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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宗⾧⽼會－主⽇信息 
08-29-2021 

基督的十字架-07 

十字架得勝的預備 02 

⾺太福⾳ 26:36-46（可14:32-42; 路22:31-33） 

 

唐興 牧師 

 
背景： 

36 那時，耶穌同門徒來到一個地方，名叫客西馬尼，就對他們說：“你們坐在這裡，等我

到那邊去禱告。” 

37 於是帶著彼得和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同去，就憂愁起來，極其難過， 

38a 便對他們說：“我心裡甚是憂傷，幾乎要死； 
2-君王的禱告和爭戰。 

第一回合 

38b你們在這裡等候，和我一同警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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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來到門徒那裡，見他們睡著了，就對彼得說：“怎麼樣，你們不能同我警醒片時嗎？

41 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 
第二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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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又來見他們睡著了，因為他們的眼睛困倦。 
第三回合 

44 耶穌又離開他們去了。第三次禱告，說的話還是與先前一樣。 

45a 於是來到門徒那裡，對他們說：“現在你們仍然睡覺安歇吧？ 
 
3-君王的得勝和迎戰。 

45b時候到了，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裡了。46 起來，我們走吧！看哪，賣我的人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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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督徒「屬靈⽣命的長⼤成熟」和「明⽩天國道理 the word of the kingdom」「明⽩神

的國度的真理」是同⼀件事情。這是主耶穌在⾺太福⾳13章所教導的天國的奧秘的核⼼

思想。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4章中告訴我們，教會建造的核⼼⼯作：使基督徒「長⼤成

⼈，滿有基督長成的⾝量」是建立在「信⼼」（真道）和「神兒⼦的真知識」（認識神的

兒⼦）上。我們可以看到，使徒們所寫的書信，進⼀步的解釋和發展了主耶穌對天國的教

導。 

 

主耶穌在麥⼦和稗⼦的比喻中也暗⽰了與撒旦敵對勢⼒介入在神國度的發展中。使徒保羅

在以弗所書的結尾，明⽩地教導在屬靈爭戰上的警醒：弗6:18，「18 靠著聖靈，隨時多

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在啟⽰錄2-3章中，主耶穌⾏走在

全地的各個教會中間，呼召「得勝者」。啟12:11對「得勝者」做了這樣的描述：「11 弟

兄勝過牠（撒旦），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 

 

聖經中的⼀個⾸要原則就是：屬靈爭戰是基督徒在成聖的過程中必須的經歷。屬靈爭戰的

內容包括基督徒對⾃⼰的天然本性的爭戰，對屬世界的試探誘惑的爭戰，⽽這些的背後都

是撒旦的權勢。因此，基督徒在⽣命長⼤成⼈的過程中，除了對神的國度的真理會更清楚

之外，也會對⾃⼰天然本性，對屬世界事物的本質，和對撒旦的試探有更清楚的認識。這

是基督徒屬靈⽣命成長爭戰得勝的結果。 

 

所以我們看到，基督徒屬靈⽣命的成長，是⼀種在屬靈爭戰中得勝的過程，在這個過程

中，基督徒的信⼼被試煉，得著「神兒⼦的真知識」並且「明⽩神國度的真理」。屬靈爭

戰是發⽣在基督徒⽇常⽣活中的經歷。這正是今天的經⽂，主耶穌在客⻄⾺尼禱告中與撒

旦爭戰得勝，所要教導我們的真理。我們需要看到⼀些普遍的原則可以幫助我們屬靈⽣命

的成長。 

 
中心思想：基督預備和教導十字架的得勝。 
 
經文解釋： 

1-君王的憂傷和爭戰。「就憂愁[λυπέω]起來，極其難過[ἀδημονέω]，38 便對他們說：

“我心裡甚是憂傷[περίλυπος]，幾乎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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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上個主⽇⼀起思想的經⽂。主耶穌知道爭戰開始了，因為祂憂愁起來，極其難

過，祂對⾨徒說，「我心裡甚是憂傷[περίλυπος]，幾乎要死」。主耶穌太清楚屬靈的爭戰

了，祂的憂愁和憂傷幾乎要死，是撒旦的試探，雖然撒旦的名字沒有出現在經⽂中。主耶

穌不是對⾝體和靈魂分開的死亡感到憂傷和憂愁。祂⼀直知道神的旨意是要祂上⼗字架受

死並且復活。祂在執事的⼀開始，已經在曠野40天勝過了撒旦透過死亡對祂的試探。 

 

主耶穌的憂傷幾乎要死，是祂知道⾃⼰⾺上要承擔神百姓的罪，祂要替我們受到神對律法

的懲處，神要把對我們的忿怒，傾倒在主耶穌聖潔無瑕疵的⼈性上，祂將要承受靈魂與⽗

分開的懲處。這是主耶穌受撒旦試探攻擊的地⽅。這是主耶穌在客⻄⾺尼禱告爭戰的核

⼼。 

 

⾺太把主耶穌的禱告和爭戰清楚的分為三個回合，42節說，主耶穌第⼆次⼜去禱告，44

節說到主耶穌第三次禱告。三次的禱告中間都牽涉到⾨徒的反應，以及主耶穌的教導。

後我們看到主耶穌在第46節說：「起來，我們走吧！看哪，賣我的人近了！」這表明主

耶穌已經戰勝了祂內⼼憂傷和憂愁的試探，祂以得勝的⼼⾯對前神所預備和計畫的⼗字

架。這三回合的禱告爭戰，我⽤了「君王的禱告和爭戰」作為標題，是因為主耶穌在禱告

中⽤「我⽗啊！」做為開頭稱呼神。我們知道，主耶穌稱神為⽗不僅表⽰是祂是神的兒

⼦，不僅表⽰祂和神之間的親密關係。主耶穌稱神為⽗，表⽰祂是神在「⼤衛之約」中所

應許的那⼀位⼤衛後裔君王。主耶穌是以⼤衛後裔君王的⾝分，執⾏祂君王的權柄，與世

界的王撒旦爭戰。客⻄⾺尼的禱告是神的國度和撒旦國度的爭戰。因此，⽤「君王的禱告

和爭戰」作為標題，傳達了神國度君王與撒旦爭戰的意思。 

 

2-君王的禱告和爭戰。 

2.1-第一回合。「38b你們在這裡等候，和我一同警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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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來到門徒那裡，見他們睡著了，就對彼得說：“怎麼樣，你們不能同我警醒片時

嗎？41 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 

在第⼀回合的禱告和爭戰中，⾸先，我們看到主耶穌禱告爭戰的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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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們看到⾨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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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應：「40 來到門徒那裡，見他們睡著了。」⾨徒不是因為⾝體的勞累疲倦⽽睡著

了，也不是因為晚餐吃得太多⽽睡著了。路加福⾳22:45說，他們因為「憂愁」都睡著

了。「憂愁」[λύπη]的意思是悲痛，痛苦，悲傷到絕望到地步，⼀種完全被悲傷所吞沒或

吞噬的內⼼狀態。 

 

然後，我們看到主耶穌對⾨徒的教導：「“怎麼樣，你們不能同我警醒片時嗎？41 總要警

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這裡有⼀個對比和反

差：很顯然主耶穌的禱告，凸顯祂如何與內⼼的憂愁憂傷爭戰；⽽⾨徒的睡著了，則凸顯

他們的內⼼被憂傷憂愁吞噬了，被憂傷憂愁轄制了。主耶穌的⾨徒雖然已經重⽣得救了，

但是在這時候還沒有學會這種屬靈的爭戰。所以，我們看到屬靈爭戰的學習，發⽣在基督

徒⽣命長⼤成熟的過程中。 

 

我們先從主耶穌的禱告來看。39節說：「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路加福⾳

說：「41 於是離開他們約有扔一塊石頭那麼遠，跪下禱告，」主耶穌刻意地離開祂的核

⼼同⼯去獨⾃禱告，但是，祂並沒有離開這三位⾨徒的視線。主耶穌離開⾨徒是為了要使

⾃⼰能全⼼專注在禱告爭戰上，祂需要集中思想意志，在禱告時不要受⼈的攪擾，這是祂

在執⾏祂屬天的執事，祂在進入⽗的同在中禱告和爭戰。但是，同時，祂也要⾨徒能夠看

到祂在禱告，聽到祂的禱告，祂要他們學習如何爭戰禱告，所以，祂離開⾨徒只扔⼀塊⽯

頭那麼遠。 

 

⾺太說，主耶穌「俯伏在地禱告」。路加說，主耶穌「跪下禱告」。因此，可能的情況

是，主耶穌開始的時候是跪著的，然後，進入激烈禱告爭戰的時候，就俯伏在地禱告。

「俯伏在地」表現出⼀種深切的，全⼈的，全⼼的懇切。這也是⼀種非常卑微的求神幫助

的態度，彰顯在主耶穌的肢體語⾔上。這是⼀種屬靈爭戰禱告的態度：全⾝的專注，完全

的依靠。在這時候，我們可以檢視我們⾃⼰是否⽤這種態度為我們⾃⼰屬靈⽣命成長的爭

戰禱告。我們禱告時候的肢體語⾔，往往反映了我們內⼼的態度。 

	
主耶穌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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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這樣記錄：「36 他說：“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將這杯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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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要從我的意思，只要從你的意思。”」聖經中的「杯」都是指神忿怒的審判，是

指神忿怒之杯（賽51:17，結23:33）。 

 

主耶穌知道⽗的旨意是要祂上⼗字架，為什麼祂要求⽗改變計畫呢？加爾⽂做了這樣解

釋：「基督並沒有像我們所習慣的那種混淆的情緒，轄制祂的思想脫離純潔的節制；但

是，就祂的純潔的⼈性所承受的⽽⾔，祂是被恐懼和痛苦所震撼了。因此，在試探的猛烈

衝擊中，祂搖擺不定了——好像是——從⼀個願望轉向另⼀個願望。正因如此，祂在祈求

離開神的忿怒之後，立即克制⾃⼰，順服⽗神的權威，糾正和回憶起突然失控的願望。」

這是對屬靈爭戰 好的教導：⼀種在思想、情緒和意志中的來回拉扯。⽽爭戰得勝的關鍵

在于順服⽗的旨意。「不要從我的意思，只要從你的意思。」在這裡我們需要反思的是，

當我們處在試煉受苦的時候，我們是否只求神把苦難挪去，還是我們在受苦中尋求神的旨

意呢？ 

 

相對于主耶穌爭戰禱告的，是⾨徒⾁體的軟弱。⾨徒的睡著，表現出他們在思想情緒和意

志在憂愁的攻擊下，被轄制和擊敗了。「41 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

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為什麼他們會被憂愁擊敗呢？原因有三，第一，他們還不知

道屬靈爭戰發⽣在內⼼，因此他們沒有警醒地檢視和察覺到撒旦在利⽤⾃⼰的思想和情緒

作為試探的攻擊。他們還沒有警醒地認識到內⼼的負⾯思想情緒的浮現，是屬靈爭戰的開

始。他們還不認識⼗字架的爭戰原則。第二，他們還不完全知道神的旨意，不完清楚神的

計畫，不完全明⽩神國度的真理。因此，我們看到使徒⾏傳1:3 說，主耶穌在祂復活之後

40天在地上和⾨徒「講說神國的事」。主耶穌的執事⼀直都是傳講神的國度。第三，他

們需要聖靈的能⼒。⾨徒屬靈⽣命開始轉變發⽣在五旬節聖靈降臨之後。⼀個不變的真理

原則就是：聖靈的能⼒永遠是伴隨著神的道的。當⾨徒對神的道，對神的國度越來越明⽩

的時候，就是他們被聖靈充滿的時候。你會發現這三件事情都是發⽣在內⼼的，⽽主耶穌

的禱告爭戰也發⽣在祂的內⼼。 

 

所以，這裡我們學習到第一個原則：屬靈生命成的爭戰長發生在人的內心的禱告中。因

此，我們需要警醒地檢視⾃⼰的⼼思情感和意念，我們需要禱告求主賜下聖靈的能⼒，我

們需要禱告求主使我們越來越明⽩祂的旨意，明⽩祂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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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我們需要記住主耶穌的教導：「41 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

願意，肉體卻軟弱了。”」警醒和禱告是相連在⼀起的，也就是說，我們不是獨立⾃主的

在爭戰，我們是在禱告中爭戰（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6章有仔細的說明）。主耶穌在教導

他們：如果他們不警醒禱告，他們很快就會被試探所淹沒。迷惑⼈是撒旦⼀貫的伎倆。所

以，「警醒禱告」是我們測試⾃⼰屬靈⽣命成長的標竿。保羅在以弗所書6章教導我們

「18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2.2-第二回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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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又來見他們睡著了，因為他們的眼睛困倦。」 

 

這是主耶穌第⼆回合的禱告爭戰。⾺太⽤了「⼜去禱告」來強調禱告爭戰的持續性。我們

看到主耶穌在第⼀回合的禱告中說，「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現在他說，「這

杯若不能離開我，必要我喝，就願你的意旨成全。」。在第⼀回合的禱告中，主耶穌提到

⾃⼰的意願。在第⼆回合的禱告中，主耶穌只提到⽗的旨意，沒有提到⾃⼰意願。這是基

督⼗字架的原則：完全的捨⼰，完全順服⽗的旨意。「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成就，

⾏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主耶穌正在實際的應⽤祂在登⼭寶訓中所教導的主禱⽂。「願

你的旨意成就」所彰顯的是⼗字架的捨⼰原則。主耶穌的意願和神的旨意完全的合⼀。 

 

同樣的，我們看到⾨徒的⾁體，仍然在憂愁的試探下彰顯出軟弱。「43 又來見他們睡著

了，因為他們的眼睛困倦。」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如此，我們知道⾨徒不會被撒旦所擊

敗，因為主耶穌早已經預先知道這種情形，⽽向⽗祈求保守他們了。路22章「31 主又

說：“西門！西門！撒但想要得著你們，好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32 但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這是主耶穌如何帶領祂的⾨徒在

客⻄⾺尼的禱告爭戰。他們雖然⾁體軟弱，被憂傷吞噬，但是他們不會失去救恩，也不會

失去信⼼。不僅如此，他們會在明⽩神的國度之後，在五旬節聖靈的能⼒臨到他們的時

候，成為建造教會基礎的使徒。因為，當主耶穌與撒旦爭戰的時候，祂的⾨徒也在祂裡

⾯。不僅如此，你和我，我們也在基督裡⾯。使徒保羅在羅⾺書6:6說：我們的舊⼈已經

和基督同釘⼗字架了。當基督完美的⼈性勝過撒旦的時候，我們也在祂裡⾯。這是何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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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的救恩！是基督作為末後的亞當，作為教會的元⾸，作為神國度的君王，祂代替了我們

與仇敵撒旦爭戰得勝！ 

 

加爾⽂說：「通過這些話，基督似乎克服了恐懼，帶著更⼤的⾃由和勇氣來順服天⽗的旨

意；因為他不再要求把杯從他⾝上挪走，祂捨棄了這個祈求，祂堅持要服從上帝的旨

意。」所以，我們看到基督禱告爭戰的得勝在于祂對神旨意的認識和順服。基督在認識到

神的旨意後就順服神的旨意。所以，在這裡我們學習到第二個原則：屬靈生命成長的爭戰

得勝在於不斷地對神旨意的認識和順服。 

 

應用：第⼆個原則教導我們，需要不斷的學習認識神的旨意。我們在這裡可以再回想⼀下

什麼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建立神的國度。當基督徒越來越明⽩神的國度是什麼？

越來越明⽩神國度的律法如何成就在我們⾝上？越來越明⽩基督的⼗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

如何施⾏在我們⾝上。我們就⾃然就會在聖靈的帶領下，越來越知道如何⽣活在神國度的

新⽣命的原則中，⽣活在基督裡賜⽣命聖靈的律中：羅⾺書8章中所說的：「隨從⾁體的

⼈，體貼⾁體的事；隨從聖靈的⼈，體貼聖靈的事，體貼⾁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就是

⽣命平安。」 

 

因此，我們需要學習花時間，花精⼒去認識神的旨意，去明⽩神的國度，在了解基督救恩

的計畫上長進。否則，我們就是處在世界的試探下，⽽不⾃知了。我們如果真的認識主，

認識主的真知識⼀定會帶來⼀種不同的⽣活樣式，⼀種認識⾃⼰，並與⾃⼰⾁體，與世界

爭戰的⽣活模式。你必定會有意識性的警醒到，不要把所有的時間，把⼤部分的時間和精

⼒都放在那些屬世界的，短暫的事物中。主耶穌不要我們離開世界⽣活，祂也提供了我們

⼀切⽣活所需，並且我們可以享受祂提供的⼀切的世界上的事物。但是，我們需要警醒，

不要受到轄制，把所有的時間精⼒，都專注在這些事物上。 

 

2.3-第三回合。「44 耶穌又離開他們去了。第三次禱告，說的話還是與先前一樣。

45a 於是來到門徒那裡，對他們說：“現在你們仍然睡覺安歇吧？」這是主耶穌第三回合

的爭戰禱告。試探仍然繼續地攻擊著祂和祂的⾨徒。主耶穌的爭戰禱告，和祂對⾨徒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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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仍然凸顯基督的警醒爭戰和⾨徒⾁體軟弱之間的對比。這裡的重點是：撒旦的攻擊

是持續的，⽽主耶穌仍然持守著祂遵⾏⽗旨意的立⾜點。 

 

加爾⽂這樣解釋：「我毫不懷疑，在他每次祈禱時，憂愁和恐懼都促使他要求⾃⼰從死亡

中解脫出來。然⽽，他很可能在第⼆次更努⼒地順服天⽗，⽽在第⼀次遇到試探時，就已

經使得祂更具信⼼有⼒的⾯對死亡」我們看到主耶穌在爭戰中，⼀再地警醒禱告，⼀再地

尋求神的旨意，並且⼀再地捨去⾃⼰的意願，順服⽗的旨意。這是⼀場激烈的爭戰。 

 

路加沒有說到主耶穌有三回合的禱告，他說，「43 有一位天使從天上顯現，加添他的力

量。44 耶穌極其傷痛，禱告更加懇切，汗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天使的幫助，⼀⽅⾯

告訴我們基督所受的是極度的痛苦，祂也要領受聖靈的能⼒。⼀⽅⾯，神是⽤可以被⼈看

到的⽅式，告訴我們，教導我們，屬靈的爭戰是持續的警醒，不是⼈可以獨立⾃主完成

的。我們需要藉著禱告祈求天⽗賜下聖靈的能⼒。這裡教導我們第三個原則：屬靈生命成

長的爭戰得勝發生在聖靈中持續的警醒。 

 

應用：我們每⼀天的⽇常⽣活中，特別是在⼈際關係中，會產⽣負⾯的思想情緒，這些都

是我們需要警醒的。如果我們不警醒，這些負⾯的思想情緒就會成為我們的試探，甚⾄使

我們跌倒⽽不⾃知。我們必須警醒地看守我們的⼼，我們的⼼是撒旦試探我們的地⽅。甚

⾄不要⼩看我們不經意的，在⾔語中「計算⼈的惡」，這是我們往往忽略的屬靈爭戰，在

負⾯的思想的轄制下發出的⾔語。 

也許我們沒有這些⼈際關係中的負⾯思想情緒的攪擾。我們⽣活在⼀個安穩平順的⽣活

中。但是我們仍然會受到世界的試探⽽不⾃知。我們可能會把思想專注在屬世界的事物

上，把我們⽣活中⼤部分的時間都花費，和專注在與神的國、神的義無關的事物上。如果

多年來，我們對神的旨意，對神國度的計畫，對基督⼯作的認識⼀直停留在粗淺的階段，

這是⼀件非常危險的事！因為這些與我們⽣命 後的結局有密切的關係。弟兄姐妹！我們

需要檢視⾃⼰，我們需要警醒，不要荒廢了神賜給我們的在地上的⽣命！弗6:18「18 靠

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讓我們從警醒的禱告

開始！不要忘了，我們的⽣活形式關係到我們的救恩，關係到我們對主耶穌的認識！申6:

「6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7 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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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8 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9 又要

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 

 

主耶穌對⾨徒說：「“現在你們仍然睡覺安歇吧？」幾乎所有的聖經註釋學者都認為這是

⼀種「諷刺的命令」「責備的諷刺」：「繼續睡吧！安歇吧！」⾺可福⾳說：「“現在你

們仍然睡覺安歇吧！夠了！」事實上，主耶穌的⽬的是兩⾯的：⼀⽅⾯，是要加深他們對

⾃⼰⾁體軟弱的認識。⼀⽅⾯，是在指出祂已經得勝的事實。⾨徒可以完全安歇在主的得

勝中了！ 

 

3-君王的得勝和迎戰。「45b時候到了，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裡了。46 起來，我們走吧！

看哪，賣我的人近了！” 」我們從這裡更確定地看到君王的得勝和迎戰。主耶穌從客⻄⾺

尼已經看到要抓祂的⼈群開始靠近，他們可能拿著火把。「時候到了」主耶穌知道⼀切事

情都按照⽗神的安排下開始啟動了，祂已經勝過了撒旦的試探，在三回合的禱告中，祂加

深了⾨徒對⾃⼰⾁體軟弱的認識，祂也教導了⾨徒禱告爭戰的原則： 

在第⼀回合的禱告爭戰中，我們看到這個爭戰的場地，發⽣在⼈內⼼的思想和情緒中。

「屬靈生命成長的爭戰場地發生在人的內心的禱告中」。在第⼆回合的禱告爭戰中，我們

學習到「屬靈生命成長的爭戰得勝在於對神旨意的認識順服」。在第三回合的禱告爭戰

中，「屬靈生命成長的爭戰得勝在於在聖靈中持續的警醒」。 

 

後，我們學習到 重要的原則：「基督已經勝過了仇敵撒旦，祂的得勝是我們屬靈生命

成長和得勝的依靠和根源」「屬靈生命成長的爭戰得勝在於基督得勝是依靠根源。」。基

督完美的⼈性已經在客⻄⾺尼，已經勝過了仇敵撒旦的試探。並且今天祂要透過聖靈帶領

我們經歷祂的得勝。	
	
來5:7「7 基督在肉體的時候既大聲哀哭，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

虔誠蒙了應允。8 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9 他既得以完全，就為

凡順從他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來2:17-18「17 所以，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

為要在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18 他自己既然被試探

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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