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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不法的事增多	
张成 

这是疫情后我们第一次出门，疫情期间，出门不容易，特别是要去另外

一个城市。这次疫情确实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我们从没有想

过的。开始（2020 年初）的时候，听说是不会人传人，大家都不当一回事，

我也不当一回事。后来新闻说或许会人传人，我们还是不在意。慢慢地发现

事态越来越严重时，大家才开始恐慌起来。 

新冠疫情一夜间改变了整个世界 

你从来没想过，新冠病毒竟然在短时间内，不但改变中国，甚至改变了

整个世界。这一点让我想到圣经的话，就是马太福音 24 章 38-39 节： 

38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39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太

24:38-39） 

洪水是在众人“不知不觉”、意想不到的时候临到。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

相信，我们习惯凭眼见，不相信灾难会突然临到。可能很多人在 2020 年初的

时候，还计划各种投资，计划买房、计划结婚。我们从来没想过，灾难会突

然临到，打破了我们的一切计划。事实证明，如果神许可，这个世界可以变

化得很快。这个世界之所以稳定，是因为有神在背后看顾、保守。我们不要

把平安的日子看为是理所当然的。 

当年爆发非典的时候，全球都谈病毒色变。后来病毒就莫明其妙地消失

了，怎么消失的也没人知道。人们又继续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完全不把之

前的教训放在心上。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之所以有平安的日子，是因为神怜

悯我们？如果神不怜悯我们，任凭非典病毒快速扩散，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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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不会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信号？提醒我们不要太自负自大，不要只专

顾自己的事，多一点思想神的事。世人可能不明白，但我们信神的人不可以

不明白。我们要去思想，到底神借着这些灾难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 

这次的新冠病毒给全世界带来大危机。仿佛一夜间摧毁了人类正在建造

的巴别塔。是什么巴别塔呢？——全球经济共同体。大国忙着扩大自己经济

合作伙伴，一起大力发展全球经济，大家可以又买又卖。“又吃又喝”跟“又

买又卖”总是一起的，你不能买卖（赚钱）就不能享受。但一夜间，神拆毁

了人正在积极建造的巴别塔。 

接踵而来的还有很多问题。如果你们关注时事，就记得 2020 年夏天南亚

和非洲发生了蝗虫灾。我们认为蝗虫是别国的事，离我们远得很，与我们无

关。我们从来没想过，别的国家粮食欠收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去年澳大

利亚烧了几个月的山火，我们幸灾乐祸地看着。有没有想过，这几个月的山

火对大气候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2020 年的长江洪水告诉我们，其它国家的

天灾也会间接波及我们，因为巨大的山火肯定会影响全球的气候，我们不可

以幸灾乐祸。神也不喜悦我们幸灾乐祸。 

还有各式各样的天灾，例如北极升温，我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

老百姓脑袋太小了，只知道专注吃吃喝喝。可能再过一年半载，我们才会认

识到这些千里外的灾难对我国家的影响。 

这些灾难也会影响国与国的关系。粮食短缺是将来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各种病毒会导致某些食物不能吃了。新冠疫情、南亚蝗虫灾导致粮食欠收。

各国肯定会自我保护，减少粮食出口。这对我们有影响吗？粮食欠收，各样

物资匮乏，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会带来战争。如果强国

得不到想要的资源，肯定会想方设法得到，其中一个方法就是透过战争。但

是打起仗来，没有赢家。两个势均力敌的国家若打起仗来，肯定都是输家，

区别只在于谁输得更惨。打仗从来没有赢家，只有两败俱伤。那些不害怕打

仗，自以为稳操胜券的国家领导，都是无知、自欺的。 

这就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只能说接下来整个世界只会越来越不安定。

是时候我们不要再忙着又买又卖，又吃又喝了。神要借着这些天灾人祸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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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是不可靠的，它一夜间就会改变，只有属灵的事才是永

恒的。我们要珍惜短暂的平安，我强调是短暂的，真的很短暂。就如主耶稣

说的，趁着还有光，你们要行在光明中；趁着是白日，还能做工就赶紧做工。

一旦白日过去，黑夜临到，你想做什么都做不了了。 

希望大家懂得珍惜神的恩典，珍惜生命，珍惜彼此。但愿这些事对我们

信徒是有益处的，不要像世人那样糊涂，没有方向。但愿我们能够醒悟，短

暂的平安不是让我们相咬相吞，不管是家庭层面、人际关系层面、教会层面，

我们都要追求爱人如己，免得神不喜悦我们。 

主耶稣再来的先兆 

2020 年是灾难之年，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联想到基督的再来？主耶稣在马

太福音 24 章告诉门徒，他再来之前世界会有很多动荡，有战争、饥荒、地震

等事发生。其实知道这些对我们也没什么帮助，因为我们对战争、饥荒、地

震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但还不见耶稣回来的影子。所以这些提醒对我

们的帮助不大。关于末后的日子，圣经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我们必

须要留意。我们看马太福音 24章 12-13 节： 

12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13 惟有忍耐到底

的必然得救。（太 24:12-13） 

耶稣谈到末世的时候，特别提到不法的事。他说不法的事会增多，这是

一个既重要又不明显的指标。之所以说是不明显，因为它是以渐进的方式增

多。十年前的中国跟十年后的中国有什么变化吗？社会肯定产生了极大的变

化，但你感觉不到，因为是逐渐地变化，你已经习惯了。十年前认为是不道

德的事，今天已经习以为常，每个人都在做。从前看为是羞耻的事，今天大

家都拿来炫耀。不法的事在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我们却丝毫察觉不到。这

就是渐渐增多的可怕，不法的事可能已经渗透教会，成为基督徒的生活常态。

教会以前看为是不法的事，今天可能已经是合法了。人可以看不法的事为合

法，但在神眼中，依然是不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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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的事是如何渗透教会的呢？我们看马太福音 24章 11节：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太 24:11） 

前文谈的是假先知迷惑人，接着就谈到不法的事增多，两者有什么关系？

“假先知”就提示我们，不法的事是在教会里增多。世界充满不法的事，这

点我们都知道，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教会是神的殿，如果不法的事在

教会里增多，那就当警惕了。教会怎么可能有不法的事，而且是日益增多？

11节给了我们一个解释：这是假先知的作为。 

这些假先知是教会里的人，他们是教会的“牧者”，所以才能够迷惑许多

人，甚至连选民也不能幸免（24 节）。撒但借着这些假先知在教会里传播不法

的事，教会却浑然不知，因为他们的恶行是不明显的。“迷惑”就意味着不明

显，明显的事不可能迷惑人。假先知会把不法的事合法化，在教会里大力传

播，让信徒欣然接受。这就是不法的事的可怕。 

你可以说，不法的事仿佛属灵的新冠病毒，已经传遍全球，大家却以为

只是普通流感，不当一回事。等你发现不是普通流感时，已经太迟了。 

不法的事增多会产生什么后果呢？12 节告诉我们，许多人的爱心会渐渐

冷淡了。这跟不法的事渐渐增多形成了对比。神希望我们的爱心增多，而属

灵病毒是要阻挡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它会使我们的爱心慢慢冷淡。 

社会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冷淡，不足为奇。世界上不法的事多得很，

所以爱心冷淡是必然的。正因如此很多婚姻是经不起考验的。但这里说的不

是世界，是教会，因为前文谈到彼此恨恶（10 节），是针对门徒说的（9节的

“你们”）。也就是说，教会也无法幸免爱心渐渐冷淡的危机。 

不信神的人的婚姻是经不起考验的，你会发现今天的基督徒婚姻也是这

样。为什么夫妻间的爱这么容易就冷淡了呢？因为我们生命中有不法的事。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要忍耐到底（13 节）。当不法的事成了主流，你敢跟它逆行

而上，就要面对逼迫，被人恨恶，被人陷害，甚至被人杀害。教会认为你是

不正常的，在他们眼中你才是不法，因为他们的价值观颠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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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不法的成为合法，那些自以为“合法”的人会看那些反对不法的人是

有问题的。比如，同性恋在很多国家已经合法了，有些教会甚至接纳同性恋

者为牧师。十年前如果提倡同性恋合法化，你觉得有可能吗？当然不可能。

今天如果你在西方国家发布反对同性恋的言论，你会被人仇视和逼迫的。 

我们不是针对人，我们针对的是罪和不法的事。同性恋跟淫乱一样都是

罪，是圣经不认可的行为。淫乱今天也很普遍，以前提都不敢提，现在甚至

可以拿来炫耀。你忠于配偶，安分守己，反而会被犯淫乱的人嘲笑。这就是

不法的事增多的可怕，它在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我们怎么看

圣经，改变我们对神的认识。 

何谓“不法的事” 

什么是不法的事？我们看约翰一书 3 章 4 节：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一 3:4） 

这节经文可以这样理解：凡是犯罪的，就是行不法的事（违背律法），罪

就是不法。不法就是违背律法，所以说这就是罪。为什么你犯罪？因为你无

视神的警告和法则。不法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会生发出不法的行为。问题

的根源是你心里没有神的法则。亚当为什么吃了禁果？因为他无视神给他的

命令。他知道神的命令，但他选择按自己的意思行事。所以不法是藐视神、

不敬畏神，而这种态度自然会生发敌对神的行动，就是行违背神法则的事。 

当圣经说到不法的时候，其实是在形容人心里的状态，我称之为“无天

无法”。通常我们说无法无天，我反过来称之为无天无法，因为你若心里面没

有天（神），肯定也没有他的法则。心中无天，心里不敬畏神，必然不法。不

管你多清高，都逃不掉这个定律。 

我们看马太福音 7章 21-23 节： 

21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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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意的人，才能进去。22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23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太 7:21-23）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很多人读这段经文都会很惊讶，因为里面提

到的这些人，他们既有热心又有能力，肯定都是神的仆人。为什么耶稣不承

认他们呢？因为他们是作恶的人。他们做了什么恶呢？这里没明说。 

“作恶的人”原文是“不法的人”。如果翻译成“不法的人”，很多读者

不知所云。所以译者选择翻译成“作恶的人”。“作恶”强调的是外在的恶行，

但这里没有解释他们行了什么恶事，这就令读者大惑不解。如果你明白前面

的解释，明白“不法”（“不法”是个名词）首先指的是一个人对神的态度。

这些人虽然热心，虽然有能力，但他们心里不重视神的法则。耶稣在 21节给

了提示，他说：“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天父的旨意就是

天父的法则，这些作恶的人关心的不是天父的法则，他们只是热心行自己看

为好的事。所以耶稣说不认识他们，他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不法的事如何渐渐增多 

不法的事增多是怎么回事呢？这里给了我们提示：教会的牧者和信徒，

会越来越不在乎神的法则。你不相信吗？你花多少时间读圣经呢？你在乎吗？

你不在乎。你的人生经验足够应付每天的难处，还看什么圣经？你很自信，

所以你不在乎神的法则。神的法则对你不重要，因为你的社会经验非常丰富，

没有任何解决不了的问题。你不明白为什么诗人那么“爱慕神的律法”，看神

的律法如同明灯、精金、甘蜜。 

诗人渴慕神的律法，因为他在乎神的法则。他认识到他不能离开神的法

则。一旦离开神的法则，他就无法保守自己的行为清洁。诗人认识到神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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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重要，所以他得到保护。但我们看不见神话语的重要和宝贵，我们宁可

在微信上看一些基督教的轻松文章、心灵鸡汤。慢慢地你会喜欢上这些心灵

鸡汤过于圣经的话。而这些鸡汤混杂了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有些甚至是与

神旨意相悖的，但你能分辨吗？这些心灵鸡汤会渐渐地取代了神的法则，这

就是危险的地方。 

所以耶稣已经提前警告我们，在末后的日子，教会里无论是信徒还是牧

者，会偏离神的法则，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意思说话、行事、侍奉、大发热心。

他们关注的不是天父的旨意。他们是在侍奉自己，荣耀自己，成了神眼中的

不法的人。 

你知道敌基督也被称为“不法的人”（帖后 2:8）吗？如果你能掌握到整

幅图画，就会发现圣经的图画是很一致的。这给了我们一个提示：敌基督来

就是要提倡不法的事。本来你好像火车行在正确的轨道上，他会用很巧妙的

方法让你不知不觉偏离轨道，随从他的不法。但愿我们不要成为不法的人的

同伙迷惑他人。 

当我们明白这一点后，我们当反思自己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无论

是信徒还是牧者，我们都要赶紧悔改。必须常常让神的话纠正我们的方向，

纠正我们的行为。 

彼得片刻不警醒就行了不法的事 

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 16章 21-23 节： 

21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

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22 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

“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23 耶稣转过来，对彼

得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



 

8 

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太 16:21-23） 

我每次读这段经文，都会特别留心。因为我觉得这段经文很重要，太重

要了！必须反复读，反复思想。彼得怎么可能是撒但呢？不可能吧！我们都

喜欢那些体贴我们的人。如果我快要死了，弟兄姐妹不会说：“啊，感谢神，

老师，你快走吧！”你会这样说吗？不会的。我们会说：“老师，我们为你祷

告，还要通知其他教会为你祷告。” 

这就是体贴肉体，我们从来不关心神怎么想。你会不会祷告说：“神的心

意是什么？会不会是老师时间到了，该离开可以息了他的劳苦呢？”我们从

来不这样想，因为我们不关注神怎么想，我们只关注自己的想法。 

这就是彼得的问题，他非常爱耶稣，他是按自己的意思爱耶稣。这就是

体贴人的意思，体贴人的意思就是不法，因为你不在乎神的意思。如果你的

牧师责备你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你会怎么样？可能下个星期就不来

教会了？可见我们多么体贴自己，我们从来不会反思，是不是神借着牧师责

备我呢？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肉体的反应：“你竟然这样说我，我下个星期不来

了！”不来还好，否则教会又会多了个犹大。犹大就是咽不下耶稣的责备。因

为马利亚那件事，耶稣点名批评了犹大还不如马利亚属灵。犹大咽不下这口

气，所以出卖了耶稣（参看约 12:1-8、太 26:10-14）。 

如果主耶稣责备的是我们，恐怕没有一个人能过关，包括我（我也不敢

夸口）。被老师这样严厉责备是不容易接受的，但我们必须学会求问神：“是

不是你借着老师（或者弟兄姐妹）责备我？”给神一个机会跟你说话，免得

你成为一个不法的人。能不能改变一下我们的思维方式？改变一下我们的行

事为人？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应该活出神的子民应有的形像。我们必须敏

感神，不敏感神的人怎么可以称为神的儿女呢？ 

在我们看来，彼得好像没犯什么大错，我们不明白耶稣干嘛这么严厉责

备他？如果彼得这样跟我说，我可能会拍着他的肩膀，安慰他，心想这是一

个值得栽培的门徒，多么爱老师，以后我要重点关注、栽培他。多么属肉体

的想法。但耶稣不按人的意思爱他的门徒，他是按神的意思爱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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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彼得不选择体贴神的意思，他就是选择跟撒但站在同一阵线，他已经

选择了不法。所以耶稣责备他是撒但。撒但想借着彼得改变耶稣，让耶稣不

要太执着于神的旨意，建议耶稣当考虑自己和自己未来的美好传道工作。如

果耶稣听了彼得的建议，他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传道，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成

就神的旨意。表面做的工作还是一样，但里面已经产生变化。这就是不法的

迷惑和危险。 

不法的事的实例 

这就是末世教会的危机。牧者会按自己的意思带领、教导教会，信徒会

行自己看为正的事。教会进入一种无天无法的状态。牧者如此，信徒更加如

此。今天，从教会中很多点点滴滴的小事，就能看出不法的事无所不在。我

认识一个姐妹，她有一个坏习惯，每次聚会都会迟到 5-10分钟。我发现她很

准时迟到，其实能准时迟到的人肯定是能准时到的，为什么她不准时到呢？

很明显，她没有意识到她是来敬拜神，她以为是来参加社交活动。有一天我

就找她谈话，我问她：“你上班会迟到吗？”她说：“不敢迟到”。也就是说，

迟到不是她的习惯，我问她为什么星期天总是迟到，而且是准时迟到？  

她是个聪明人，但面对属灵的事就变糊涂了。她明白我的意思了，迟到

其实是无天无法，是在藐视神，藐视神的殿，不把聚会时间看成是我们跟神

的约会。上班迟到会被老板开除，所以不能迟到，但来朝见神我们就不害怕

迟到，这是什么心态？这就是不法的心态。心里面根本不在乎神，不敏感神，

一点敬畏之心都没有。教会里的这些“小问题”其实是不法的事的体现，而

且会渐渐增多。 

我还经历过一件更奇特的事。有一次是圣餐聚会，有个姐妹分享说教会

缺乏爱心，其实是针对某些人说的。她越讲越激动（其实大家都知道她是在

针对谁）。很多人都不同意她说的，她是在发牢骚，因为她不高兴。后来我就

提醒她：“这次圣餐请你不要领。你在圣餐前已经得罪了神。因为这是主的圣

餐，不是给你发牢骚的。”我在想，即使你属灵很不敏感，看到摆在面前的杯

和饼，至少该提醒自己这是主的圣餐。但她似乎毫无感觉。直到我提醒她不

可领圣餐时，她才突然惊醒过来，知道自己犯了严重的错。为什么她这么不

敏感呢？可见不法已经进入她心里，对神不敏感已经是她生命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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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的事在改变教会，我们藐视神，藐视神的法则，我们也会藐视敬畏

神的人。我慢慢意识到，真正神的仆人在世界上是垃圾，没有太多人会尊重

你。信徒喜欢你是因为你体贴他们，你说的话他们能认同，或者你能帮他们

排忧解难。如果有一天你严格地按照神的法则待他们，你就知道他们有多尊

重你了。因为他们如何待神，也会用同样的方法待你。如果他们不在乎神，

不敬畏神，他们也不会尊重、听从神的仆人。这将会是末世牧养教会的挑战。

但愿神的仆人不要因为信徒的不法而妥协。 

疫情期间，我们也看到美国社会的混乱，疫情完全失控。中国人看美国

疫情都是持幸灾乐祸的态度。我们是神的子民，不管别人如何不好，我们也

不能幸灾乐祸。美国疫情为何失控？因为上至总统下到老百姓都各行其道。

总统不管专家说什么，他坚持按自己的意思做决定；老百姓不喜欢被政府管，

他们想自由，想不戴口罩就不戴口罩，想聚集就聚集。 

结果所谓的“个人自由”变相成了无政府状态，谁都管不了谁。总统走

自己的路，老百姓也走自己的路，各人都按自己的意思行，才导致今天的失

控状态。这会不会也是教会属灵情况的写照呢？牧者走自己的路（不是按神

的旨意带领教会），信徒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结果教会就混乱，没有秩序，

没有规矩，没有好见证。因为每个人都各行其道，根本不在乎神的法则。 

敬畏神，留心听，远离不法 

如何逃避不法的事？首先，不要失去对神的敬畏，这非常重要。第二，

必须认真学习神的话（神的法则），神会借着他的话保护、带领我们。我们

看一段经文，就是传道书 5章 1-2 节： 

1 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或作“胜

过献愚昧人的祭”），他们本不知道所作的是恶。2 你在神面前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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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

言语要寡少。（传 5:1-2） 

读完这节经文，你能学到什么呢？当中有很多东西值得去反复思考的。

这里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这里是敬拜神的场所，也是神的殿，你有

谨慎你的脚步吗？神的法则告诉我们，进到神的殿要谨慎你的脚步。你要小

心谨慎你的言行，不可随便，不可喧哗。不要一进来就嘻嘻哈哈，又吵又闹，

把这当成街市。 

接着又提醒我们要近前听。你来神的殿是为了什么？来热闹吗？疫情期

间大家很久没见了，见个面开心一下？有没有想过来到神的殿就是要近前听

呢？给神一个机会跟你说话。平时太忙了，没时间聆听神的话，今天能不能

安安静静地来到神面前，给他一个机会跟你说话？“近前听”是一个很好的

提醒，所以每一次聚会我会提早来到，安静自己的心预备听。这里告诉我们

要谨慎脚步，安安静静，预备好自己的心，留心听。 

来到神的殿，不要脚步飞快。我们事务很忙，比如献诗的要赶紧调乐器，

赶紧练歌，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忙。这里告诉我们其实献祭不是最重要的，侍

奉的工作提前预备好就行了，最重要的是留心听，否则就成了这里说的“不

知道所作的是恶”。不要因侍奉忙乱，忘了这是神的殿，成了不法的人。 

第 2节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

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什么情况下你会冒失开口，心急说

话？刚才分享到圣餐发生的事，那个姐妹跟某人有矛盾，心情不爽，不爽就

非说不可，这一说就成了吐苦水，开始批评人了。我们的口很随便，以为口

是我的，我有自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从来没问过神，我可不可以这样说？

若想远离不法，我们的言语必须让神来掌控。 

为什么不可冒失开口，心急发言？这里提醒我们，“因为神在天上，你

在地下。”神在天上是什么意思？有多重含义。一方面是神看得比你清楚，

你只是在地上，你无需急着表达你的看法。“神在天上”也是在提醒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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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有一个掌权者在看着你，不要无天无法随自己的意思心急说话、发脾气、

发怨言。我们真需要神的话常常指教我们，改变我们的行为。 

犹太人每天都要诵读施玛篇（申 6:4），提醒自己要尽心、尽性、尽力爱

神。我觉得挺好的，用神的法则提醒我们专注神，来开始一天的生活。犹太

人还有个习惯，就是放一块小圆帽在头上，这是代表天上的权柄。中国有句

古话“举头三尺有神明”，同样的概念，这帽子提醒犹太人，神在天上看着

你，所以行事说话要谨慎。如果理解背后的精神，这些做法是有帮助的，因

为人不敏感神，经常需要提醒要敬畏神。犹太人额头上也挂了圣经经文，提

醒他们要思想神的法则，不要胡思乱想；手臂上也挂有经文，提醒他们做事

情不要偏离神的法则。这一切背后都有很好的属灵含义，值得我们效法它的

精神。好像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传 5:1-2），如果你认真地记在心里，它

就会成为你的提醒和保护。神的法则就能救你远离不法。 

现在我们每天都要用手机，我们可以用一些经文作壁纸，提醒你不要看

一些不必要或者不该看的东西。我也鼓励弟兄姐妹，设个闹钟，每个小时响

一下，提醒你花一分钟好好安静一下，求神带领接下来这个小时该做什么。

这会提高我们对神的敏感。你对神敏感，自然就会亲近他，求问他，神也必

定乐意回应你。 

这是个邪恶、混乱的世代，而且是每况愈下、越来越恶。心里没有神法

则的人，很容易被不法的洪流冲走。但愿我们抓紧神，也捉紧神的法则，也

要彼此帮助、守望。 

 https://www.fyd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