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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永恒計劃三個重要的內容 
 

神的救贖，神的國度，神的榮耀 



從舊約到新約，神讓我們知道，神的榮耀是神最基本的屬性， 

就是祂彰顯出來的超越性和當受稱讚的特性。 

而榮耀神，就是神的兒女對神這個屬性應有的敬虔回應， 

表達我們對神的尊崇與敬仰，要用我們的口， 

更要用我們的生命來榮耀祂。 

這是基督徒最高的召命和喜樂，包括今生和來生。    
 

——巴刻(加拿大, J. I. Packer, 1926, 7, 22--) 



一、神永恆計劃的三條主線 

 

二、神永恆計劃的發聲宣告 



約翰福音  

12:23  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  

(24-26節，一粒麥子死了的比喻) 

12:27  我現在心裡憂愁，我說什麼才好呢？ 

           父啊，救我脫離這時候；但我原是為這時候來的。 

12:28  父啊，願你榮耀你的名！當時就有聲音從天上來, 說：  

           我已經榮耀了我的名，還要再榮耀。 

12:29  站在旁邊的眾人聽見就說：打雷了。 

           還有人說：有天使對他說話。  

12:30  耶穌說：這聲音不是為我，是為你們來的。  

12:31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12:32  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  

12:33  耶穌這話原是指著自己將要怎樣死說的。 



禱 
告 



約翰福音  

12:23  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  

(24-26節，一粒麥子死了的比喻) 

12:27  我現在心裡憂愁，我說什麼才好呢？ 

           父啊，救我脫離這時候；但我原是為這時候來的。 

12:28  父啊，願你榮耀你的名！當時就有聲音從天上來, 說：  

           我已經榮耀了我的名，還要再榮耀。 

12:29  站在旁邊的眾人聽見就說：打雷了。 

           還有人說：有天使對他說話。  

12:30  耶穌說：這聲音不是為我，是為你們來的。  

12:31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12:32  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  

12:33  耶穌這話原是指著自己將要怎樣死說的。 



•  神的救贖 ：紅色主線，有始有終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啟21:4） 

天上來的聲音 一、神永恆計劃的三條主線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啟21:4） 

：紅色主線，有始有終         

：紫色主線，有始無終           

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啟11:17） 

•  神的救贖 

•   神的國度 ∞ 

天上來的聲音 一、神永恆計劃的三條主線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啟21:4） 

：紅色主線，有始有終         

：紫色主線，有始無終           

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啟11:17） 

•   神的榮耀 ：金色主線，無始無終 

大聲說：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頌讚的。 

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裡，和天地間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說：
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 
                                                                                                                                （啟5:12-13） 

父啊，現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榮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 
我同你所有的榮耀。(約17:5) 

∞ 

•  神的救贖 

•   神的國度 

∞ ∞ 

祂不但是至榮的神，祂也是至愛的神，祂也是至義的神。 

天上來的聲音 一、神永恆計劃的三條主線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啟21:4） 

：紅色主線，有始有終         

：紫色主線，有始無終           

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啟11:17） 

•   神的榮耀 ：金色主線，無始無終 

大聲說：曾         的羔羊是配得權柄 、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頌讚的。 

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裡，和天地間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說：
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 
                                                                                                                                （啟5:12-13） 

父啊，現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榮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 
我同你所有的榮耀。(約17:5) 

∞ 

•  神的救贖 

•   神的國度 

∞ ∞ 

祂不但是至榮的神，祂也是至愛的神，祂也是至義的神。 

被殺   

天上來的聲音 一、神永恆計劃的三條主線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啟21:4） 

：紅色主線，有始有終         

：紫色主線，有始無終           

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啟11:17） 

•   神的榮耀 ：金色主線，無始無終 

大聲說：曾         的羔羊是配得          、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 、頌讚的。 

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裡，和天地間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說：
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 
                                                                                                                                （啟5:12-13） 

父啊，現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榮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 
我同你所有的榮耀。(約17:5) 

∞ 

•  神的救贖 

•   神的國度 

∞ ∞ 

祂不但是至榮的神，祂也是至愛的神，祂也是至義的神。 

被殺   權柄 

天上來的聲音 一、神永恆計劃的三條主線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啟21:4） 

：紅色主線，有始有終         

：紫色主線，有始無終           

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啟11:17） 

•   神的榮耀 ：金色主線，無始無終 

大聲說：曾         的羔羊是配得          、豐富、智慧、能力、尊貴、          、頌讚的。 

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裡，和天地間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說：
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 
                                                                                                                                （啟5:12-13） 

父啊，現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榮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 
我同你所有的榮耀。(約17:5) 

∞ 

•  神的救贖 

•   神的國度 

∞ ∞ 

祂不但是至榮的神，祂也是至愛的神，祂也是至義的神。 

被殺   權柄 榮耀 

天上來的聲音 一、神永恆計劃的三條主線  



天上來的聲音 一、神永恆計劃的三條主線  
  1.神的救贖：有始有終          2.神的國度：有始無終          3.神的榮耀：無始無終 

二、神永恆計劃的發聲宣告  



天上來的聲音 一、神永恆計劃的三條主線  
  1.神的救贖：有始有終          2.神的國度：有始無終          3.神的榮耀：無始無終 

二、神永恆計劃的發聲宣告  
1. 聖子受洗上來時聖父的宣告 

馬太福音  

3:5  那時，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 並約但河一帶地方的人, 都出去到約翰那裡,  

3:6  承認他們的罪，在約但河裡受他的洗。  

…… 

3:13  當下耶穌從加利利來到約但河，見了約翰，要受他的洗。  

3:14  約翰想要攔住他，說：我當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這裡來嗎？  

3:15  耶穌回答說：你暫且許我，因為我們理當這樣盡諸般的義（或作：禮）。  

         於是約翰許了他。  

3:16  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裡上來。天忽然為他開了， 

         他就看見神的靈彷彿鴿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3:17  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或作：背負）世人罪孽的。(約1:29) 

我有當受的洗還沒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路12:50) 



天上來的聲音 一、神永恆計劃的三條主線  
  1.神的救贖：有始有終          2.神的國度：有始無終          3.神的榮耀：無始無終 

二、神永恆計劃的發聲宣告  
1. 聖子受洗上來時聖父的宣告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a.聖子的謙卑順服，      b.聖父的肯定喜悅，   c.聖靈的降臨印證。 ——三一真神 

：聖子道成肉身，父所喜悅的——救贖羔羊 

聖子：順服聖父之旅,救贖罪人之旅,聖靈同在之旅 ——我們當效法奔走的天路之旅 



2. 聖子登山變像時聖父的宣告 

     天上來的聲音 

 a.聖子的謙卑順服;    b.聖父的肯定喜悅;  c.聖靈的降臨印證。——三一真神 

聖子：順服聖父之旅,救贖罪人之旅,聖靈同在之旅——我們當效法奔走的天路之旅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一、神永恆計劃的三條主線  

二、神永恆計劃的發聲宣告  

  1.神的救贖：有始有終          2.神的國度：有始無終          3.神的榮耀：無始無終 

天上來的聲音 

1. 聖子受洗上來時聖父的宣告：聖子道成肉身，父所喜悅的——救贖羔羊 

馬太福音17章  
1 過了六天, 耶穌帶著彼得、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約翰, 暗暗的上了高山, 2 就在他們
面前變了形像, 臉面明亮如日頭, 衣裳潔白如光。 3  忽然, 有摩西、以利亞向他們顯
現, 同耶穌說話。4  彼得對耶穌說：主啊, 我們在這裡真好! 你若願意，我就在這裡
搭三座棚, 一座為你, 一座為摩西, 一座為以利亞。5  說話之間, 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
彩遮蓋他們, 且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 說：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  

6 門徒聽見, 就俯伏在地, 極其害怕。7 耶穌進前來摸他們, 說: 起來, 不要害怕!  

8 他們舉目不見一人, 只見耶穌在那裡。9 下山的時候, 耶穌吩咐他們說:  

人子還沒有從死裡復活, 你們不要將所看見的告訴人。 



路加福音 

9:28  說了這話以後約有八天，耶穌帶著彼得、約翰、雅各上山去禱告。  

9:29  正禱告的時候，他的面貌就改變了，衣服潔白放光。  

9:30  忽然有摩西、以利亞兩個人同耶穌說話；  

9:31  他們在榮光裡顯現，談論耶穌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將要成的事。  

9:32  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見耶穌的榮光，並同他站著的那

兩個人。  

9:33  二人正要和耶穌分離的時候，彼得對耶穌說：夫子，我們在這裡真好！可

以搭三座棚，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他卻不知道所說的

是什麼。  

9:34  說這話的時候，有一朵雲彩來遮蓋他們；他們進入雲彩裡就懼怕。  

9:35  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說：這是我的兒子，我所揀選的（有古卷：這是我

的愛子），你們要聽他。 

9:36  聲音住了，只見耶穌一人在那裡。當那些日子，門徒不提所看見的事，一
樣也不告訴人。 



2. 聖子登山變像時聖父的宣告 

     天上來的聲音 

 a.聖子的謙卑順服;    b.聖父的肯定喜悅;  c.聖靈的降臨印證。——三一真神 

聖子：順服聖父之旅,救贖罪人之旅,聖靈同在之旅——我們當效法奔走的天路之旅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一、神永恆計劃的三條主線  

二、神永恆計劃的發聲宣告  

  1.神的救贖：有始有終          2.神的國度：有始無終          3.神的榮耀：無始無終 

天上來的聲音 

1. 聖子受洗上來時聖父的宣告：聖子道成肉身，父所喜悅的——救贖羔羊 

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 

：聖子眾人之主，你們要聽祂——國度之君 

馬太福音17章  
1 過了六天, 耶穌帶著彼得、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約翰, 暗暗的上了高山, 2 就在他們
面前變了形像, 臉面明亮如日頭, 衣裳潔白如光。 3  忽然, 有摩西、以利亞向他們顯
現, 同耶穌說話。4  彼得對耶穌說：主啊, 我們在這裡真好! 你若願意，我就在這裡
搭三座棚, 一座為你, 一座為摩西, 一座為以利亞。5  說話之間, 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
彩遮蓋他們, 且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 說： 

6 門徒聽見, 就俯伏在地, 極其害怕。7 耶穌進前來摸他們, 說: 起來, 不要害怕!  

8 他們舉目不見一人, 只見耶穌在那裡。9 下山的時候, 耶穌吩咐他們說:  

人子還沒有從死裡復活, 你們不要將所看見的告訴人。 



2. 聖子登山變像時聖父的宣告 

     天上來的聲音 

 a.聖子的謙卑順服;    b.聖父的肯定喜悅;  c.聖靈的降臨印證。——三一真神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一、神永恆計劃的三條主線  

二、神永恆計劃的發聲宣告  

  1.神的救贖：有始有終          2.神的國度：有始無終          3.神的榮耀：無始無終 

天上來的聲音 

1. 聖子受洗上來時聖父的宣告：聖子道成肉身，父所喜悅的——救贖羔羊 

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 

：聖子眾人之主，你們要聽祂——國度之君 

馬太福音17章  
1 過了六天, 耶穌帶著彼得、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約翰, 暗暗的上了高山, 2 就在他們
面前變了形像, 臉面明亮如日頭, 衣裳潔白如光。 3  忽然, 有摩西、以利亞向他們顯
現, 同耶穌說話。4  彼得對耶穌說：主啊, 我們在這裡真好!               ，我就在這裡
搭三座棚, 一座為你, 一座為摩西, 一座為以利亞。5  說話之間, 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
彩遮蓋他們, 且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 說： 

6 門徒聽見, 就俯伏在地, 極其害怕。7 耶穌進前來摸他們, 說: 起來, 不要害怕!  

8 他們舉目不見一人, 只見耶穌在那裡。9 下山的時候, 耶穌吩咐他們說:  

人子還沒有從死裡復活, 你們不要將所看見的告訴人。 

你若願意 

聖子：順服聖父之旅,救贖罪人之旅,聖靈同在之旅——我們當效法奔走的天路之旅 



2. 聖子登山變像時聖父的宣告 

     天上來的聲音 

 a.聖子的謙卑順服;    b.聖父的肯定喜悅;  c.聖靈的降臨印證。——三一真神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一、神永恆計劃的三條主線  

二、神永恆計劃的發聲宣告  

  1.神的救贖：有始有終          2.神的國度：有始無終          3.神的榮耀：無始無終 

天上來的聲音 

1. 聖子受洗上來時聖父的宣告：聖子道成肉身，父所喜悅的——救贖羔羊 

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 

：聖子眾人之主，你們要聽祂——國度之君 

馬太福音17章  
1 過了六天, 耶穌帶著彼得、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約翰, 暗暗的上了高山, 2 就在他們
面前變了形像, 臉面明亮如日頭, 衣裳潔白如光。 3  忽然, 有摩西、以利亞向他們顯
現, 同耶穌說話。4  彼得對耶穌說：主啊, 我們在這裡真好! 你若願意，我就在這裡
搭三座棚, 一座為你, 一座為摩西, 一座為以利亞。5  說話之間, 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
彩遮蓋他們, 且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 說： 

6 門徒聽見, 就俯伏在地, 極其害怕。7 耶穌進前來摸他們, 說: 起來, 不要害怕!  

8 他們                                           在那裡。9 下山的時候, 耶穌吩咐他們說:  

人子還沒有從死裡復活, 你們不要將所看見的告訴人。 
 舉目不見一人, 只見耶穌 

聖子：順服聖父之旅,救贖罪人之旅,聖靈同在之旅——我們當效法奔走的天路之旅 



2. 聖子登山變像時聖父的宣告：聖子眾人之主，你們要聽祂——國度之君 

3. 聖子走向十架時聖父的宣告    

     天上來的聲音 

 a.聖子的謙卑順服;    b.聖父的肯定喜悅;  c.聖靈的降臨印證。——三一真神 

聖子：順服聖父之旅,救贖罪人之旅,聖靈同在之旅——我們當效法奔走的天路之旅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祂！ 

二、神永恆計劃的發聲宣告  
天上來的聲音 

1. 聖子受洗上來時聖父的宣告：聖子道成肉身，父所喜悅的——救贖羔羊 

約翰福音 12章 23  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 (24-26節，一粒麥子死了的比喻) 

27 我現在心裡憂愁, 我說什麼才好呢？父啊, 救我脫離這時候；但我原是為這時候來的。
28 父啊, 願你榮耀你的名！當時就有聲音從天上來, 說：我已經榮耀了我的名, 還要再榮
耀。29 站在旁邊的眾人聽見就說: 打雷了。還有人說: 有天使對他說話。30 耶穌說：這
聲音不是為我, 是為你們來的。31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 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32  我若
從地上被舉起來, 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33 耶穌這話原是指著自己將要怎樣死說的。 

 ：聖子世人救主，萬人來歸祂——榮耀之王    

神的榮耀是聖父與聖子共有和共享永恆的榮耀 

神的榮耀是聖子從道成肉身到十架救贖的榮耀 



2. 聖子登山變像時聖父的宣告：聖子眾人之主，你們要聽祂——國度之君 

結語與應用：三次天上來的聲音 

3. 聖子走向十架時聖父的宣告：聖子世人救主，萬人來歸祂——榮耀之王    

     天上來的聲音 

 a.聖子的謙卑順服;    b.聖父的肯定喜悅;  c.聖靈的降臨印證。——三一真神 

聖子：順服聖父之旅,救贖罪人之旅,聖靈同在之旅——我們當效法奔走的天路之旅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祂！ 

我已經榮耀了我的名，還要再榮耀。  

天父的愛子  

(耶穌的身分) 

一、神永恆計劃的三條主線  

二、神永恆計劃的發聲宣告  

  1.神的救贖：有始有終          2.神的國度：有始無終          3.神的榮耀：無始無終 

天上來的聲音 

1. 聖子受洗上來時聖父的宣告：聖子道成肉身，父所喜悅的——救贖羔羊 

     門徒的主人  

(人對耶穌的本分) 

 世人的救主  

(耶穌的使命) 



2. 聖子登山變像時聖父的宣告：聖子眾人之主，你們要聽祂——國度之君 

結語與應用：三次天上來的聲音 

3. 聖子走向十架時聖父的宣告：聖子世人救主，萬人來歸祂——榮耀之王    

     天上來的聲音 

 a.聖子的謙卑順服;    b.聖父的肯定喜悅;  c.聖靈的降臨印證。——三一真神 

聖子：順服聖父之旅,救贖罪人之旅,聖靈同在之旅——我們當效法奔走的天路之旅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祂！ 

我已經榮耀了我的名，還要再榮耀。  

天父的愛子  

(耶穌的身分) 

離開了十字架, 就是扼殺了對耶穌的信仰。耶穌寶血的救贖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手臂，
而是它的心臟。                                                   ——司布真(C. H. Spurgeon) 

一、神永恆計劃的三條主線  

二、神永恆計劃的發聲宣告  

  1.神的救贖：有始有終          2.神的國度：有始無終          3.神的榮耀：無始無終 

天上來的聲音 

1. 聖子受洗上來時聖父的宣告：聖子道成肉身，父所喜悅的——救贖羔羊 

     門徒的主人  

(人對耶穌的本分) 

 世人的救主 還要再榮耀 

(耶穌的使命) 



2. 聖子登山變像時聖父的宣告：聖子眾人之主，你們要聽祂——國度之君 

結語與應用：三次天上來的聲音 

3. 聖子走向十架時聖父的宣告：聖子世人救主，萬人來歸祂——榮耀之王    

     天上來的聲音 

 a.聖子的謙卑順服;    b.聖父的肯定喜悅;  c.聖靈的降臨印證。——三一真神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祂！ 

我已經榮耀了我的名，還要再榮耀。  

天父的愛子  

(耶穌的身分) 

一、神永恆計劃的三條主線  

二、神永恆計劃的發聲宣告  

  1.神的救贖：有始有終          2.神的國度：有始無終          3.神的榮耀：無始無終 

天上來的聲音 

1. 聖子受洗上來時聖父的宣告：聖子道成肉身，父所喜悅的——救贖羔羊 

     門徒的主人  

(人對耶穌的本分) 

 世人的救主 還要再榮耀 

(耶穌的使命) 

十字架，一方面是一個歷史事件，關係到神對人救恩的“成了”。 
同時，十字架又有著永恆的價值，因為十字架是聖父與聖子共有、共享的永恆的榮耀！ 

聖子：順服聖父之旅,救贖罪人之旅,聖靈同在之旅——我們當效法奔走的天路之旅 



今天，我當怎樣聆聽和遵行天上來的聲音？ 

羅馬書 

16:25  惟有神能照我所傳的福音和所講的耶穌基督， 

         並照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堅固你們的心。  

16:26  這奧秘如今顯明出來，而且按著永生神的命， 

           藉眾先知的書指示萬國的民，使他們信服真道。  

16:27  願榮耀因耶穌基督歸與獨一全智的神，直到永遠。阿們。 

猶大書 

20 親愛的弟兄啊, 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聖靈裡禱告,  

21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 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 直到永生。 

今天，聆聽和遵行天上來的聲音就是要： 

1. 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要明白真道，遵行真道)， 

2. 在聖靈裡禱告(個人私禱，肢體公禱；恆切、迫切)。 



即便有神的大能， 

仍然還要在禱告讀經中勞苦、盡心竭力。 
 

                ——斯托得《世界在等待的門徒》38頁 

 

對基督忠心,這是基督徒青年首要也是主要的事。 

沒有任何事可以取代每日花時間與主親密同行。
…… 

無論如何,一定要挪出時間親近神, 踏實地操練。 
      

     ——威廉·湯樸，William Temple, 1881-1944 

                        英國，坎特伯利大主教 (1942–44) 

          (轉引自斯托得《世界在等待的門徒》72頁) 



進深！進深！入主仁愛深淵，每日更進深； 
 

Deeper, deeper in the love of Jesus Daily let me go; 

 

登高！登高！效主智慧完全，更知主恩深。 
 

Higher, higher in the school of wisdom, More of grace to know. 
 

(副歌 CHORUS)  
 

求主助我進深，我願登峰造極。 
 

Oh, deeper yet, I pray, And higher ev’ry day, 

 

賜我悟性更新，領我進入真理。 
 

And wiser, blessed Lord, In Thy precious holy W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