，人生就有出路，無論自己經歷

如何荒謬，這都可能「災禍變為祝福」的生命故事。「只要方向對了，就路就可

以繼續走」。 

       

 有一位年輕人問到中國首富馬雲這樣一個問題：「您能不能給我們年輕人指

一條成功直線，讓我們在成功的路上少走彎路？」馬雲語重心長地回答道：「不



能！成功從來不可能只走一條直線，成功就像登山一樣，只有不怕挫折、不怕

磨難，才有希望登上山頂。」成功的道路從來就不是一條直線的道路,美國著名

生涯策略規劃大師提出"通道理論"(corridor theory)來解釋這個神秘的現象,他說:

所有創業主或追求成功的專業人士,即使做好最佳的準備,加上事前詳盡的規劃,

在通往最後成功目的地的道路依舊是一條曲折的道路,一開始你會看到遠方成功

的目標,你會沿著一條直線的通道往前行,走到半途你一定會遇到一堵"透明之牆"

擋在通道上將你與目標阻隔起來,接著你會試圖用各種方法想找出其他開口,或者

你會用力試圖撞破這堵透明之牆,多數人最後精疲力竭後,就會承認失敗退回到出

發點,再重新尋找下個新目標,重新計畫再出發,結果你會發現新的通道在半途中

永遠都會出現"透明之牆".真正的成功者是當大多數人放棄目標時,依舊奮力不懈

一定要突破這堵"透明之牆",絕不放棄目標,這時在"透明之牆"的兩旁,就會打開一

道門出現另一條新的通道,你沿著新通道繼續往前行,途中你還會遇到新的透明之

牆,這時你有先前不放棄的經驗,再次努力不懈試圖突破新的透明之牆,這時新的

通道又會打開,你就會離目標更近了,最終你會理解到成功之路原本就是曲折的,

只要你永不放棄自己的理想目標,不管遇到任何困難與障礙,最終還是能達成你的

夢想,反之,當你第一次遇到透明之牆就放棄目標,接下來你就會一直在追尋新的

目標,遇到新的透明之牆,再放棄,直到你不再相信自己能夠成功,任憑自己隨波逐

流直到死去.所以成功只有兩個要件:清楚的目標與永不放棄的勇氣,最重要的有

「信仰的導航」,祂會在通道中為你適時地打開機會之門,引導你走上新的成功之

路. 

    比汽車更需要 GPS的是人的心靈。   一位哲人說：“心若簡單，世界就是

一個樂園；心若復雜，世界就是一個迷宮！”   人生之路漫長，但關鍵只有幾

步。”決定人生輸贏的不一定都在起跑線，也很可能在轉折點。試想，如果不

犯方向性錯誤，生命將徑直走去，我們將會節約多少時間，省去多少痛苦，免

去多少波折，少走多少彎路？   不能不想到當年以色列人繞行曠野的經歷，那

與其說是他們地理上的錯向，不如說是他們心靈上的迷途。試想：發不完的怨

言和任性、拜不盡的偶像與假神，以及永遠也滿足不了的肉慾和貪戀，這些都

讓人之心靈時常處在翻江倒海、蒙昧無知的光景中，迷途而不知返，遠離而不

知歸！ 

對於今日的不少基督徒來說，《詩篇》中最熟悉的一節經句也許就是：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詩一一九∶105）而這“腳前燈、

路上光”，不就是心靈的 GPS嗎？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樣一台心靈的 GPS，

我們就可以清楚自己所處的位置，了解自己與目標的距離，最重要的是能準確

判斷自己需要前行的方向。從而讓生命之色回歸本真，在精神泥潭中突圍，鎖

定新的人生坐標，讓滿是皺紋的心靈舒展綻放！   然而，GPS是要升級換版的，

不然，陳舊的信息怎能跟得上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舊裝的一套 GPS儘管功能

完好，卻會帶我們走上已經消失的路。所以，我們不能對眼前的新鮮事物視而

不見，而需要“心意更新而變化”，擁抱這個時代，進而為這個時代提供可以



告人的信息。     

    有一位出生就殘障的姊妹，雖然肉體軟弱，但她對信仰的熱誠從不因病痛而

消減，反而四處為主作見證。曾有人挑戰她：「如果妳所見證的上帝是無所不

能，祂為什麼不行神蹟讓妳脫離殘障？」她微笑堅定地說：「朋友啊，若上帝讓

我脫離殘障，的確是一個很大的神蹟；但如果上帝讓一個人在這麼大的殘缺

中，都還能喜樂的生活在每一天，並有活力四處見證，這豈不是一個更大的神

蹟？」 

      

 

五、結論 

      親愛的弟兄姐妹，神向我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求神幫助我們，苦

難只是過程，不要再去問為什麼，乃是要問主在這件事情上面要我學什麼。你

就會發現，回頭一看都是神恩典的祝福。沒有疾病哪裡有醫治？沒有苦難哪裡

知道平安喜樂的可貴？沒有經過磨難哪裡會成長？求神幫助我們。在這新的一

年裡面我們可能會遇到苦難，但親愛的弟兄姐妹，你有沒有信心？神向你所懷

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讓我們成為「上帝的餘民」有新

的心，新的靈，為主重建聖殿，為主在這個世代做新事。 

 

討論題綱： 

 

1.你有平安嗎？你認為什麼是真正的平安？ 

 

2.你從耶利米的勉勵中，得到什麼樣的提醒與學習？ 

 

 

代禱事項： 

 

1.為自己不論在什麼境遇中，都能活出真正平安的生命祈禱。 

 

2.為這個沒有平安的世代與社會祈禱，願這世代的人能夠認識真理，領受從主

而來的真平安。 

 

 

祈禱文： 

 

親愛的主！求祢讓我全心依靠祢，而活出真正平安的生命，進而影響我的家

人、朋友，使我在教會與社區中，都能成為祢美好的生命見證人，更讓祢的愛

可以透過我的生命，讓人領受到「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禱告，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在疫情下，思考近來生活中一件困擾擔憂的事，並從上帝的話中操練、經歷

從主而來的真平安。 

 

2.找一個需要幫助的朋友，分享你的生命見證，帶領、陪伴他，讓他也能領受

生命中的真平安。分享在疫情如何有新的心，新的靈，新的歌，與為主作新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