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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世協

陳世協院長，為新加坡神學院新任院長，

曾在芳泉谷第一華人浸信會牧會，擔任

國語堂牧師 10 年之久，曾跟隨洛杉磯第

一浸信教會前任牧師林道亮博士，在牧

職事奉上成長。後來上帝感動回到亞洲，

於 是 決 定 到 亞 洲 事 奉。 為 Talbo t  Schoo l  

o f  Theo logy 教牧學博士。

走出去
我們

在這裡真好，一起敬拜一起

唱歌，基督徒聚在一塊，放

下一切雜事，專一地來學習是非常美好的

時刻。不但如此，大家在一起吃飯聊天溝

通非常快樂。今年夏令會的主題是「同心

合意，興旺福音」，不是陌生的主題。教

會很會出主題，我們常有各種主題，譬如

：「向下紮根，向上結果」。逢到五年、十

年時，我們會想出很精彩的標語，只是標

語出來以後，有沒有行動？我們會辦大會

、特會、培靈會、退休會……都會辦，參

加的人也很踴躍，只不過辦了之後，統計

一下行動的百分比有多少？這是我比較

關心的。你聽我講話的速度快，行動快，

就知道我是一個喜歡行動的人，我喜歡看

到成果，不只是講而已。我們華人教會講

了很多年了，很喜歡講也很會講，措辭都

很好，修辭也修得不錯，但是到底有沒有

行動。海宣一年一年地激發大家宣教傳福

音、教會的差傳年會；如果是美南浸信會

的，每年有兩次的宣教，一個國內一個國

外，都提醒我們要行動，要有宣教要有福

音的工作，可是惟有行動，不曉得為什麼

很難，我必須先承認，我也曾經掙扎了好

久。在洛杉磯牧會得很開心，上帝感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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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亞洲，可是一直走不出來，走了四年

才走出來，我自己是過來人。在這些眾所

周知的信息裡，我們可以再告訴你：福音

的重要；那一個地方有很多人需要福音；

那一個地區，我們中國人有一個特殊的身

份，可以產生什麼成果。可是能不能走出

來？有沒有辦法走出來？這可是另一個

大問題。

這次大會請孫約翰牧師講「同心合

意，興旺福音」，我就從另一個角度切入，

來談怎麼走出來。怎樣承接使命，怎麼願

意走出來。是什麼東西幫助我們願意走出

來？是什麼因素把我們卡住不能走出來

？希望從這個角度與孫牧師配合，能帶給

弟兄姐妹更多的祝福。

我選擇了約書亞記，因為約書亞記

是去年我接受做院長時，給我的一個非常

非常大的祝福。約書亞的故事大家可說耳

熟能詳，從做小孩子到上主日學都聽過不

知多少遍了，當我們真正需要時，那信息

就摸到了我們的心。

談到行動時，會牽扯到改變，我們

害怕改變，改變帶來張力，要付出代價，

舒適的生活也受到影響，要做出調整。必

須要放下過去的一切習慣，生活方式。願

意像一張白紙，請上帝自己來更新、指責

、破碎、調整。除去石心換一個肉心。我

們向主說：請祢自便，請祢隨意來改變我

，求恩主再次得到我們。這次三堂的信息

，我用約書亞記的三個重要的關卡，來一

起思考怎樣走出來；怎樣進入宣教，怎樣

進入福音的工作；怎樣走進上帝所呼召我

們的服事行列裡一起為主工作。

神人相遇承接使命

約書亞記第一章，是一個行動的開

始；是一個人與上帝的相遇，在那個相遇

裡就擦出火花來。約書亞記第一章是上帝

給人的一個呼召，給人的一個肯定，幫助

約書亞走出來。

書 1:1-5，這是約書亞從上帝領受一

個呼召的時刻，是一個非常神聖的時刻，

帶給他一個清晰的使命，使他能夠承接起

接班人的工作，能繼續完成上帝在以色列

人中所要完成的心意。其中最精彩的在第

二節：「我的僕人摩西死了。現在你要起

來，和眾百姓過這約但河，往我所要賜給

以色列人的地去。」上一代會過去，偉大

的屬靈領袖會過去，至少到現在還沒有一

個人是不死的。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人

能夠一輩子，精力充沛，轟轟烈烈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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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息地為主工作。在人類的歷史中都是一

代一代地傳承，因為人的生命有限，時間

、精力有限，不能永遠靠著那幾個老前輩

，資深的牧者，或最有能力的講員。我們

要培養下一代，要承接使命。上帝說：「

我的僕人摩西死了。現在你…」

從約書亞記一章 �-4 節，我們清楚

看見：每一個時代的使命都是一樣的，沒

有改變，每一個時代的需要都是一樣的

，人的問題都是老問題，就是人有罪，不

會突然沒有罪了，不會突然間解決問題了

。永遠是老問題，使命、需要仍在那兒。

三百年、甚至主許可的話，三千年後，老

問題還是一樣，因為人在罪當中。上帝把

使命交給約書亞時，還是一樣的使命，使

命尚未完成。上帝要約書亞起來，帶眾百

姓過約但河，到上帝應許給摩西的使命中

，上帝要一樣地祝福約書亞，像祝福摩西

一樣；加給約書亞力量，像加給摩西力量

一樣，你們所要得的地是一樣的。使命一

樣、需要一樣，但是人在改變。摩西過去

了，現在約書亞要起來，上帝要揀選約書

亞，要約書亞起來，成為承接使命的人。

我們何嘗不是一樣？從西方的宣教

士領受了恩典，這幾百年得到了福音的好

處，也從西方的宣教士接受了培養，使命

和需要一樣，我們學習效法他們，把福音

從我們的手中帶到世界各地去。可是摩西

死了，上一代過去了，宣教的先賢會過去

的，激發大家進入宣教使命的人會過去的

，他們的聲音在喊了叫了鼓吹了幾十年之

後，會安靜下來的，現在「你」，那是唯

一的變數，就是你。上帝的應許、使命、

要求還是一樣，唯一的變數就是你。如果

任何可以改變，可以扭轉局勢，可以帶來

更新復興的因素，那就是你。在這五節經

文中，什麼都沒有變，只有「你」。因為

摩西死了，過去了。

激發群體愛的教會

當我們要興旺福音，要同心合意一

起建立宣教福音工作時，最終是你跟我

。天下所有的事都是人做出來的──上帝

用人做事。在商業界常說，最好的投資是

投資在人的身上，因為所有的事情都是人

做出來的。有好的架構、好的計劃、好的

產品、創意的思想，沒有人怎麼去做？沒

有人怎會有創意的思想？都是人在做。教

會的福音工作也不會因為蓋了什麼，或設

了什麼基金會就自動會發生什麼事，而是

其中有人在做，上帝最終是在找那個人，

現在是「你」因為摩西死了。我們這個時

代需要有熱情的人，需要有一份感情在心

中的有心人，投入上帝的工作，建立主的

心意。

約翰‧艾傑奇（John Eldredge）的

書很受歡迎，他的書針對弟兄們的問題，

幾年前他寫了一本書，台灣譯為《我心狂

野》為校園出版社出版。他的意思是說弟

兄們不要整天躲在家裡，不要躲在電視機

前，出去面對挑戰，去爬山，去打球，…

這是好的提醒。裡面引用了一個人的話：

「不要問這個世界需要什麼？問你自己，

是什麼事工，什麼事件會令你活起來，興

奮起來，就去做它。因為這世界需要的就



海外宣道雜誌16

夏 令 會 特 別 報 導

Summer Camp  ReportSummer Camp  Report

是這種人，活生生的人，有使命感的人，

有活力有熱情的人，願意投身在不同的工

作為主而做。」不要再問了，不需要再買

宣教手冊的書了。在今天這個網路發展的

時代，彈指之間什麼資料都有了。今天是

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不再是教育宣導的

時代，也不是尋找宣教管道的時代。今天

需要的是活生生的人，還帶著熱情、使命

感，帶著一股願意的心，願意帶來改變的

人，這個人像一團火，把周圍的人都燃燒

起來。約書亞就是這個人。上帝說：摩西

死了，現在你…。「你」，這就是答案；正

是焦點，是你跟我可以改變可以活起來。

電腦、教堂建築、差傳團契不會活起來，

只有裡面的人才會活起來，人動起來，教

會才會動起來。所有的東西都沒有改變，

需要使命，需要方向，神的應許同在、神

的話語是一樣的。現在「你」，這才是最

要緊的。

當我看到一些人活起來時，我非常

興奮。其中最有活力的人就是，華理克

(Rick Warren)，是美國南加州馬鞍峰教會

的創立牧師，這個教會是美國最大型、最

著名的教會之一。我們的教會很希望學《

標竿人生》的典型教會，也希望參加他主

持的研討會激發我們的心。我在電腦裡

每個禮拜收到他寄給牧者的信，牧師牧養

人，也需要人來牧養，我請瑞克華倫來牧

養我，他每個禮拜寫一封信給牧者，鼓勵

、分享、激發一起成長。我也知道許多教

會參加他的研討會，把他的一本一本的書

買回來，運用他對教會管理的智慧，譬如

棒球壘的組織結構，將五個環結拉在一起

，建立上帝的工作。但是，我在神學院中

常常勸我的學生，告訴他們不要只買方法

，只買書，只買結構，只買過程，對你的

幫助還不是那麼大，因為你不是華理克。

最重要的是你必須學到他的心，他的熱誠

，你有沒有學到全心全意相信？這個方法

是最合神心意的，是最必須投資進去的。

你買了書也沒有用，遇到困難弟兄姊妹愛

來不來，工作沒有效果時，你也意盡闌珊

地把書放在書架上，然後再去取經看有那

個方法可以讓弟兄姊妹活起來。你要讀到

他的心，他的心在那兒呢？

他的第一本書《The Purpose Driven 

Church》（中譯：直奔標竿）英文版 395

頁，有一段令人動容的文字：我希望你在

這時感受到我對教會的熱情，我全心全意

地愛主的教會，教會是上帝所發明的最偉

大的一個理念，如果我們愛基督的話，我

們必須愛耶穌基督的教會，也教導別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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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教會，像以弗所書五章 �5、�9-30

節所說：「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顧

惜，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因我們是他身

上的肢體，…」太多的基督徒利用教會，

可是並不愛教會。我只有兩樣的事為主而

做，其一是做一間教會的牧者──一輩子

只做一間教會的牧者；其二是鼓勵別的牧

者，能夠牧養一間主的教會，這是一個最

偉大的責任，是一個崇高的特權，是一個

最高尚的尊榮，是我們沒有辦法想像的。

如果我知道最有效的方法，更有戰略的方

法，來投資我的生命，我一定去做，因為

我不想浪費我的生命。然而，能夠把人帶

到認識耶穌基督，成為教會的會員；能夠

把他們發展起來，成為成熟的門徒，並且

授權他們裝備他們，去做一些事工以及事

奉；差他們出去完成神在世上的使命，是

這個世界最偉大最有意義的工作，我毫無

疑問的認為，這個工作值得我為它活也值

得我為它死。如果你沒有摸到華理克的心

，你建立不起他的事工。如果你沒有像華

理克這樣愛教會，愛到願意為教會連命都

不要了，你恐怕還沒法建立像他那樣偉大

的工作。這是他的心和熱情，一個有心志

的活生生的人。各位弟兄姊妹，現在「你

」，現在是你、現在是我。

基督大愛興旺福音
另一位我很佩服的牧者是海比爾（

Bill Hybels），他在芝加哥牧會，許多弟

兄姊妹去看他的教會，有許多非常有活力

、深度、創意的工作，都從那個教會發展

出來的，每年開的教會領袖訓練班，有一

萬五千人參加。可是，你如果沒有摸到他

的心，你也建立不起那樣的教會，他的書

買再多本也沒用。你來聽聽他的心…

在八○年代時，海比爾從哥斯達黎

加回到美國，在機場轉機時買了杯咖啡，

好好的閱讀著報紙，想知道最近發生的大

事。他聽見兩兄弟在吵架，一個七、八歲

；一個五、六歲，在搶東西爭東西，他心

想：小孩子嘛！可是越吵越大聲，他想：

別人家的孩子別管他，他把報紙拉高一點

，繼續閱讀新聞。接著他聽到「叭！」一

聲，他把報紙放下一看；小的臉上浮起五

條紅色手印，原來被哥哥打了一巴掌，心

想：父母在那兒？怎麼沒人管，別人的事

還是不要惹。再把報紙重新拉高繼續看新

聞。又聽到「波！」的一聲，是拳頭打在

肉上的聲音，再一看那小的孩子倒在地上

，一拳打在他臉上。他有點緊張了，父母

怎麼沒來？他們到那兒去了？他想要站

起身來。那個哥哥的下一個行動，是抓住

弟弟的頭髮，把他的頭撞向大理石的地板

上：「碰！碰！碰！」他受不了，向前抓

住大孩子的手說：「父母在那兒？」就在

這時，地勤人員問：「你是海伯嗎？請你

馬上登機，飛機要起飛了。」他說：「拜託

拜託，請你抓住他的手，不要傷害他的弟

弟，把他的父母找出來，會鬧出人命的。」

他就跌跌撞撞地上飛機了。當他上飛機後

，這一幕他沒有辦法忘懷，他想打開頻道

看一下電影，但是看不下去，在座位前的

雜誌也看不下去，聖靈在對他說話：「不

要忘記這一幕。」一個這樣的孩子，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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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的時候，就用拳頭打人，十八歲之後是

用什麼傷害人？是用刀嗎？槍嗎？這孩

子的父母在那裡？他的家庭生活好嗎？

他的父母愛他嗎？他在學校有沒有朋友

？有沒有人引導他給他希望？如果沒有

的話，他的前途會是怎麼樣？他十八歲的

時候還活著嗎？還是在販賣毒品或搞幫

派？他將來會有一個非常舒適的美國人

的夢想──有一個自己的房子，有一個很

好的妻子，有孩子，過一個非常滿足的生

活？還是將來是在監牢裡渡過一生？還

是其實很早就進棺材了？這個人將來會

怎樣？聖靈在跟他說話，他想著有什麼辦

法可以處理，政治可以有一些新的條例可

以幫助他們嗎？然而，雖然相信政治家的

貢獻很大，可是在九○年代時，有八年的

時間海比爾每個月到華盛頓，跟一些國家

的最高階層一起聚集，來談國家大事。進

到他們的圈子之後，真正發現的不是他們

的權力有多大；而是他們的權力有多小。

為了要連任，為了要代表民選，有很多的

考量。這個不能做，那個不能決定。即使

能決定，可是政治能改變人心嗎？能夠限

制行為，但是能醫治受傷的心靈嗎？能把

恨轉為愛嗎？能帶來悔改、寬恕、和解、

和平，或者能改變那個在機場的孩子？甚

至千千萬萬行為偏差的青少年？答案是

不能。政治不能，商業企業呢？製造就業

機會，讓他們有知識做工程師，有高等的

心理輔導技巧，可以自我了解，這些能幫

助人嗎？海比爾在起起伏伏的情緒裡，他

的結論是：我相信，在這個可憐的星球上

，只有一種力量可以解決人類的問題，那

就是耶穌基督的大愛所施展的能力，這愛

可以征服罪惡，洗淨羞辱，治療傷口，使

敵人和解，修補破碎的夢，於是人的生命

改變了。當人的生命被改變時，世界也就

改變了。每一日緊扣我心的，正是認知那

一份已經賜給教會，能改變人心的大愛的

信息。不用再找了只有一個地方有答案，

教會就是答案，「教會是現代人的希望」。

沒有這樣的認知、心志，你怎麼走出來。

沒有這樣的委身與認同，要怎麼改變？教

會要談改變很難，我曾是浸信會的牧師，

每個月開月會，每個人都發言，每個人都

是高知識份子，沒有博士也有碩士，大家

都各有道理各有理由，我有十個反對的理

由，十個贊成的理由，十個結論。怎樣使

人降服下來，一起來影響社區？除非真正

認知教會真的是世界唯一的希望。海比爾

是這樣認知，於是教會的創意就產生了，

拯救人比你的看法、我的看法更重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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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靈魂比你的面子、我的面子更重要，人

的永恆比你的尊嚴、我的尊嚴更重要。我

們認定這個以後，華人教會才能談同心合

意，同心合意之後，才能談興旺福音。

海宣有兩種人，一種是已經出去的

人，一種是還在這裡的人，你可以看到兩

者的差別，那些已經出去的人活起來了，

充滿活力傳福音，看到一批一批人信主好

興奮，嚐到福音工作的滋味，跟你談話時

臉上帶著光彩。另一種人是繼續抄筆記，

研究什麼叫宣教傳福音的人，然後又束之

高閣的人。現在摩西死了，你肯不肯把球

接過來。還是繼續我們很擅長的研討、思

想的層面。現在你要起來，帶眾百姓過這

約旦河。

擁抱懼怕產生勇氣

約書亞記一章 6-9 節，清楚看出約

書亞在接受使命時他是怕的，聖經記載著

三次的期勉：「剛強壯膽」，可見他是怕的

。他也不想改變，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摩西的棒不好接，摩西是長期的牧者，牧

養了四十年，到處都是他的影子，到處都

是他的影響。接的人若不是謙卑的、努力

的、尊重別人的人，肯定會有困難。約書

亞雖懼怕，但也是有智慧的人，上帝一連

三次的肯定鼓勵他。第一次用上帝的應許

與他同在；書 1:6「神怎樣應許給摩西，

你也會帶領以色列進到應許之地。」第二

次是神的話語與他同在；書 1:7「謹守遵

行我僕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

偏離左右，使你無論往那裡去，都可以順

利」。神的應許給你力量，神的話語給你

力量，神的應許讓你知道整個大藍圖，神

的心意沒有改變，神的話語是一本行動的

手冊，告訴你怎麼進行工作，怎麼帶領百

姓，告訴你進去後怎麼安頓下來，告訴他

們怎麼過一個信仰、敬拜的生活，都在聖

經裡面。有了大藍圖──神的應許；有神

的話──行動上的手冊；第三，上帝再一

次肯定，就是我必與你同在，書 1:9「因

為你無論往那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

同在。」神的應許、神的話語、神的同在

；一再地肯定，因為約書亞實在太怕了，

需要三次、三重的肯定，幫助他走出來。

老實說，我們的內心深處也想出來

，也躍躍欲動，因為過一種呆板例行公事

的生活，久了也沒有意思，可是要出來的

時候，也有一股掙扎：萬一行不通怎麼辦

；萬一到那兒生病了怎麼辦；萬一回來後

保險沒了怎麼辦；萬一我走時房地產跌了

怎麼辦？房地產把我們在美國的生活綁

得死死的，美國的夢都佔據著我們的心。

許多的萬一，上帝的回應是不要怕，我給

你我的應許、我的話語、我的同在，即使

跟隨你的人都背棄你，我還是與你同在，

因為你是我所揀選的人，要出來需要勇氣

，真的需要勇氣。在北美生活的弟兄姊妹

都感受到，美國的生活好像吸鐵一般；吸

鐵式的力量，一吸就被吸住了，如果說弟

兄姊妹喜歡留在美國是為了物質生活，有

點不公平，要生活得舒服，還有很多地方

滿舒服的。在印尼三部車有三個司機開車

，四個孩子每一個一個保姆，廚房還有煮

菜的，另外還有洗衣、掃地的，十個工人



海外宣道雜誌�0

夏 令 會 特 別 報 導

Summer Camp  ReportSummer Camp  Report

多舒服。真正吸引我們的是美國的開放、

人權吸引我們，在極權國家，霸道的政權

，人活得不太像人，人沒有地位。每個人

都有權，連總統犯法都要上電視台舉行公

證會，讓全國人民來聽，這種事情在亞洲

絕對不會發生。在這裡每個人都被尊重，

每個人都一樣，我就是被吸引留下來好多

年。住在南加州又被天氣寵壞了，像天堂

一樣，新加坡的天氣悶熱、潮濕，中午吃

個飯馬上想睡覺。想到去那些衛生環境不

好，生活條件不好的地方，天氣沒這麼好

的地方，我們就有一種恐懼感，我還能習

慣這種地方嗎？我的老骨頭還能撐得住

嗎？我還能過那種日子嗎？萬一生病了

我的醫藥卡在那邊不能用的，很怕，真的

。房子要租出去還是要賣掉？在加州房子

賣掉了怎麼再回來？都要計劃也會恐懼，

這是很真實的情感，怕就不出去了？沒有

反應了，留在家裡最安全的地方。我常常

誤會了，以為勇敢的人不會懼怕，怕的人

就不勇敢，因為勇氣和懼怕是相對的。當

我慢慢成熟一點之後才明白，原來勇氣和

懼怕是可以共存的，原來勇敢的人也很怕

的。可是，因為使命太崇高了；需要太明

顯了；工作太偉大了，即使他怕，他仍然

擁抱他的懼怕向前邁進。

擺上一切為主值得

上帝賜我們求生欲望超過一切，我

們會盡一切所能，只要能活下來，前面有

危險你不會自動去送死，但是為了妻兒的

安全，為了父母的安全，為了下一代有空

間可以發展，還是會衝過去。因為那使命

、那需要比我的恐懼還高還大。如果你像

約書亞聽到一個偉大的使命，心中雖然有

恐懼，還是要出來的話，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要看到這個使命的崇高性，否則你走

不出來。怎麼走出來，只有一個方法，就

是上帝的工作；人的需要，需要大到一個

地步；偉大到一個地步，我願意擁抱我的

恐懼，與我的恐懼共存，仍然硬著頭皮跨

出來，你就走得出來。最後的問題是問：

到底值得嗎？值得就勇往直前。

電 影《 拯 救 來 恩 大 兵 》(Saving 

Private Ryan)，內容敘述：美國司令部發

現，在二次大戰時，有一個家庭的四個兄

弟，三個都在不同的戰場上為國戰死了，

剩下最小的兒子──來恩，司令部說：這

個家已經為美國政府做出了最大的犧牲

了，不能再犧牲這最小的一個，應該把這

最小的兒子救出來，送回家鄉媽媽的身邊

，安慰她老人家。這個家已經為我們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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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足夠的貢獻。一個十幾個人的部隊就設

立起來，到處找來恩，他們沒見過來恩，

不知道他是何方神聖，也不知他的相貌、

樣子。好多人的名字都叫來恩，東找西找

都不是，在尋找的過程中這個部隊十幾個

人中有些傷亡，當朋友們看到自己的戰友

犧牲時，心中十分難過不捨，心中在問這

個來恩到底是誰？為什麼我們十幾個人

的命要換他一個人的命？難道我們的命

不重要嗎？記得有一幕，他們的戰友被德

軍的子彈射傷，流血過多而死的時候，他

們的情緒激動不已，其中一個戰友說：“

This Ryan, he better be worth it.”( 他最

好值得。) 他們一步步地走，終於找到來

恩，來恩奉命守住一座橋，上頭命令捨身

捨命都要守住，因為補給品需要這座橋運

送車隊。他們找到來恩告訴他，你的哥哥

都死了，我們奉命把你安全地送到後方，

送你回國到你媽媽的身邊安慰她老人家，

你們這個家為國家已經做出足夠的犧牲，

不能再犧牲了。來恩看著拯救他的部隊說

：「我不能走，我的職責是守住這座大橋。

」他跳回到戰壕跟他的兄弟們在一起。導

演此時把鏡頭拍向一個一個士兵的臉孔，

一句話都沒說，可是每一個人的面孔都在

說：「這個人值得。」

這難道不正是我們的問題嗎？要出

來，要承接使命，心中也會恐懼，害怕很

正常不用難過，不是靈命不好，最重要也

是最後的一個問題是值得嗎？上帝值得

嗎？人的靈魂值得嗎？當我這樣問的時

候，我甚至覺得褻瀆上帝，我憑什麼把上

帝當作商品來問：值得嗎？應該是上帝來

問我：你值得我來救嗎？你們值得我把愛

子送給你們作禮物，你們把祂釘在十字架

上，為了拯救你們，你們值得嗎？應該這

樣問才對。可是，當我們這樣問時，可以

幫助我們稍微體會到神的心意，「值得嗎

？」

啟示錄第四章，當廿四個長老圍繞

著寶座上的羔羊時，11 節：「我們的主，

我們的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

；因為你創造了萬物，並且萬物是因你的

旨意被創造而有的。」廿四個長老說：「值

得，上帝配得」。詩歌也如此說：「主祢配

得！主祢配得！主只有祢配得，榮耀與尊

貴，榮耀與尊貴，榮耀尊貴與權柄，因為

祢曾創造祢曾創造萬物，主祢曾創造萬物

，祢按祢的旨意創造萬物，主祢配得榮耀

。」你說呢？值得嗎？你自己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