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2011 
題目：感謝之後 
經文：提多書 3:1—15 
主旨：因神已賜下豐盛的恩典，我們要在群體的生活裡展現感恩。 
 
引言： 
 
    我想我們今天一開始的時候，從小孩子的嘴中、長輩的嘴中所唱的詩歌都在那裡提醒我

們，要對神感恩。我想我們也非常感謝我們能夠生活在一個國家裡，在這個國家每一年都會

在那裡提醒我們，要對神存一顆感恩的心。為了祂所給我們的一切，我們要在那裡感謝祂。

有時候我也在思考，如果這是你在美國的第十年，或者第二十年，或者第四十年的感恩的節

期的話，感恩的話語很多的時候可以變成一個的巡例，或者失去了當初的色彩。如果我們能

把過去的感恩節說過的感恩的話，錄影或錄音下來的話，你會發現一年一年的我們都在重復

某些的字句。我也相信我們在很多的時刻，當我們被不穩定的雲霧所圍繞著的時候，感恩的

話語實在很不容易的開口。有時候，包括我在內，也會在那裡想有什麼可以感恩的呢? 
 
     我想我們做父母的，當我們的孩子，特別是長大成人的孩子，向我們表達他們的感謝，

向我們做父母的表示養育之恩的時刻，會令我們的心非常的溫暖。但是，如果他們謝謝了我

們之后，他們在生活在言語上所做的一切，都違背了我們的心志，和我們的價值觀、原則是

抵觸的話，那些感謝的話語就慢慢地失去它們的意義。是不是有時候在電影電視劇裡都看到

的，母親會說你不要一天到晚的謝謝我，只要你在行事為人上好好的做人，那就已經夠了。 
今天早上我想和你們一起的來思考探索，就是當我們說了這些感謝的話之后，又怎麼樣，特

別我會思考到，在去年 2010 年的感恩節，一直到今年 2011 年的感恩節有些什麼樣的事情。 
 
     當我們去年對神表達了我們的感恩，到今年還有幾天，在我們一些個人的生活范圍裡，

也會表達一些感謝的時候，這兩個的感謝之間有什麼樣的事情呢？今天所看的這段經文是跟

我們講到所有的恩典，特別是神那救贖的恩典，是從神那裡來的。並且告訴我們，既然領受

了這些的恩典，神對我們的期望是什麼？在這十幾節的經文，也是《提多書》最后的幾節經

文裡，給我們看見一個簡單基本的一個真理，就是我們對神的感恩感謝，必須要做一個群體

生活裡表現出來的。 
 
I. 我們要為一切美好事物感謝神 
 
一開始的時候，我想和大家一起的借用《雅各書》1 章 17 節這一段的話語，“這樣美好的

賞賜，這樣完備的恩賜，就是從上面，從眾光之父降下來的，它本身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

的影子。”這是大家熟悉的經文，告訴我們所有一切好的事情，都是從創造天地的神那裡來

的一份禮物。這些禮物包括我們所需要的陽光，需要的雨水，需要的那個生命，我們的健康，

我們居住的地方，我們的飲食，我們的家人和朋友。這一切在我們神學的字句裡稱為神那普

遍的恩典，這一個恩典是臨到所有的人，所有被創造的。我們不一定得到我們想要的東西，

但是我們所需要的，這一個創造天地的神，他都好好的賜給我們。因為這是一個恩賜，這是

一個禮物，所以這位神也有他的主權，他可以給，也可以不給。 
 
    在禮拜五的報紙上，每個禮拜五都有這份叫做信仰的專刊，在禮拜五的時候講到，在所

有的宗教裡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感恩，感恩是許多宗教的共同點。在這篇文章裡的意義就是，



無論你相信那一個宗教，要緊的是要有一個感恩的心，有了感恩就夠了。也沒有提到要向誰

感恩。或者有時候，因為這個原因，當我們有些公司的聚集裡面，大家的感恩節、聖誕節的

party，我們會聽到一些的字句，就是“現在我們來感謝，為了我們有的一切來感謝”。但

也不會說清楚向誰感謝，因為一說向誰感謝，就會變成敏感的字句、場面。都是說為我們一

切好的，我們來感謝。或者有人會說“好的，我們向那一位上面的，我們感謝我們有的一切。”

也因為這些的緣故，在很多的感恩節聚集裡面，也是一個尷尬的場面。知道我們要感恩，不

知道向誰感恩。但是在我們這一些在神家裡的人，屬於神的兒女們，我們非常清楚的知道，

我們要對這位創造天地的神，這一位賜給我們一切好的禮物的神，我們要說一聲謝謝他。 
 
但是在這段經文裡面，我們也看到神給的恩典的另外一個部分. 
 
II。 我們要為蒙救贖來感謝神 
 
在這裡我想要強調的是第 5 節，“他就便救了我們”。因為在前面和后面都是在講他救了我

們這句話的意義。祂救了我們，當你在往前面看的時候，看到第 1、2、3 節，講到一些的行

為，要避免要去做的。在這裡給我們的一個圖畫，就是在那裡描寫當他救了我們之前的狀況

是怎麼樣的？有幾點非常明顯的。在第 1、2、3 節就說出來，有一些你要看字句后面的那個

意義，祂為什麼說這句話。因為你沒有這些，所以才說你啊，你要做，也是因為你在做某些

事情，所以他才會說不要繼續的做下去。在這三節的經文裡面，我們看的一些的重點，譬如

不順服，毀謗人，在那裡爭論。這一點在過去讀《提摩太后書》跟《提多書》都已經多次的

看見。他說我在這裡想要強調的不是說不要爭論，在聖經裡講的是因著爭論而導致關系的破

裂，教會的分裂。這是聖經上清楚的提出來是要避免禁止的。在這裡也提到的不溫柔，不禮

貌。當你看到這一些，你會看到這裡所描寫的，就是在祂救了我之前，我們的生活是怎麼樣

的？也就是說我在神、耶穌之外我生活是這樣，因為這些的緣故，有不順服，毀謗人，爭論，

不溫柔不禮貌，也加上其他在經文裡提到的罪，所以我們這些沒有認識神的人，我們是生活

在神的忿怒之下。我們與他沒有和好，所以在第 5 節“他便救了我們”。乃是說從哪裡把我

們救出來呢，我們說我得救了。那你從什麼地方被得救呢？很簡單的，就是從神的忿怒之下，

你被救出來了。祂救了我們，祂將我們從神的忿怒之下，把我們救出來。在第 4 到第 7 節，

也稍微的解釋了一下，他說因著耶穌在十字架上，祂代替了我們的罪，並且我們的罪該得的

一切的懲罰。因著他的死，我們的罪得赦免，我們能與神和好。因著耶穌基督，神看我們，

算我們是好人，神算我們是聖潔的。這就和我們的功德毫無關系，因為我們在神的面前，任

何人在神的面前，沒有功德可以說的。因為你無論做什麼，你都沒辦法達到神的那個標准。

我們既然這樣的被神接納了，被神饒恕了，我們用一個聖經的話語，就是我們稱義了。那現

在我們跟神和好了，以前我們是和他遠離的，是他的敵人，但現在我們是他的兒女，被他領

養到他的家裡。既然成為他家的一份子，他也將他的聖靈給了我們，好使我們能夠得到那個

永生，也就是這裡說的那一個永遠的盼望，成為神生命的那個承接人。這就是第 4 到第 7
節所說的，所講的神的救恩臨到了我們，在神學上的字句，這是神特殊的恩典。剛才講到《雅

各書》的第一章，講到的是神普遍的恩典，這裡是講到神特殊的恩典。 
 
   所以我們在這個感恩的節期，不是單單感恩節，而是每一日我們都要想到神對我們的那

個良善，神對我們的那個憐憫，祂如何的將我們所需要的供應給我們，祂如何的維持我們的

生命，並且祂也將他的救贖給了我們，將我們從他的忿怒裡救出來，既然我們知道了，我們

要問的是那又怎麼樣呢？在今天的崇拜裡，從小孩子的詩歌，長輩的詩歌，在這些的詩歌裡，

都說，既然我們都領受了神這樣的恩惠，這個普遍的恩典和特殊的恩典，所以我們要在那裡



感恩。在你看聖經的時候，你會發現感恩是神的一個主旨。特別是在《詩篇》，看到詩人如

何長是的提到為的神給我們一切好的事情，要在那裡感謝，並且也要為了神的救贖在那裡感

謝。詩人在《詩篇》裡就提到了為了神的那個普遍的恩典和特殊的恩典，要在那裡感謝，感

謝神。所以在這個感恩節的時期，就是我們要注意的，既然你已經領受了恩典，而不是說如

果你得到了神的恩典你要怎麼樣，乃是說神已經都給了你，現在就輪到你，你的回應是什麼？

回應很簡單，你就是要在那裡謝謝他，因為他已將各樣的好事給了我們。感恩節的信息很容

易就停在這裡，小孩子的詩歌，長輩的詩歌也在提醒要為什麼來感謝，所以講道也在提醒，

為了這一件事感恩。就是如果今天將小孩子的那一首歌作為講道的大綱的話，就是一篇很好

的道，我為了神那不改變，為就是要感謝他，為了神那不能停止的特性，我要感謝他。每一

點都是說，要感謝。 
 
當我們在看這段經文的時候，在這段經文后面還有一些的意義。 
 
III。 我們對神的感謝要在人際關系上活現出來 
 
不錯，我們為著救恩要感謝。在 4-7 裡講到祂的恩典是什麼。但我們在看，第 1、8、14 節

看到有兩個字，在第 1 節那裡，隨時准備做各種的善工，在第 8 節那裡，要使信主的人常常

留心做善工﹔14 節，我們自己的人應當學習時時做善工。在這裡好像提到的，神救了我們，

我們已經領受了這些的恩典，然后你怎麼樣。不錯，感恩是一定的，你不能夠說你不感謝。

如果我在這重復的說你要感謝，你會說“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聽見了••”。這裡好像

講到另外的一個層面，這裡提到的善工。善工不是自己對自己做好的事情，善工就是對周圍

人所做的好的事情。善工-是講到在群體的生活中，那個彼此關系是怎樣的。 用善工來描寫

群體的生活。在這裡給了一個暗示，他救了我們，這一個的被拯救的群體，是與群體的生活

是分不開的，因為善工的對象一定是別人。在聖經書信的那個大群體裡，善工就是對周圍的，

對教會裡的那個群體，也對著教會之外的群體。 
 
在 2010 的感恩之后，一直到今年 2011 年的感恩，在這個之間，你對神的那個感謝，一定要

想起這個 ‘善工’在群體的生活裡。就是在人際關系裡，要把它彰顯出來的。就好像一個

小孩子經常的跟媽媽說謝謝你，謝謝完了之后就去做一些媽媽不喜歡的，令媽媽難過的事，

這樣的謝謝不是一個誠意的謝謝。這裡好像也是如此說的，如果你在那裡謝謝我，如果你在

那裡為著你得到的救恩感謝我的話，神在那裡說我要在你群體的生活中，人際關系上我要看

得見的。這裡我們稍微的看一下，我們把善工解開來，善工裡面包含了什麼樣的一些的提醒？ 
 
1. 順服。首先，我們回到第 1 節，“你要提醒他們服從執政的和掌權的，聽從他們。”當

我們在看《提摩太前后書》，特別是第二章，然后又加上《提多書》，在過去這一年所看的。

“聽從”好像是經常出現的題目，“要順服，要聽從。”同時我們也知道，你知道，我也知

道，“順服、聽從”對我們並不是很受歡迎的一個詞，或一句話。我們喜歡聽的是神的愛，

神的恩典，神的憐憫，神的饒恕。但是“順服，聽從”不是在我們很多人的字典裡面有的那

句話。我特別的想，這句話對我們的意義是什麼？海外的華人是一個非常有智慧的一個群

體，很能干的一個群體，也是很有資源的一個群體。大家也知道，今年是辛亥革命的 100
周年紀念，在這個慶祝的裡面，海外華僑這個觀念、題目都在重復的出現，當初在革命的時

候，海外華僑的參與如何的造成推翻滿清政府的力量。對著同樣的一個群體，孫中山先生說

了這樣的一句話，他說我們每一個人都像一條龍一樣，非常的精謀。但是當我們一起的時候，

像一群的散沙。原因是什麼，很簡單，如果你是一頭龍的話，超能干，每一個都可以雇你，



在你工作說我單位，你的上司對你是萬分的欣賞。但是當你將三個龍放一起的時候，誰聽誰

的，沒有人會聽任何人的，因為都是要人來聽我的。 
 
有一句話是台灣的吳勇長老早多年前說的，算是在 70 年時代，我想我在這個教會裡至少講

過一兩次。但是他的那句在 70 年代的話，我到現在都沒辦法忘記。當初我對這句話的認識

非常的膚淺，聽了就過去了。但是現在經常的被提醒。那是他在加州的一個退休會裡，最后

的一個晚上，他講了一句話，他說在北美的華人太驕傲了。另外他面對的都是一群精英分子，

是在 70 年時代說的。但是到了 2011 年時代有怎麼樣，他的那句話還是很正確了。而且我們

越來的越精英，我們越來越比四十年前夫人那批華人留學生更加的優秀。因為這些的緣故，

所以要順服要聽從，實在的不容易。不要說對上面的聽從實在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彼此的

那個順服。這也是保羅在《以弗所書》“除去敬畏基督的心，你們要彼此順服。”他講完了

這句話就說，做妻子的也是如此，妻子要順服丈夫的大前提是什麼，是夫妻彼此的那個順服。

在教會的群體裡面，要彼此的順服，這是一個非常基本的。因為如果沒有順服的話，我們不

能夠有一個和諧的教會的生活﹔沒有順服的話，就不能夠有一個愉快的滿足的婚姻﹔沒有順

服聽從的話，教會的生命、事工，就是一場經常不停的戰爭。如昨天有一個弟兄他說的，不

然的話就會變成一連串的政治的波動，造成了混亂，造成了貧瘠。當我們真的在那裡對神感

恩，感謝他所賜給我們普遍的恩典，感謝他賜給我們那特殊恩典的時候，我這一個感恩要在

我對別人順服聽從上，要能夠表現出來。我知道很不容易，可能是因為不容易的緣故，所以

聖經才重復的提到順服的重要。如果容易的話，根本不需要提的。凡事因為知道我們的人，

無論是中國人也好，非中國人也好，要順服都是很難的，每一個人都有我們的驕傲、自我在

裡面。順服最基本的要看別人，要看你比我更好，要看你比我更強。 
 
2。溫柔。 在這段經文裡面，又提到另外一句，在第 2 節，“不可毀謗人，要與人無爭，謙

恭有禮，向眾人表現溫柔的心。”在另外的翻譯本，是講溫柔的心放在前面。要有溫柔的心，

然后你要怎麼樣•••這裡開始也提到，不要毀謗人，不要與人相爭，又是同樣的回到我剛才

說的，這樣爭論是會導致關系破裂的那種的爭論。在《箴言》裡有一句話，我是非常喜歡，

欣賞，和記住的。當你使得一個弟兄生氣，要與他和解的話，就比攻取一個城更加的難。就

是當你在爭論的裡面傷了一個人，要挽回這個關系的話，這裡說幾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爭

論，破壞性的爭論，對一個群體的生活是沒有幫助的，要避免這個你要怎麼樣呢。在第 2
節說的，要充分表現溫柔的心，這豈不也是耶穌給我們的那個吩咐嘛，他說你來學我，要像

我一樣。怎麼樣像我，要像我的溫柔，要像我的謙卑。在這個禮拜，當我在看這篇經文的時

候，我一直在思考，溫柔是一個行為呢，還是一個心態。當然，不同的人給我不同的意見，

但是在這裡，我想這兩個答案都是。我們教孩子教什麼，從小就教你們要溫柔。不要對人粗

暴，講話不要去傷別人。當然我們也保護孩子，不讓別人用不溫柔粗暴的言語來傷害我們的

孩子。某一個程度這是一個行為，如果是一個行為的話，是我們都能做的。有些事情當你這

樣做的時候，就是溫柔的表現，當你說這些話的時候，就是溫柔的表現，是你要去做的。但

是我也越來越感覺到，溫柔是一個心態的問題。是一個內心的一個態度，如果在我的內心裡，

我對別人是恩慈的，對別人是不粗暴的，那一定會在我的言語、行為表現出來的。我非常喜

歡用 母親來做一個例子，當然，在當今的社會裡面。各式各樣的母親都有，不能一概而論。

但是，一般我很喜歡用的是母親對孩子的那種的溫柔。這也是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前書》第

2 章所用的那樣的一個例子，母親溫柔的對待她的那個小孩子，母親能溫柔的對待小孩子，

是因為母親內心有溫柔的狀況。如果這個母親裡面有的就是憤怒，有的就是怨恨，有的就是

那種氣，那種不服的話，那一定會在對孩子的事上表現出來。會在那裡無緣無故的，很小的

事情就對孩子吼，導致今天在家庭裡經常看見的暴力。不錯，行為有了問題，行為有問題之



前是心態有了問題，沒有溫柔的那個心。要有一個溫柔的心態的話，我們要學會接納別人，

接納你所在之處。在接納你，在對你溫柔的時候，我不應硬性的將我的偏好，我的標准，我

的信念強迫在你的身上。 
 
3. 禮貌。在這裡也提到另外的一點，不可毀謗人，與人無爭，謙恭有禮。當我第一次在看

這段經文的時候，很老實的說，我非常的驚訝。聖經裡面說要有禮貌。最近如果你有去國內

的話，你會發現到處會看到一些的標語，要有禮貌，彼此的相待。要有禮貌對待人。然后你

再看國內的一些博客、網站上的評語，一會看見許多人在那裡說，我們為了失去的禮儀，在

那裡感覺到難過，感覺到可惜。以往有的禮儀、禮貌，人與人之間的，現在已經慢慢的沒有

了。所以有這些的標語，來提醒大家要禮貌的待人。在社會裡，我們看到了學生不尊重老師，

雇員不尊重他的雇主，市民不尊重他們的領導，有的就是害怕。因為沒有尊重，所以沒有那

種的禮貌。聽聞在國內有些的地方，採用 1949 之前小孩的教科書。第一課第一章說的是“老

師，您好。”“老師，早。”，開始回到這一些基本的禮貌事上。但是，同時也深深的體會，

如剛才說的，禮貌和尊重是分不開的。所以在那些的標語裡面，國家政權非常的聰明，叫他

要有禮貌的話，先要彼此尊重，然后禮貌就開始回來了。我時常也跟一些的同學在那裡思考

說，我所如果，特別是我們當中有一些的傳道的，很多的學生都是傳道人，我說當你就是看

國家的那些的標語，這就成為你最好最好講到的題目了。國家說要彼此的尊重，國家說要有

禮貌，我們做傳道的，做信徒的要進一步，我們憑什麼要彼此的尊重。我說在我們的社會裡，

包括在西方，我們失去了彼此尊重的那一個最基本的基礎。我們尊重人為的是什麼，因為每

一個人都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因此，我看你的時候，有神的那個形象在裡面，雖然是

被歪曲掉了，但是那個形象還是在的。當我相信在你裡面有神的形象的時候，我就相信你是

在那裡代表神，就算你代表的不好，你還是祂的那裡代表。而且，你會反映他，當我看見你

你是代表神的話，我絕對不敢對你隨便的說話。當你看到這一個人是代表這一個國家，是這

個國家大使的時候，你絕對不敢在那輕易地講話。一定尊重他，你一定會對他有禮貌。這是

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培養的，我對神的那個感恩，一定要在我對人的尊重禮貌上能夠反映出

來。 
 
4. 合一。然后在這裡，第 10 節提到的，分門結黨的人，警戒一兩次之后，就要和他絕交斷

裂。很民眾的是說，在神的那個裡面，要有的是合一，而不是分門結黨，而不是分裂。分門

結黨就是我有我的想法，我要找一批人，來認同我的想法，一起來做一些的事情，不理它的

后果，我要來做。如果這會導致教會分裂的話，這個要小心了。但是，當我講完這句之后，

我覺得還是要講的，不要以這個為借口，壓抑任何與我們不同意的聲音。在國內服侍的時候，

深深的感受到國內的年輕傳道人、年輕的同工們內心的一些的困擾，他們對那些的傳統，那

些的包袱感覺到被壓迫，感覺到被束縛，沒有那種的自由。當他們要表示出來，當他們對長

老 要在那裡表示事的時候，長老們在那裡說你不能這樣子，如果你這樣說的話，你就在那

裡分裂教會，是沒有人敢承擔的一個罪名。所以，就不再講話了。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的錯

誤，聲音是要說，是要被聽見的，但是不要執著為著自己的意見而造成了教會的分裂。以后

有時間我們一起來看《約翰福音》17 章的，那個大祭司的禱告，整個的重點就是要教會合

一。那是因為我們人都認為自己很聰明，都認為自己很能干，不能夠彼此的順服，不能夠尊

重別人，不能夠禮貌相待。所以我們會造成一些的分裂，好可惜的事。今天我們看教會，特

別是看我們華人教會，有不少的分裂了。我們時常說分裂就是華人教會增長的一個方式。你

看看這些的分裂，有多少教會的分裂是因著真理的緣故。不單單是華人的教會，也包括韓國

的教會。成長很快，有多了幾個教會，因為分裂。而且，分裂的原因不是為了真理，因為大

家意見不合，做事的方式不一樣，在那裡爭論爭吵，爭吵到一個地步要分裂。我想聖經裡面



針對著這一類，耶穌所重視的是基督徒的合一，和合一所帶來的那一個的表現。 
 
5。 被此關懷。最后在這段經文裡，要看到的是 13 到 15 節，就是注重其中的一兩點。我看

到 13 節的時候，非常的有感觸。你要盡力的來資助，資助也包括金錢。很高興用金錢來幫

助誰啊，幫助這個律師和亞波羅。那你想到律師，當然有一點錢吧，他自費就可以了。當然

沒有告訴我們去哪裡，我們可以推測和教會的事工有關，可能是宣教的事工。他有錢，不需

要幫。但是，在這裡看見那個重點，不是他有沒有錢，不是他有沒有什麼的地位，乃是當他

有需要的時候，弟兄姐妹要在那裡慷慨的幫助。在下面 15 節說了，“因信而愛我們的人”，

這講到有人在關心保羅。保羅說，願恩惠與你們同在。都是為了別人的好處來祈求的，是一

個關懷的心態。我們對人的關懷，一定要超過我們的禱告，我們說我為你禱告。你怎麼關懷

他，我呀為他禱告。但是不要停止在這裡，一定要往前再多走一步。而在實際上，在生活的

需要上，特別也金錢上幫助。不然所有這些的關懷幫助，都是空講，要有行動行出來的。在

過去的幾年，我們看到教會的弟兄姐妹在經濟上幫助那些有需要的，無論是本地還是外地

的。這些都是關懷的，並且也收到很多的卡片說謝謝你們，當我在休士頓這段時間，你們的

關懷深深地觸動了我的心。關懷-彼此的相愛，這些行動上的幫助是感恩的表示。聽到一個

故事，關於一個傳道人，在一個地方服侍了之后，等到了他沒有想象，沒有預料，沒有期待

的一批車馬費，就是講員費。之后他又遇到一個宣教士，到他家裡面看見他家裡的一些的情

況。一方面他在考慮得到這批的車馬費要怎麼用，看到這個宣教士的一些的需要的時候，他

做了一個決定，把得到的一部分就給了這家人，他說買一些你們所需要的東西。我想這就是

所說的資助，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當你看見他有需要的時候，你不要說我為你禱告。這個

很重要，但是必須要超過這一個的禱告，行動上要在那裡關懷。在感恩節我相信我們都帶著

一個感恩的心，所以我們要看看四周圍，有沒有一些單親的，單身的，這個時候沒有地方去。

因為特別是在這過節的時候，我們大家都知道特別是在海外的人，一個人大概是最痛苦的時

刻。對你來說感恩節很好，但是另外一些人就是怕感恩節，怕聖誕節。能不能夠開放你的家，

讓他們進來，讓他們在你的家庭生活的溫暖裡面，感受到一點神的那個愛呢。 
 
結語 
 
我想再過幾天，我們當中很多人會圍繞著桌子，你們表示你們對神的感恩，為他給你的普遍

的恩典、特殊的恩典，你在那裡謝謝祂，但願我們今天看這段的經文，是我們最后一次看《提

多書》的經文，對神恩典的感謝不單單說神我們謝謝你。我自己也覺得每一次的感恩節，一

年復一年，有些時候真的會感覺挺膩的，失去了它的色彩，今年除了我們口說神啊，我們謝

謝你，並且也在我們的生命裡好好的思考，我對神的這個感謝，如何在群體的生命裡面，在

人際的關系裡表現出來，能夠學習主彼此的順服，彼此的尊重，彼此的有禮貌而相待，彼此

的關懷，這是我們對神感恩的一個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