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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耶穌的愛 獻給女性

導言
在今天這個世界上，當女性真難。當女性向來都難，將來肯定也不會較容易！

在一般家庭裏，女性的勞動量和收入，普遍上較過去的比重增加了。世界各地

有越來越多婦女在政壇和其他專業領域裡充當領導角色。與此同時，人們卻仍

期待女性持續擔任傳統家庭裡和社會上的角色；而在當今這變動頻繁的時代，

對這些傳統角色的要求也比從前提高了。越來越多婦女在擔當獨自撫養孩子

的責任。總體來說，與上一代人相比，人們對女性寄予更高的期望。女性該怎

麼辦？她們該向誰求助呢？誰了解她們呢？

有一個人向來就了解女性，祂隨時都準備伸出援手，樂意而且有能力去幫助她

們，祂就是耶穌。耶穌並不住在遙遠的天國裏，祂總是就在你身旁，希望為你

提供建議，和你做知心朋友。在你需要的時候，祂願意聽你訴說，讓你靠在祂

的肩膀上哭泣。還有，在你遇到挑戰和問題時，只要你和祂交談，聽祂說，祂都

願意愛你、鼓勵你，賜給你切實有效的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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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這些來自耶穌的訊息，講的都是今天的女性經常遇到的情形，但是除了這

些訊息之外，耶穌還有更多，很多很多！耶穌希望你和祂之間連上一條熱線，在

你遇到問題和困難時，把專門為你設計的、完美的答案告訴你。你也可以直接

聆聽耶穌的聲音。祂會向任何相信祂，誠心請求祂的人說話，只要他們憑著信

心相信自己內心所聽到的，的確是祂的聲音。

向耶穌打開你的心吧，接受祂那充滿愛和生命的話語，你將會比從前更快樂，

可以準備得更好以迎接未來的每一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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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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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麼愛你？
我愛你，我親愛的！我昨天愛你，今天愛你，永遠愛你。

我是怎樣地愛著你？我無條件地愛著你，完完全全地愛著你，永遠地愛著你。

我愛你，像父親愛自己的孩子。我愛你，像丈夫愛自己的妻子。我溫柔地愛著

你，深情地愛著你。我對你的愛完備無瑕。

我為什麼要愛你？我愛你，因為你屬於我。我愛你，因為你愛我。我愛你，因為

你在我眼中是美麗的。我愛你，因為你是我的一部分。

我什麼時候愛你？當你欣喜若狂時，我愛你；當你失望沮喪時，我愛你。當你成

功時，我愛你；當你感覺失敗時，我愛你。當你做正確的事情時，我愛你；甚至

當你犯錯誤時，我也一樣地愛你。當你覺得要放棄時，我愛你；當你繼續堅持不

懈時，我愛你。

我會愛你多久？我將一直愛你，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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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花兒
你是我的花兒。在你還是一顆小小的種子時，我就已溫

柔地看護著你。我給你澆水，為你施肥。我陪伴你度過

生命的每一天，關心你，提供你所有的需要。當泥土太乾

旱，太陽太炎熱，或是路人踐踏到你那嬌嫩的花瓣和葉

子時，我幫助你度過那些艱難時刻。

我喜愛你花瓣的色彩，當我的愛之露凝結在上面時，它們

是多麼地閃亮耀眼啊！當你開展花朵，沐浴在我愛的陽

光中，吸收著我靈的溫暖時，真使我的心歡喜快樂。持續

沉浸在我話語的清泉中，所以你的葉子會保持翠綠和健

康。不斷朝著我的陽光與溫暖開放，又時時吸收我的光

輝，所以你的色彩與芳香會令人歡欣鼓舞。

當我看到你散發出的甜美芬芳，給人們帶來快樂、鼓舞，

使人們精神振奮時，我的心裏就充滿了快樂。你擁有那

麼多財富可以去給予，我的小花兒。 



來自耶穌的愛 獻給女性	 �

親近又個人
你是獨特的。對我來說，你並不只是一個數字，或芸芸眾生中的一員，你是很特

別的！我知道你的每一個思緒。我瞭解你，現在，我就是在對你本人說話。無

論你情緒高昂，還是情緒低落，甚至在你只需要別人陪伴時，只要你想，就隨時

可以請我對你說話。任何時候，任何話題，只要你有需要，我都非常願意和你

交談。

你隨時隨地都可以來找我，你不必擔心我會太忙，或我不想和你在一起，我永

遠都渴望和你在一起。我喜歡和你在一起，而且我希望用更多的時間和你在一

起。無論何時，只要你花時間和我在一起，我都會使事情有所改善。如果可能，

我願意與你在這個安靜的地方日夜相伴，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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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需隱藏 
你為自己心中所隱藏的事感到羞愧，雖然那些事我全都能看到，不過無論如

何，我都愛你。我能看到你內心的美，我能看到你將來會成為如何，而且我已看

到了你因愛我而做的改進。不要認為你在我眼裏毫無價值，不要羞愧地將那些

事隱藏起來，因為我全都看得到，那些事情動搖不了我對你的愛。

哪裡有傷害，我的靈就會把愛和醫治帶到哪裡。我的靈為被排斥的人，帶來諒

解；為絕望的人，帶來生命。

我了解你的內心，我知道問題出在哪裡，但我也看得到你內心的美。你愛我，也

愛他人，對我來說，這就是最重要的。

相信我對你的愛吧。即使你不明白我怎麼會愛你，請仍去珍惜這份愛。我喜歡

去愛你，因為我知道，你非常需要我。在你的內心深處，你渴望我使你成為完整

的人，而這，令我更加珍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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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真愛
（致一位剛接受耶穌為救主的女性：）當你請求我進入你心

中，告訴我你想要我成為你生命的一部分時，你我之間就

建立了一種特別的關係。你當時也許並不感到情緒激盪，但

這仍不失為一件大事。

我已進入了你的心中和生命中，而且如你所求的，我永遠都

不會離開你。你將仍會遇到困難，可是我希望幫助你解決這

些困難。你將仍會犯錯誤，但這些錯誤卻不會影響我們之

間的關係。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我為你做的犧牲，就是要

把你從過錯的重擔下解脫出來。我已經代你為所有的過錯

受罰。

當你接受我時，你也接受了我的寬恕。你當時可能並不理

解，但你完全可以放心，我已經寬恕了你過去的過錯，現在

的過錯，甚至將來會犯的過錯。

你越親近我，我能為你做的事就越多。然而不管發生什麼

事，你要確信，我永不會離開你。我對你的愛，你盡可以放

心，我永遠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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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繁瑣
來吧，放下手裏忙著的事，到我這裏來吧！帶著那麼多煩擾，你很難聽到我的

聲音。到我這裏來吧，放鬆，卸下你的重擔。我要向你低語，對你說些愛與安

慰的話。

離開一切，到我這裏來，這裏只有你我。那不一定要是個特別的地方，它可以是

任何地方、任何時間。你只需要花幾分鐘和我連繫，閱讀我的話語，聆聽我只

對你說的話。我會在你耳邊輕輕地將你想要知道的事情，還有那些奇妙的隱

秘之事，告訴你。我甚至會告訴你一些我從未告訴過任何人的事。我準備了很

多驚喜，只要你前來聆聽，我就會告訴你。

放下手中的工作，停下一會兒，聆聽我在你心中的低語——這些話語傳達了我

對你的愛，我只說給你一個人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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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生活



1�	 來自耶穌的愛 獻給女性

安全閥
壓力對人的影響各不相同。你也許可以承受很大的

壓力，但不管你認為自己能承受多大的壓力，你總

有一個極限。因此不要太逼迫自己，沒有工作是那

麼要緊，值得你為之精神崩潰。

當壓力開始影響你時，你不必一定要看醫生或心理

分析專家——你需要慢下來，你需要來看我。

壓力需要釋放，讓我做你的安全閥和出口吧！我可

以承受那些壓力，你願意讓我為你承擔嗎？

把世界和其中的擔憂關在門外。停下來，放鬆。把

你的頭靠在我的肩上，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訴我。我

可以告訴你解決壓力問題的辦法。到我的靈裏來尋

找平安和甜蜜的安息吧！在我們暢談之後，你會感

覺舒服多了。當你相信我會照看好一切時，生活似

乎就不會那麼令人難以承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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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兼多職
你和今天的許多女性一樣，要同時應付職業和家庭生

活。我喜歡看到你發展自己的潛力，發揮我賜給你的

所有才幹。看到你運用自己的才能造福他人，透過工

作獲得個人的滿足感，也令我感到非常高興。同時我

也賜給你親人和家庭生活。你經常會覺得左右為難，

很難兼顧職業和家庭兩方面的需求。

解決的方法其實很簡單：你要明白自己的極限，學會

在這限度中生活。在這兩方面，不要企圖去做你做不

到的事。你可以做很多事，但你不能做所有的事。只去

做你能做到的吧，不要擔心你做不到的那些事。

你若不敢肯定自己是否應該既工作又照顧家庭，不妨

來問問我。如果我告訴你應該兩者都做，那就求問我

如何在這二者的需求之間取得平衡。我可以給你一些

長遠的解決方法，也可以在每當有困難發生時，給你

當下的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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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友誼
你很納悶，你既身為一個凡人，怎麼能夠和我建立個人的關係。畢竟，我是天

地的主。

是我使之成為可能，因為我非常愛你。我喜歡和你在一起。我喜歡把我的想法

放在你的意念中，把我的平安放在你的靈裡，把我的愛放在你的心內。通過禱

告到我面前來吧，所以我可以做所有這些事。

你告訴我你的問題，並讓我給你令人安心的保證、指引和答案。把它們都交給

我吧，我承擔得起你放在我肩上的所有負擔。我會仔細注意你所關心的每一

件事，並細心地去照料它。你要明確，這樣，我才可以明確地回答你。你所需要

的，我都會給你，甚至給得更多。最重要的是，當我們在一起時，我們可以享受

甜蜜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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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之道
當生活變得緊張，周圍的一切都亂作一團，覺得自己所做的一切又全都無補於

事的時候，你該怎麼辦呢？想一想我吧。想一想我是多麼地愛你，想一想我的

大能，想一想你所有的祝福，然後感謝我。

你可以通過讚美來脫離負面的情緒！你若因生命中所有的美好事物而感謝我，

那些負面的情緒就會煙消雲散。

有時，你也許覺得似乎沒什麼美好的事物可以感謝

我。那麼，就為那些不好的事物最終將帶來的益處

而感謝我吧！因為只要你愛我，你遲早會獲得這些益

處。聖經羅馬書8:28中說：「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上帝的人得益處。」我可以讓任何事情結出好果子

來。

讓我把你困難的一天轉變成快樂的一天吧！你總是

可以找到事情來感謝我。先為一件事讚美我，然後，

你就會想起第二件、第三件。你若把注意力放在我身

上，放在積極的事物上，你就會找到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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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窮水盡？
我知道你背負許多重擔，有時覺得自己真是智窮力盡，就快要倒了。可是，振作

起來吧！因為我正等著去接住你，要把你抱起來。放開手，投進我的懷裏吧！

把所有的憂慮都交給我，我會幫助你背負它們。我愛你，我會幫助你度過每一

個難關，跨越每一個障礙。到我這裏來，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裏，相信我。

當你煩惱灰心或困惑時，我會賜給你平安。當你計窮力竭時，我會賜給你耐心。

當你心煩意亂時，我會撫慰你騷動不安的思緒。當你疲倦，無法再堅持下去

時，我會賜給你力量。當你不知道怎麼辦時，我會賜給你智慧。只要你求我，我

會把所有這一切，甚至更多的賜給你。我隨時都在等待著要幫助你，而且我給

你的，都是好的。我既已擁有你所需要的一切，為什麼你還要自己掙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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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改變
（致一位正經歷更年期的女性：）對你現在所經歷的困惑、緊張、新的情感、情

緒不穩定、身體慢了下來、對未來的擔憂都不要害怕。這些事發生在你身上，並

不是因為你做錯了什麼，或我對你的愛比從前少了，這只不過是生命的另一階

段。你走過了年青時代，現在，你要尋找更真實、更深刻的滿足，那種只有我才

能給予的滿足。你對我瞭解越多，就越能體驗到你年青時候未體會過的、更大

的滿足。

當你經歷中年的困難時，到我這裏來吧！投入我的懷裏，求我驅走那些負面的

情緒，吸取我的力量、恩典和智慧。多花時間和我在一起，你對我的愛會越來

越強烈，也就會越來越確信我對你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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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
關係



來自耶穌的愛 獻給女性	 21

我的愛之禮
我喜歡看到戀人們彼此相愛。是我創造了各種形式的愛，是我使得人們墜入愛

河。我就是愛，當人們相愛時，他們就是在感受我，成為我的一部分。

當你和所愛的人在一起，因他的愛而感到溫暖和安慰時，就感謝和讚美我吧，

因為這的確是出自我的內心、給予你的一份禮物。你從所愛之人那裏感受到的

愛，就是我對你的偉大之愛的表現。

萬事各有其時——獨處有時，親密相伴有時。為了使人生道路更容易度過，我

會在大部分人的某一生命階段賜給她或他伴侶。當你獲得這一禮物時，請記

住，這是我給你的特別的愛和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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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需要
人需要愛。我創造每一個人時，都賦予了他們愛與被愛的渴望。我按

自己的形像創造了你們－－我最傑出的造物，因為我也需要愛。儘管

我是全宇宙的神，天地的創造者，但愛和被愛仍是我最大的需要。正

因此，我才創造了你們。

我知道，你渴望能找到一個特別的愛人，滿足你內心的渴求，一個可

以傾注你的愛、而他對你也懷有同樣激情的男人。你若求我，我就可

以賜給你這樣一個特別的人。但你要相信我，我會在我所安排的時間

把他送到你身邊，也就是在你們倆都準備好的時候。這可能不會馬

上發生，但你要耐心等待、注意。等我的時間到了，你就會找到這個寶

貝。

但即使在那時，無論我賜給你的愛情關係有多完美，或你感到有多幸

福，最終你都將發現，人的愛永遠無法填滿你內心深處那隱秘的空

虛，因為那空虛只有我才能填滿。我為自己創造了那空虛之處，因為

我想成為你的至寶。沒有我，你永遠無法變得完全，這是我的創造。

我創造了你，是要你成為我的心靈良伴。只有我才能使你真正永遠幸

福！你願意讓我這樣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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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三個關鍵
愛、謙卑和禱告，解決一切問題。

愛，不在乎誰是誰非。愛，會伸出手去餵養、醫治、給予。愛會產生出更多的愛，

所以，給予愛的人到頭來也會得到愛。

謙卑，也不在意誰對誰錯，只想和好如初。謙卑，尋求最卑微的位置來伸出援

助的手。謙卑，不會只想著自己的需求。

禱告是得到超自然的資源之關鍵。為自己禱告是好的，為他人禱告更好，因為

這是在表達愛和關心，我喜愛祝福那些愛他人的人。

愛，謙卑和禱告：把這三者放在一起，你就擁有了在一切關係上成功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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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回力棒
需要回報的禮物，不是真正的禮物。愛也是如此，真愛並不期待任何回

報。也許你愛一個人，但是他對你卻並不懷有同樣的感情，這確實很令人

傷心，但卻不應該是你停止愛他的理由。這或許意味著，你應放棄這個關

係，繼續前進；但也可能是他更需要你的愛與支持，超乎你倆所能意識到

的。

給予愛，有時就像在拋回力棒。它飛出去了，似乎再也見不到它，但就在

你幾乎不抱期待之際，它又飛回你這裡了！

這就是愛最神奇的地方：凡無私給予、不期待任何回報的愛，凡放棄自己

的快樂、追求他人快樂的愛，凡放棄自己的需求、奉

獻他人犧牲性的愛，永遠都會得到回報。如果別人

不回報，我會回報，而沒有人能像我那樣的愛你！

不要擔心你的愛會耗盡，因為只要你請求我不斷的

充滿你，我就會充滿你。我擁有你需要的一切愛，

而且不止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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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影難覓的完美先生
許多愛情小說和電影都建立在這個流行觀念上：世上每一個人，都有另一個人

與他或她完美相配，做自己的心靈良伴。若沒有找到這另一半，與他或她締結

良緣，他們就不會得到完全或真正的幸福。這個觀念可以構成書中和電影中美

好的情節，但卻使那些沒有完美婚姻，或沒有任何伴侶的人幽怨不已。這確實

令人悲傷。

我是那麼愛你，我不會把你對愛和伴侶的需求視為兒戲。我不會創造一個世

界，讓孤獨的靈魂四處流浪，苦苦地尋找他們「缺失」的另一半。我沒有把愛造

得那麼複雜艱難。

我希望你找到愛。儘管不一定能夠讓你在想要得到時，

馬上就找到，或是在第一次嘗試時，就會把關係處理妥

善，但是你要相信，我會把我要你去愛的那個人帶到你

的生命之途上。如果你不再繼續等候那位所謂的完美

先生，而是決定去享受生活和現有的友誼，你的生命就

會少很多憂慮，有更多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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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泉源
你很想知道，在世界的某個地方，是否真有一位完美先生，正等著你要被你找

到。答案很簡單：沒有，但是確實有人會和你相配。你若想知道在哪裡可以找

到這個適合你的人，就來問我吧。然後到正確的地方去尋找——在那些愛我的

人當中。只有一個愛我的人，才能給你所渴望的愛，因為他會從我豐盈不竭的泉

源中汲取愛。

那些愛你的外表、身材、性格或才華的人，是從個人利益的淺水中汲取愛。這

種愛流逝得很快。在任何關係中，我

都是真愛和幸福的源泉，真愛和幸福

從我的靈中流出。我的祝福、我的愛、

我的安慰、我的幫助、我的恩典，會在

你或你伴侶的愛失敗時支撐你。我的

愛能使你超越你自己和你的感情，甚

至能幫助你在困難中選擇寬恕和繼續

去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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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一對
你與我才是完美的一對。你愛我，

我也愛你，而且我永遠愛你。我是

你真正的心靈良伴。如果說我有另

一半的話，那就是你，而你若缺少了

什麼，那肯定就是我。當我們在一起

時，就什麼都不缺了——我們就完全

了！在世界形成以前，我就已愛你；

眼前的這個世界逝去之後，我們之

間的愛仍將長存。我們可以在完美

的愛、在完美的擁抱中，永遠結合為

一體。對我們來說，沒有什麼「至死

方休」，我們將會永遠長相廝守。你

也不需要走遍全世界來尋找我，因

為我就在你身旁。我曾一直就在你

身旁，將來也會一直在你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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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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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完美的看法
我把你造成恰如我所希望的樣子。在我眼裡，你無一處不完美——每一分色

彩，每一寸曲線，每一個部位。你難道沒聽說過，連你的頭髮我都數過了嗎？

你並不是在匆忙中被拼湊起來的，我細心精確的創造了你。在你形成的九個月

當中，我每一天做一點工，直到一切都恰如其分。自從你誕生的那一天起，我就

一直在你身上動工，而且我自豪地注視著你，因為每過一年，你在我眼裡就變

得更加漂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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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秘訣
有些人確實把事情搞混了。她們花很多時間

和精力讓自己變得漂亮，把身體弄得完美，

卻忽略了內在的自我，就是我賜給她們的那

個獨特而美麗的靈。她們愚蠢短見，因為她

們的身體，她們的外表，最終都會衰亡。到

時候所有過分花在外表的時間其實都浪費

了。真正重要的，是內心，是靈魂的美。我寧

願你花更多時間，去做使你靈魂美麗的事。

還有，只有我的愛才能為你帶來真正的滿

足，令你光彩照人。

你的肉體是短暫的，不過是一個軀殼，唯有

靈魂永恆。當你投資於你的靈魂時，你就

在對永恆投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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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美容
人的靈魂如果不美，無論多少化妝品，多麼昂貴的服裝，都無法讓人變得真正

美麗。許多人一心想著容貌和外表的美，然而在內心深處，如果她們對自己誠實

的話，其實她們真正渴望的，乃是內心的平安與快樂。人們特別注重外表，好像

外表是打開生命中的愛、快樂和成功之門的鑰匙。他們不到正確的地方，也就

是到我這裡去尋找這些東西。找到平安與快樂的方法其實很簡單：先找到我，

並把我放在你心靈和生命的首位，讓我用愛和快樂來充滿你，然後採取主動，

將我的快樂與別人分享。

我親愛的，不要犯別人曾犯過的同樣錯誤，要向我學習。我有給女人內心專用

的化妝品，大量使用我的化妝品，保證讓你擁有真正的魅力。這種美會表現出

我聖靈的果子——溫柔、良善、和平、喜樂和愛，而他人會被你所吸引。他們會

看到你泰然自若與充滿自信的真正之美，也會渴望擁有你所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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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改變時
我很高興你對自己滿意。我花了很多年才讓你認識到這一點，你現在年齡大了

些，發現自己過去常常擔憂的事對整個人生並沒有多少影響。

你開始認知生命的真正價值，就是那些使生命值得一過的事物：愛、友誼、家

庭、奉獻自己、信心。這些事物永不會消亡，因為你把時間、精力投入在這些事

物上所結的果子，會在別人的生命中綿延不息。所以，繼續在那些真正重要的

事物上努力吧，我會隨時在你身邊幫助你。當你一心要使別人快樂時，我向你

保證，你也會同感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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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裡到外
用我話語中積極的思想來餵養你的靈，避免那

些會讓你低潮、消極、抑鬱或心煩氣憤的負面

思想。請求我幫助你，經常用我的話語好好滋

養你的靈，用我陽光般的愛溫暖你的靈。在禱

告中花時間與我在一起，在你默想，聆聽我柔

和的愛之語給你鼓勵和指引時，從中得到力量

和幫助吧！

珠寶重於盛裝珠寶的盒子。你那如上好珠寶般

的靈會持續到永久，可是供它住的身體卻只會

持續一時。把時間和精力用在照料那上好的珠

寶上吧，那才是真正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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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獨特的貢獻
對我來說，你非常特別。你具有他人沒有的特

質，你能夠以獨一無二的方式給予愛。女人的愛

可以打動人心，平息憂慮和恐懼，提供安慰，消

除痛苦，使生活變得甜蜜。你擁有奇妙的能力—

—女人的愛，明智而妥善地去使用它吧。尋找那

些需要這愛，且會為之感激的人，把這愛送給他

們。藉著幫助人們找到我那持續永久的愛，你可

以幫助改善他們的生命。

當你在我面前停留，吸收我的光，領悟我對你的

大愛時，你的靈將會越來越閃亮。你若想要現

在和將來都美豔絕人，就要向我打開你的心和

生命，讓我的靈重振你的靈魂。我用煤塊造成鑽

石，我喜歡令一些最平凡的人發出如星星般的獨

特光彩。



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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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婚姻的秘訣
婚姻是奇妙的！我喜歡婚姻！我希望看到盡可能多的幸福婚姻。

成功的婚姻少不了某些特定的因素：

無私的愛——把對方的快樂看得比自己的更重要。

相互體諒——願意傾聽對方，努力了解對方的觀點。

耐心——當對方的某些習性怪癖讓自己討厭或生氣時，有涵養加以忍耐和一

笑置之。

幽默感——錯誤之處能夠微笑以對，一起玩得開心。

謙卑——有摒除驕傲的氣度，能適時說：「我錯了」，或「對不起」。

寬恕——願意真誠地無視過錯，寬恕，繼續去做更大更好的事。

毅力——具有努力使婚姻成功的決心。

最後一點，但絕對不是最不重要的，那就是要愛我。夫婦倆若愛我，把我放在首

位，我會樂於給予他們我許多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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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做事
我可以幫助你把婚姻變成你夢想的樣子，

甚至更好！我可以幫助你成為你渴望成為

你愛人的佳偶，甚至更好！我看得到一切，

你的每個需求，每個渴望，我都能滿足。只

要你學會接上我那無限的泉源就行了。

只要你和你的先生全心歸向我，只要你們

祈求愛、耐心和了解，只要你們一起把需要

和問題帶到我面前，只要你們吸收接受我

的話語，花時間一起來讚美我，我就會把你

們婚姻中所需的一切賜給你們。我會幫助

你倆成為你們渴望為對方成為的伴侶。我

會使你們的愛成長、壯大、成熟，使你們不

僅成為彼此的祝福，也成為很多其他人的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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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相待
如果你想鞏固與你先生之間的關係，就花時間去鼓勵

他、支持他、幫助他分擔重擔。他的確需要學會多溝

通，謙卑下來，請求幫助，但你主動提供幫助會是一個

好開始。

在他的強處上鼓勵他，儘量無視他的過錯。你若很難

發現他的強處，可以請我告訴你。這種積極的方法遠

勝過嘮叨。如果你尋求我，請求我幫助你像我一樣去愛

他，用我的愛去愛他，我就會幫你看到他的優點，而不

是緊盯著那些讓你心煩的缺點。

你們真是嘉偶天成，但你們若花更多時間愛我、愛對

方，你們的組合就會更好。你們需要花時間一起來閱讀

我的話語，討論我告訴你們的事。這會使你們彼此更

加親近，並在我裡面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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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甘共苦
每一個婚姻都在不斷進步。每一個婚姻都有其甘苦，但正

是通過這些甘苦，婚姻才得到鞏固。

最重要的是，你們是好朋友。大多數婚姻一開始都是熱情

如火，但慢慢地就成了平淡的每天生活。這是婚姻的正常發

展，然而有些人卻會因此而失望。

因為最初的那種激情消逝了，有些人就把自己的婚姻視為一

種失敗，或者認為他們「喪失」了某種東西，其實並不盡然。

問題常常在於婚姻的一方或雙方對婚姻抱有不切實際的期

待。將自己的婚姻和電影、小說中的婚姻相比，或與其他人

的婚姻相比，都是不明智的。婚姻正如人一樣，每一個都是

獨一無二。

你們之間愛情和關係的「格調」，或許會隨著時間的發展，

而有所改變，但藉著共同戰勝困難，你們之間的真愛會日益

加深、穩固。



�0	 來自耶穌的愛 獻給女性

邁出一步
你若珍惜自己的婚姻，遲早需要犧牲自己的驕傲和願望。這麼做很讓人感到

謙卑，我知道，但你儘量試著先去道歉吧，不要等你的先生先來道歉。反正

你知道，他經常是對的。他有缺點，你也有。你們需要互相禮讓，你若先邁出

這第一步，你會讓他和我都很高興。

像這類簡單的謙卑做法，經常是幸福婚姻的關鍵。實際上，婚姻中最需要的

德行都和謙卑有關：尊敬、積極、體諒、凡事往好處想、無視一些過失、做分

外的事等等。謙卑能開啟一條通向我的管道，使我的愛和祝福可以自由地傾

注給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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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受傷時
把你受傷的心帶到我這裡來吧。告訴我你先生的哪些言行讓你感到受

傷。我會傾聽你的訴說，我會了解你、同情你，我的門時刻朝你敞開。

我親愛的，讓我幫助你從不同的角度來看這些事情。不要看你先生的缺

點和過錯，看看你自己的缺點吧。這並不是說你的缺點就一定比他的

多，但你若願意先邁出這改變的第一步，對你們倆來說，事情會變得容

易很多。

請問我是怎樣看你和你的伴侶的。我看到的是優點多於缺點，積極方

面多於消極方面；而我會幫助你也以這樣的角度看你的先生和你們的

婚姻。我可以不斷教導你與自己和愛人有關的新事物。

注意你的態度和言行會對你先生造成怎樣的影響，而不是你先生對你

造成怎樣的影響。房子可以建在磚頭和水泥上，

但家必須建在更堅固的事物上——愛、寬恕、耐

心、無私，更重要的是，我。讓我幫助你把你們的

家，變成一個充滿愛的心靈之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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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平衡
我希望你們的關係是平衡的，兩人分擔重擔，互相照料，而又不勉強對方順從

自己的意見。大多數男人都不喜歡妻子專橫。支配慾太強的女人不但使自己的

婚姻面臨危險，而且還會損傷丈夫的自尊，減少他成功的機會。

我希望你能自由自在，發揮自己的才能，表現自己；我不想要你受壓抑。但是另

一方面，你若覺得自己的丈夫不快樂，那可能會是因為你太過勉強他順從自己

的意見了。

找到並維持恰當的平衡，總不是很容易，尤其當你是個很有推動力的女人時；

但只要你求問我，我會幫助你

找到那個平衡點。那時，你會

驚訝地發現，你和你的先生比

從前快樂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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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的需求
我很高興看到你努力去做一個家庭主婦和好

妻子，只是千萬別忘了愛。你丈夫需要浪漫和柔

情，你也需要。將他渴望和需求的給他吧，這

也會大大的鼓舞你。你的性慾也許沒有他強，

但你也需要性。你需要感受到他的擁抱，你需

要他以這種方式對你表達愛，你需要做愛所帶

來的那種被呵護的安全感。你們的婚姻也在

反映我們的婚姻——你我分享的那種關係。我

需要你的獻身和侍奉，但我最需要的，是你的

愛。你願給我什麼樣的愛，就給你丈夫什麼樣

的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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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床異夢？
有時，你是否覺得你和你先生住在不同的世界裡？你們之間是否已經有一段距

離了？你是否在想，你們從前所擁有的那種愛到哪裡去了？你是否覺得自己的夢

想和希望都破滅了？

向我敞開你的心吧！請求我幫助你以嶄新的觀點去看你的婚姻。我會幫助調

整你原有的心態，拋棄以前養成的那些錯誤反應。

列出一個表，寫下當初結婚時你丈夫身上有哪些特質是你所愛的。回想你喜歡

與他一起做和敬佩他的那些事情，然後禱告，求我幫助你重新在他身上看到

這些特質。它們也許藏起來了，但它們並沒有消失。再努力去尋找，你就會看到

了。當你丈夫看到你因仍舊敬佩他，欣賞他身上的那些特質而流露出特別的微

笑時，他會再次受到鼓勵，成為你之所以與他結婚的那個男人，而你們之間的

那些障礙也會冰釋。激發你男人身上的最佳潛能，你們的世界就會再次連接。

你還在等什麼呢？現在就去列出那些特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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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婚姻保固
恭喜你們選擇成為彼此生命的伴侶！你們的婚姻有永久保固期。請仔細閱讀和

遵循婚姻指南所提供的建議，這指南就是聖經。適當的照料和定期維修，應該

可以避免嚴重問題出現。但是萬一你的婚姻開始出現狀況，請將它帶到我這裡

來，我會提供免費維修。為了避免你的婚姻受到任何嚴重傷害，一見到問題，請

立即帶到我這裡來，不要嘗試自己去修理。擅自改動不會使保固期失效，但有

可能延長檢修時間。

除了標準功能外，你的婚姻被設計得能容納任何數量的周邊小產品，有男有

女。儘管這些周邊產品看來好像會延緩你的婚姻性能，但卻會大大地提高長

期的滿意度。

若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撥打我全天候服務的免付費熱線，來與我連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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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母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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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過時
傳統母親永遠都不會過時，因為她是以愛為核心。我創造了人，讓人需要愛，

我要他們首先從母親那裡體驗愛。母親是愛、關心和溫柔的化身，母親的愛，

連最小的嬰兒都能感受到，並對之做出回應。

因此，你若因自己被「困」在家裡，要照顧嬰兒或撫養孩子，無法追求事業，而

覺得若有所失，或覺得生活在過去裡時，請再好好想一想。生命中，愛最寶貴！

愛是一個人所能學到的最重要的功課，也是一個人所能接受的最大的禮物，而

沒有任何人能像母親那樣教導及給予愛。缺乏很多東西，生命都可以照舊過下

去，但不能缺乏母親。傳統母親永遠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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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的尊榮
親愛的母親，我向你致敬，就如向皇后致敬。當

我在天堂裡頒獎時，我要把你立為榜樣，你從心

裡不斷地給出、給出、再給出，去撫養我要你照

料的神奇的愛之禮物。

母親把孩子的安康看得重於一切的心，在我眼

裡，那真是最美麗無比。你盡全力幫助自己的孩

子為生活做準備。現在他們已經長大，可以自己

去做選擇了，他們必須學會自己去面對生活的挑

戰，去承擔責任。

有時，他們也許會偏離你的教導，但你放在他們

心裡的愛卻會永遠長存。這是你給予他們的最大

禮物，它將永遠屬於你和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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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回報
你為自己孩子所付出的愛、照料和禱告不會白費。

你所換的每一片尿布，擦乾的每一滴潑灑出來的

水，弄的每一頓飯，教的每一個功課，寬恕的每

一個錯誤，流的每一滴淚水，說的每一句鼓勵的

話，每一個擁抱，每一個親吻，每一分犧牲，每一

個禱告——所有這些都在幫助他們成為你為之

感到自豪的孩子。

儘管他們可能並不總是這樣說，或將之表現出

來，但是他們會因有你這樣一位母親而感到驕

傲。雖然他們不能理解，當他們覺得自己實在不配

的時候，你如何能夠仍舊愛他們，但是他們渴望

這愛，感激你的愛，並知道自己需要它。謝謝你做

我無私之愛的榜樣，幫助他們感受到這樣的愛。

你為自己的孩子傾注了那麼多愛，付出了那麼多犧

牲，去教育他們，訓練他們，照料他們，我為你感

到驕傲。做得好，你這又忠心又良善的母親，你

在天國的賞賜是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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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揀選了你
你成為你孩子的母親並不是偶然的。

你是我完美的選擇！我知道可以信賴

你會盡力將他們所需的給予他們，幫

助他們為人生做好準備。

不要聽信那負面的聲音。它試圖告訴

你，你不夠好，你是個失敗的母親，你

沒有能力提供自己孩子所需要的。仗

著你的天賦和我的幫助，你擁有成為

你孩子最好母親所需要的一切。他們

天生就是你的孩子，而你天生也就是

他們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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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無法繼續下去
許多時候，你覺得自己能力不足——你是對的！對你來

說，撫養孩子是個很艱鉅的工作，但對我們兩個來說，就

不算太難了。說起來，也許會讓你大吃一驚，或讓你失望，

然而事實是：我希望你感到能力不足。

我不喜歡看到你掙扎，也並非故意讓事情變得很難，但

我有時確實會讓你感到無法繼續下去，或感到力竭計窮，

主要是因為這樣你就會向我求助，依靠我。當你這樣做

時，你就會讓我有機會在你和你孩子的生命中動工。因

此，當你感到無法支撐下去時，就向我求助吧。你會發

現，沒有問題是我不能解決的。我擁有你所需要的所有辦

法和力量，我隨時都在等著你求問，要把它們送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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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作則
你的孩子非常需要我，你也非常需要我。他們需要學習把我包含在他們的生活

中。他們需要學習在艱難時投靠我，他們需要學會依靠我，他們需要學習把問

題帶到我這裡來，他們需要學會為他人禱告，他們需要學習聆聽我的聲音，所

以我才能幫助他們做出正確的選擇。最重要的是，他們需要學習愛我和接受我

的愛。

你希望你的孩子學會所有這一切嗎？他們若在你身上看到這些，他們就會學

到。讓他們走上正道的最好辦法，就是在前面為他們帶路。我希望你的孩子過

最好的生活，我也可以給他們這樣的生活，但你要做我的管道，讓我的祝福通

過你流給他們。我能在你孩子的生命中動多少工，其程度絕大取決於我能在你

生命中動多少工。全心愛我吧，竭力來取悅我，請求我在前面帶領。緊緊地跟隨

我，我就會把其餘的一切都照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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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傑作
培養孩子，就像畫一幅傑作。就如畫家一層一層地

在畫布上敷設油彩，你也一天一天地在塑造自己孩

子的生命。

畫家作畫不從細節開始，而是先大筆勾出基本輪

廓。然後，耐心細緻地，每天加上新色調、小細節。

直到最後，她可以退後幾步，來欣賞那幅令她自

豪、已完成的作品。

做母親也是這樣：憑藉著耐心和充滿慈愛的照

料，母親把小孩子塑造成了成熟的男人和女人。

有一天，你也將能夠退後幾步，欣賞自己的藝術

品。別人永遠都無法充分了解你為這幅傑作付出了

多少辛勞、慈愛和關懷，但你我能夠了解，而且知

道，所有那一切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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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靜謐
你觀察過鴨媽媽怎樣帶小鴨子嗎？當鴨

媽媽和小鴨子在池塘裡游來游去的時

候，她看上去是那樣的安靜、沉著而泰

然自若，但是她時刻又都在注意著小鴨

子。

我希望你也像這樣，因為平靜安然的心

態讓孩子們感到安全。要做的事情永

遠都做不完，但不要因此而變得倉促緊

張。要特意保持安靜，並把這種精神

傳達給孩子們。當壓力開始增加時，停

下來一會兒，閉上眼睛，求我用完全的

平安來充滿你，這平安來自於對我的信

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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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嗎？
你愛自己的孩子，但有時又不禁想問：「我

的夢想都到哪裡去了？我從前所計畫的那

些事業都到哪裡去了？我的生活怎麼啦？

瞧我，不管白天黑夜，都在換尿布、餵孩

子、清洗成堆的衣服、買東西，清潔打掃、

讓孩子保持快樂、給他們愛。這什麼時候

會結束？」

當你感到很難堅持下去時，到我這裡來

吧，即使只是一分鐘也好。走到窗戶前，深

吸幾口新鮮空氣，請求我幫助你以我的觀

點來看事情。然後再看一看你的孩子，那

是多麼大的快樂啊！有這樣可愛活潑的孩

子，難道不是一種福分嗎？！當他張開雙臂

擁抱你，對你說：「媽媽，我愛你！」時，你

知道，這一切都是值得的！你不願用任何

事物來交換，你願意嗎？我認為你是不會

的。



��	 來自耶穌的愛 獻給女性

當孩子出問題時
當孩子掙扎、迷失人生方向，與壞朋友為伍，或做出錯誤的選擇時，我知道做

父母的有多麼痛心。我也知道那種想幫助、指引，卻又遭拒絕的痛苦。這些我都

了解，因為當我看到我的許多孩子誤入歧途，為自己和他人造成不必要的問題

和痛苦時，我也有同樣的感受。

我已經聽到了你為你的孩子們所做的禱告。就如你會永遠愛他們，永遠不放棄

他們一樣，我也不會放棄他們。繼續為他們禱告，把他們交託在我手裡，我能

以一種你永遠無法做到的方式，對他們的心說話。向他們顯示你的愛，但永遠

不要企圖自己去背負他們問題的擔子。把那擔子交給我，讓我來背負，讓我來

照顧他們。他們最後也許有負你的期望，因為很多事情仍取決於他們的選擇；

然而，為他們做的禱告，永遠都不會白費。只要你信實有恆地去禱告，你就知

道，你能為他們做的，都已經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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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未來
身為母親，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你若不相信，可以去問一些人，在他們成長

的時候，誰對他們影響最大。無論你問誰，不管最卑微的人，還是最偉大的人，

到目前為止，最多的回答總是：「我的母親。」

今天的母親們——這也包括你——正在塑造那些將塑造未來世界的人。你們

的孩子將改變世界。他們也許不會對全世界造成重大影響，但他們會對周遭的

世界造成影響，使它變好，或是變壞。

你的職責是使你的孩子走上正道。你希望他們一生堅持

什麼樣的價值觀念？你會教他們愛我嗎？你會教他們愛

最重要嗎？你會教他們把我的話語，當作靈魂和道德的

指南嗎？你會教他們禱告和跟隨我嗎？請一定要這樣做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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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若
獨
身
一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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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補空虛
沒有伴侶，沒人分享自己的快樂，分擔自己的憂傷，沒人與自己同甘苦、共患

難，生活會很不容易。然而在最孤獨的時候，你若和我交誼，我會成為你最

寶貴的伴侶。

我親愛的，不要被孤獨感征服。孤獨的時候，到我這裡來。求我來填補這份

空虛，我一定做得到的。

好好利用這些孤獨時刻，增強我們之間愛的聯繫。我對你而言，超越只是丈

夫、愛人或朋友，我會忠信真實地時時與你同在。我們之間分享的那種親密

之愛，會填滿你內心的空虛，不僅幫助你面對生活，還能幫助你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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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的伴侶
當你的心隱隱作痛時，到我這裡來。我隨時都在

等著你，親愛的。你永遠都不會真正孤獨一人，

因為我時時都在你身邊。我是你看不見的朋友，

你忠誠的伴侶。

即使似乎沒人關心你時，我仍在關心你。只要你

到我這裡來，我就會拂去你的憂傷，讓事情變得

容易。有時，和朋友談一談，即使他們什麼也做

不了，這對你也會有所幫助。和我談，幫助就更大

了，因為我不僅會傾聽你的訴說，同情你，而且

我總有辦法可幫助你。將你的感受和需要告訴

我，我就會回答你的禱告。你也許不明白禱告是

如何發生作用的，但它確實會有用。

想像我在你身邊，因為我的確就在那裡。我感受

得到你的心痛，我明白所發生的一切，而且我愛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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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補心碎
（致一位離了婚的女士：）在一生中，離婚可以是最令

人心碎、最具破壞性的經歷之一。你從前夢想、努力

和為之犧牲的一切，結出的竟是一個苦果，為你留下

的只有傷痛和失望。

我能夠幫助你克服內心的創痛。我了解那種痛苦，想

要怨恨的誘惑，那種被人誤解和遭受不公平對待的

感受。把你痛苦的心帶到我這裡來吧，我可以洗去那

些惱人的回憶、怨恨、憤懣和絕望。這需要時間，但

所有這些恨惡感都可以被我的愛治癒。

我能夠使你再次變得快樂。我能夠賜給你心靈上的

平安，使你對生命再次充滿了興趣。你能夠東山再

起。有生命，就有希望。你還可以再次去愛，也可以再

次被別人所愛。到我這裡來吧，讓我幫助你卸去那令

人失望的過去，使你能再繼續奔向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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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共同的
新生活
（致一位離婚的女士：）你結婚的那一天是你一生

中最幸福的一天。你從來沒想到，它竟會以離婚

而告終。你從來沒想到會再次獨身，你對此一點

準備都沒有。

在這脆弱的時刻，我希望你記得，無論發生什麼

事，你都可以在我身上找到愛。你若依靠我，我會

使事情變得更容易。你若允許我，我會比任何人

都更親近你。

你犯了些錯誤，你丈夫也犯了些錯誤，但離婚並

不意味著你是個失敗者。你從這些經歷中所學到

的，會對你的將來有所幫助。你會因這一經歷而

變成一個更好、更睿智的女人。你仍值得人愛。不

要對生活放棄希望，也不要對愛喪失信心，我可

以給你一個新的開始。我們倆人可以共同建造一

個快樂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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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依靠的人
（致一位單身母親：）孩子是我所賜的祝福。他們每一個

都傳達了我特別的愛，他們從來都不是錯誤。我用愛創造

了他們，把他們交託給你這樣的母親，讓你去愛他們，照

料他們。

為了照料孩子們，你已經付出了那麼多，而且仍在付出。我

希望你知道，你所付出的每一點，我都看到了，並充滿了感

激。我還希望你知道，我一直在你身邊幫助你。

你並不常常覺得自己勝任母親的職責，但你若請求我幫

助，我會使事情變得容易些。這是一個艱鉅的工作，尤其

是要你獨自承擔的時候，然而我一定會幫助你度過艱難的

時刻。我會把你所需要的愛與耐心賜給你，我會把你所需

要的智慧和理解力賜給你。我會做你的另一半，讓你可以

依靠，我會幫助你去做出那些困難的決定。

我希望成為你家庭的一員，我希望做一家之主。你不需要

獨自來撫養整個家庭，我就在這裡幫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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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你的牧人
（致一位單身母親：）撫養孩子需要很多的愛和無私之心，而單身母親所要付

出的，就更多了。有時，你覺得擔子實在太重了——你不能既身為父親，又身為

母親——然而你卻堅持下去。對此，我真為你感到驕傲。

有一天，你將會非常慶幸自己沒有放棄，而總是盡全力愛護和教育自己的孩子。

當你女兒長大，回想今天你給她的愛與照料時，她將會是何等的充滿感激，因

有你這樣一位母親而自豪。

我也知道，僅靠一人來維持家庭的生計非常艱難，我想要幫助和照顧你。聖經

詩篇裡說：「主是我的牧人，我必不至缺乏。」你聽說過這句話嗎？我不願你缺

少所需的任何東西。只要你禱告，請求我幫助你，我就會告訴你該怎樣做以得

到生活費，而我會確保你和孩子得到一切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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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小巢
噓﹗安靜，不要動。你就如一隻鳥媽媽，在狂風豪雨

中待在鳥巢裡，你所有的小鳥們也都躲在巢裡。你心

中充滿憂慮，因為暴風雨咻咻地狂吹著。你的那一

半又不在身邊幫助庇護和餵養你的孩子，你不知道

暴風雨會不會及時歇止一會，好讓你能去找下一餐

的食物。但你又不想要離開，因為你擔心你一離開，

雛鳥們隨時都有可能被狂風吹出鳥巢。你一直在用

翅膀保護著牠們，而現在，你也累了。

你沒有看到我－－你的創造者和保護者，就站在你

身邊。我的手正托著你的巢，隨時準備好在它會掉

落前扶穩它。我也使風勢緩和，以免你的小鳥從鳥巢

中被吹落。我寸步不離，一直站在這裡，直到風暴停

息。我一直在看護著你們。在風暴停息及你們尚未安

全以前，我的手是不會挪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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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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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的寶石
我以最令人難以意料或預見的模式，為生命增添美色。只有當太陽下山後，我才

會讓月亮升起，照耀大地。當小溪與河流從高山上流下來時，水流跌宕、滾動、

翻騰，但正是經由水流的動盪，我才能創造出那美麗壯觀的瀑布。母親分娩時

雖經歷痛苦，但在痛苦中，我帶來了新生命，那從苦難中得到的寶貝。透過切削

琢磨，一塊外表平凡的石頭，被塑造成一顆珍貴的寶石。我也正是如此親吻你

的生命，使你經由痛苦可以變成我眼中的珍寶︰美麗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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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地球自轉般
的確定
來吧，我心愛的，讓我抱著你，到一個只有我倆

的地方。在那裡，你可以靠在我的肩膀上哭泣，

而我也能安慰你，為你擦去每一滴眼淚。讓我

拿走你的問題和憂慮，把平安放進你心中。

我要讓你看一看，我的愛多麼美麗壯觀，你可

以從我創造的萬物中看到這點。花時間和我在

一起，思考一下大自然，贊嘆我所造的一切。我

創造了大山小丘，我創造了峽谷、樹林和一切。

從地球被創造開始，它就一直持續繞著地軸

旋轉，日夜不息。從最初開始，男人和女人就曾

一直尋求我，找到我，並因此而找到了生命的目

的、意義、快樂和滿足。我從沒有離開過他們，

現在，我也隨時準備好要幫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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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會再次升起
我對你的愛，勝過世上任何的愛或朋友。當你憂傷時，來吧，讓我擁你在懷裡，

安慰你。這些哀傷不會一直持續，它們很快就會過去。

現在是你生命循環中的一個低潮，此刻，似乎沒有一件事如你所願，你不知道

自己是否能夠堅持下去。但，請千萬堅持下去，因為最黑暗的時刻一過，黎明就

一定會到來。

現在是你生命的黑暗時刻，但正如太陽每天早晨都會升起一樣，我愛的太陽也

一定會再次在你生命中高升。你的黎明就要到來，且滿載著滿足和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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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遠了解
你若想明白自己的內心和情感，就來問我。藉著禱告到我

面前來，和我交談，分享你的心事，求我把事情澄清。當

你憑一己之力去思索、分析和推究你的生活與境況時，

你反而會感到茫然，甚至常常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感覺

如何，渴望什麼，或出路在那裡。但你若到我這裡來，請

求我的幫助，我會照亮你的內心深處，使事情變得明朗。

即使你不明白問題到底出在那裡，也不要擔心。你不需

要為每個憂慮貼上標籤，才能讓我幫助你。我了解你的

心，也提得起任何重擔。我會幫助驅散你心中的迷霧，

並告訴你該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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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安全的地方
我是你的磐石，是讓你躲避生活暴風雨的避難所。無論風有多麼猛烈，浪如何

衝擊你的堤岸，只要你的腳堅牢地站立在我和我的聖言之上，你就會永遠平

安。我安然不動，永不改變，永不失敗，我永不會因任何問題的壓力而垮下。

你要確保自己能堅強穩穩地站得住嗎？那就依靠我的話語，依靠我的應許，依

靠我吧。感覺會變，情緒會變，環境會變；唯一不變的，就是我。我是磐石，朝夕

的暗潮也沖不走，日夜的巨浪也擊不破。

我會給你恩典，讓你能夠經得起暴風雨。無論你經歷任何情緒、感覺或失望的

狀況，只要你站立在這磐石上，就不需要擔心。



後記
你若還沒有體驗到耶穌在這些訊息中所表達的愛，那可能是因為你尚未藉著

接受祂為救主，來獲得祂永恆的愛和永生的禮物之故。耶穌不會強迫你；祂在

謙卑地等待你邀請祂進入你的生命中。祂說：「看哪，我站在門外敲門；若有人

聽見我的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裡去。」（啟示錄3:20）你可以真誠地

做以下的禱告，現在就接受祂：

親愛的耶穌，感謝您為我犧牲而死，使我能夠獲得永生。現在，求您寬恕我所

曾犯的一切過錯和無愛心的事，把它們全都清洗乾淨，幫助我從今以後做得更

好。我需要您的愛來充實和滿足我的心。我希望在今生還有來世，擁有您要給

予我的、天堂般的快樂生活。我打開心扉，請求您，耶穌，進入我的心裡。感謝

您傾聽和回答我的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