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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2021 年春季长老负责弟兄训练 ⸺⸺『召会生活之恢复极重要的因素』 

第二篇 因素二：紧紧跟随那借着时代的职事  

所得时代完整的异象  

主给祂当前恢复的异象，乃是神永

远经纶包罗万有的异象，及其终极

完成—新耶路撒冷的异象。（箴二九 

18 上，徒二六 18 ～ 19，启二一 2。）

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其总和乃是

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乃是圣经

整个启示的全部组成。我们活出新

耶路撒冷，就是成为新耶路撒冷；

我们作出新耶路撒冷，就是凭湧流

的三一神建造新耶路撒冷。（约四 14 

下，七 37 ～ 39，启二二 1 ～ 2 上。）

每一个地方召会该是新耶路撒冷的

小影，每一个信徒该是『小新耶路撒

冷』；凡归属于新耶路撒冷的，都该

是我们团体和个人的经历。新耶路

撒冷是神完整救恩的具体表现，有

其法理和生机的两面。（罗五 10，启

二二 14。）当我们经历神生机救恩的

每一段，我们就一层一层的爬上去，

直到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里的 

人：重生，使我们有分于神的生更

新，使我们有分于神的心思；变化， 

前一篇信息交通到召会生活的恢复

就是为带进新的复兴，以终结这世代。

要达到这目的，我们就必需紧紧跟随

那借着时代的职事所得时代完整的异

象。每一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异象，

我们即然借着时代的职事，得着时代

完整的异象，就必须照着这时代的异

象事奉神，并紧紧跟随这异象。（徒二

六 19，弗一 17，三 9，提前四 6。）今

天我们能同心合意，乃是因为我们只

有一个异象，就是够上时代、承继一切

的异象，也就是神永远经纶的异象。

（弗三 2，9，提前一 3 ～ 4。）圣经中

管制的异象，乃是神永远经纶的属天

异象，就是神永远的目的同祂心头的

愿望，要将祂自己在祂神圣的三一里，

作为父在子里借着那灵，分赐到祂所

拣选的人里面，作他们的生命和性情，

使他们与祂一样，作祂的复制，成为一

个生机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新人，作

神的丰满，神的彰显，这要终极完成于

新耶路撒冷。    



使我们有分于神的所是；模成，使我

们有分于神的形像；荣化，使我们有

分于神的荣耀，得以完全被新耶路撒

冷的荣耀所充满。  

 

活出并作出新耶路撒冷，乃是照着新

约独一的职事（就是时代的职事）之内

在素质与总和，活出并作出神完整的

救恩，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和新的复

兴。（腓一 19，罗五 10，林后四 1，弗

四 11 ～ 12，16。）这其中包括三件事：

一，那灵的职事乃是新约的职事，以活

神的灵为神圣奥祕的『墨』，书写在我

们心上，而使我们成为神，把我们作成

基督的活信—这是神圣启示的最高 

峯；（林后三 3，6， 18，四 1，赛四二 

6，四九 6 ；）二，义的职事乃是基督

的职事，祂是我们客观的义，使我们 

得称义，也是我们主观的义，借那灵变

化的工作，『刺绣』到我们里面，使我

们活出基督，并作基督真正的彰显—

这就是神人生活；（林后三 9，诗四五 

13 ～ 14，罗八 4，诗二三 3 ；）三，和

好的职事乃是借着赦罪使世人与基督

和好的职事，为着他们法理的救赎；

也是使信徒与基督和好的职事，使他

们成为活在灵里，在至圣所里的人，为

着他们生机的救恩—这是按着神牧养

人。 （林后五 18 ～ 21，彼前五 1 ～ 6，

来 十三 20。）    

 

 

 

主的恢复把我们带回到新约独一的

职事；这职事（林后三 18，四 1）有

以下的特征：（一）供应神经纶的健

康教训，并打那美好的仗；（二）产

生众地方召会作金灯台，成为耶稣的

见证，有同样的素质、样子和彰显；

（三）预备得胜者，使他们在基督这

『君尊的住处』 里，并在众地方召会

这些『象牙宫』里，成为基督的新妇，

祂的『王后』，好终极完成新耶路撒

冷，就是『王宫』；（四）加强我们，

使生命得着显明和繁增；（五） 将基

督作为恩典、真理、生命、和那灵分

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在生命中作

王；（六）借着真理的话，并借着话 

中之水的洗涤，圣别我们；凭那是灵

之基督顾惜并保养的同在，牧养我

们；（七）拆毁宗教阶级制度，将我

们调和为一，使基督在召会中作一

切；（八）使我们众人尽功用，实行

神命定之路，好将国度的福音传遍整

个居人之地；（九）将我们带进新的

复兴，好得着基督身体 的实际。【摘

自：新北市召会周讯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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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彼前 1:1-2 1:3-4 1:5 1:6-9 1:10-12 1:13-17 1:18-25 

进 度 

1.  本周“新约恢复本经文及注解”共同读经进度：根据读经进度表 第 33 周。 

2.  本周“新约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约翰壹书生命读经，第 3~4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初信造就”：第十五篇（请参阅周讯 

    第 8~11 页。） 
 

4. 本周继续追求“召会生活之恢复极重要的因素”，晨兴圣言：第二周。 

 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圣经之旅”第五册：第 12 课，“转移时代的人” 

 ，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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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召会集中事奉聚会 

  日期/时间： 02/08/2021（周一）7:30PM 

  会议账号： 833 6103 2392   

  会议密码： 1111 

  备注：请鼓励更多圣徒一起上线，与主合作带进新的复兴。 
 
 

2.  中、壮年线上成全训练（专题课程） 

  日期： 18/08-23/09/2021（每周的周三和周四，共十二堂） 

  时间： 7:30PM – 9:15PM 

  费用：每人 RM30 

  报名截止： 05/08/2021（周四） 

  备注：报名请联络许信源弟兄（016-8884120）。费用可汇款进召会        

        的银行户口，汇款收据注“MAT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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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户口： GEREJA KRISTIAN TUHAN DI KUCHING 

 银行账号： PUBLIC BANK 3129971112 

   REFERENCE ：特别奉献『SPECIAL OFFERING』或例常奉献 OFFERING』 

   4.  奉献心愿款项总数 RM2,570,719.75，上周收到银行直通 RM11,150.00   

       截至 27/07/2021 累积奉献共收来 RM2,489,090.05，尚缺 RM81,629.70。  

3. 东马众召会英语相调特会 

 日期： 29~31/08/2021 

 特会平台： ZOOM（将提供中文和马来文的翻译） 

 费用：每人 RM10       

  报名截止： 02/08/2021（周一） 

 

 

 

 

  

 

 备注： 1. 请以区为单位收集名单（英文姓名，性别，语言，联络号 

    码，电子邮件）和费用。费用可汇款进召会的银行户口， 

    汇款收据 注“2021EBC”并区属（例： H1D1）。请将 

    收集好 的名单和 汇款收据转发给古晋市召会的 

    WhatsApp（+6082-482258）。 

   2.   圣徒们也可通过以下的链接： 
   https://wa.me/message/XTZ3FDOTESDVK1 

   或扫描二维码连到古晋市召会的      

   WhatsApp 账号。 

 

日期 时间 

29/08 

（主日）  

    第一堂  3:00PM – 4:30PM 

    第二堂 7:30PM – 9:00PM 

30/08（周一）     第三堂  7:30PM – 9:00PM 

31/08 

（周二）  
    第四堂 9:00AM – 10:30AM 

    第五堂 10:45AM – 12:15PM 

二维码 



 

间，他都放纵情慾。这表明他不是一

个在生命里的人。 

不但如此，参孙这最后一位士师的

记载，就是众士师总结的记载，指明

整个士师的情形终结于运用能力，

而没有任何生命。很难领会一个拿

细耳人，怎会这样属肉体。他满了能

力，也满了情慾。在他的事例中，这

两件事是并行的。 

 

这幅图画答覆我多年来的一个问

题。好些灵恩派的传道人很鲁莽，对

他们肉体的情慾没有任何的约束或

管制；但同时他们在传讲上真的有

能力。一面，他们很有能力的传讲关

于神的儿子基督是我们救主的基要

福音；另一面，他们活在淫乱里。我

知道在中国和美国有好些这样的例

子。长久以来，我无法明白怎会有这

样的情形。现在我领悟，这些传道人

就是今日的参孙。耶和华的灵降在

参孙身上；（士十三 25，十四 6，

19 ；）毫无疑问，他有神真正的能

力。然而，他和许多士师，对他们的

放纵情慾没有管制，如基甸从许多

妻子生了七十二个儿子；（八 30 ～

31，九 5 ；）睚珥有三十个儿子；（十

3 ～ 4 ；）以比赞有三十个儿子，三

十个女儿，又从外乡给他众子娶了

三十个女子；（十二 8 ～ 9 ；）押顿

有四十个儿子，三十个孙子。（13 ～

14。） 

 

 

在本篇关于路得记的结语中，我有负

担说到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得记里一

个非常重要的点。 

 

神在能力之灵里的行动，与神在生命

之灵里的行动 

 

这个重要的点，就是这几卷书给我们

看见一幅图画的两面。一面是关于神

在祂经纶之灵，就是能力之灵里的行

动；另一面是关于神在祂素质之灵，

就是生命之灵里的行动。在一切士师

身上，甚至在约书亚和迦勒身上，我们

只能看见神在能力里的工作和行动。

在约书亚记和士师记里，很难找着一

点神在祂生命里的行动。 

 

参孙是典型的例证 

 

参孙是在能力之灵里行动，却不在生

命之灵里行动的典型例证。参孙非常

有能力，甚至在他死的时候也是如此，

（士十六 28 ～ 30，）但在他身上我们

看不见任何生命。不错，他是拿细耳

人，留长头发以表征他服从神作他的

头，不喝酒，也不吃不洁的食物。然而，

这不过是他遵守神圣的规条，并不指

明他有任何神圣的生命。参孙虽然是

拿细耳人，却不知道如何约束他肉体

的情慾。性这件事对他是很大的绊脚

石，在圣地神的圣民中间，在外邦人中

 在主的恢复里走生命的路 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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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的榜样 

 

路得在生命上是特出的。路得记的

目的不是要告诉我们任何关于能力

的事，乃是要启示生命的事到极点。

拿俄米向路得指明，她没有能力为

她生出丈夫，能赎回她，并为她公公

以利米勒生出后裔。拿俄米觉得情

形没有盼望，就鼓励路得为着前途

回娘家去。路得的回答满了生命。她

要永远与拿俄米同行，在贫穷中与

她同在。路得对拿俄米说，『不要催

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那里去，我

也往那里去。你在那里住宿，我也在

那里住宿。你的民就是我的民，你的

神就是我的神。你在那里死，我也在

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

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加重的惩罚

我。』（16 ～ 17。）这是新约信徒真

实的灵─撇下一切，包括父母、儿

女、亲戚、房屋等等，来跟随耶稣。

（太十 37，十九 29，可十 29 ～ 30，

路十四 26。）这是新约所启示生命的

路。 

 

波阿斯的榜样 

 

波阿斯与拿俄米和路得一样，是个

极其在生命里的人。拿俄米对路得

说，『女儿阿，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

之处，使你享福么？』（得三 1。）

然后拿俄米嘱咐她沐浴、抹膏，换上

最好的衣服，下到禾场上，并在合式 

路得记是一卷生命的书 

 

相反的，路得记不是一卷能力的书，

乃是一卷生命的书。 

 

拿俄米的榜样 

 

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被神惩罚，因

为他没有照着神永远的经纶而活。他

没有犯淫乱；似乎他只犯了一点小

错，就是离开圣地。但他因着饥荒离开

美地时，神就进来对付他，留下一无所

有的妻子和两个儿妇，她们都是没有

孩子的寡妇。我信以利米勒往摩押去

以前，将他一切的财产，包括他两个儿

子的产业，都典当了。至终，拿俄米这

个寡妇，带着作寡妇的儿妇，一无所有

的从摩押地回来。然而，拿俄米没有背

叛神的对付。反之，她承认神不但对付

她丈夫，也对付她；她说，『全足者使

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

我空空的回来。』（得一 20 下～ 21

上。）从她的说话里我们能看见，她是

个敬虔的妇人。她相信神，尊重神，并

敬畏神。 

 

拿俄米回到圣地时，就回到神经纶中

的安息，再次有分于神应许之地的享

受，在那里有可能联于基督的家谱。她

的归回是一件大事，但这不是借着能

力完成的。反之，她回来时就像一个穷

乞丐，差遣她的儿妇路得到田里拾取

麦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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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惟有生命才能生出基督，对我

们是很重要的。惟有生命能保守谱

系，维持这细微的线，将神带到人性

里，产生基督，供应基督，并以基督

供应全人类。这不是借着士师作成

的，乃是借着走生命之路的波阿斯

和路得作成的。 

 

在主的恢复里，我大力推动扩增的

事，但我不是说，我们该作参孙或基

甸，努力得着扩增。我宁愿没有扩

增，而保守自己真正在生命里；我

宁愿没有任何能力，没有任何工作

的果效，而留在将基督从永远带到

时间里，将基督的神性带到人性里

这条线上。 

的时候，使波阿斯认出她来。至终，路

得向波阿斯表明自己，说，『我是你的

婢女路得，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婢女，

因为你是一个亲人。』（9。） 

 

那晚在禾场上，波阿斯接触路得时，

完全受约束，丝毫不动情慾，与放纵情

慾的士师完全不同。波阿斯祝福路得，

并且非常称赞她。然后他告诉她，他愿

意照着神的律例，背负他的责任，赎回

以利米勒的产业，但他在这事上不愿

越过比他优先的人。（12 ～ 13。）这

里波阿斯似乎在说，『女儿阿，要等到

明天。不错，我是你的亲人，我们在神

里面也是自由的。只是还有一个亲人

比我更近，必须让他比我优先。在这事

上我若不顾到他，神的圣民会定罪我

越分。让这另一位亲人比我优先。他若

不愿为你尽亲人的本分，我必为你尽

本分。』波阿斯在各方面都守法；他的

守法不是基于能力，乃是基于生命。这

表明波阿斯有最高生命的标準。 

 

在主的恢复里走生命的路 

 

在主的恢复里，我们该走士师的路，

有能力作大工么？我们若走士师的

路，不走生命的路，那么无论我们成就

什么，都算不得什么。没有一位士师是

基督的先祖。士师与保守人性的线，带

进神的成为肉体无关。有分于保守这

条线的，乃是路得与波阿斯。然而，他

们没有争战，也没有运用任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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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篇 唱诗（三） 造 就 

8 

一首来唱，是不大合式的。 

 

第二类，赞美的语语。从我们得救

那一天起，我们里面就得了从天上

来的喜乐，也从我们里面涌出了向

着天上去的感谢和赞美。当我们在

灵程上逐渐进步，对于神的爱、神的

义、神的恩典、神的荣耀认识更深更

多的时候，我们的赞美也就不断的

从我们的心里、从我们的口里唱出

来。这一类诗歌，包括了我们一切对

主对神的赞美。 

 

第三类，基督作生命。神救赎我们

的目的，乃是要我们活出基督的生

命来。神不是叫我们效法基督，神乃

是叫复活的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

来。当基督在地上的时候，祂借着从

马利亚所得的身体，活出祂的自

己；自从祂复活升天以后，祂的身

体就是教会，祂要从教会身上活出

祂的自己来。 

 

所以，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所追

求的是得救称义；当我们成了圣徒

以后，我们的追求乃是认识基督的

生命，经历基督的生命，活出基督的

生命。‘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二 20。）

祂代替我们活在地上，祂为我们对 

付我们的罪，祂为我们对付我们所 

 

 

 

肆 诗的分类 

 

诗歌，我们可以把它分作四类：（一）

福音的号筒，（二）赞美的话语（三）

基督作生命，（四）教会的生活。 

 

第一类，福音的号筒。这是专门为着

传福音用的。这里面包括罪的感觉、罪

人的地位、神的爱、神的义、十字架的

救赎、人的悔改、人的相信等等。 

 

福音诗歌是要请听福音的人一同唱

的。这里面有一个难处，就是诗歌是我

们得救的人作的，我们有我们的感觉，

可是听福音的人并没有像我们这样的

感觉，要叫他们唱他们的感觉里所没

有的诗，这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神

赐福给这些诗歌的话，就能把罪人里

面许多隐藏的需要，因着诗歌都发表

出来，叫一个罪人能看见自己的光景，

能看见神的救恩。有时候，罪人不知道

如何求告，如何来到神的面前，但因着

诗歌，他们就能来到神面前求告，诗歌

的话语就变作他们的话语。有时候，诗

歌可能比道理更为有效，不过总需要

神的赐福。 

 

福音诗歌印在诗歌本里，是为着神的

儿女应用的。在传福音的时候，最好是

把诗歌用大字写出来，或者印成单张

请他们唱。要他们从诗歌本里面找出



2 向着人唱的 

 

诗篇里面还有另外一类诗，乃是向

着人而去的，像三十七篇、一百三十

三篇都是如此。这一类的诗，或是向

人宣道，或是鼓励人到神面前去。所

有传福音的诗，所有劝勉的诗，都是

向着人唱的。 

 

歌罗西三章十六节‘用诗章、颂

辞、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心

被恩感，歌颂神’的话，可见诗是可

以作为教导及劝戒之用的。这是向

人而去的。但是，同时还是心被恩感

歌颂神，还是要向着神而去的。所

以，就是向着人而去的诗，同时也是

向着神去的。 

 

在教会中，向着人而去的诗，不应

该太多。在诗篇中，这一类的诗也只

占少数。向着人去的诗可以有，但不

宜太多。一多，就失去了诗的主要意

义，因为诗的主要目的，乃是向着神

去的。 

 

3 向着自己唱的 

 

在圣经中，还有第三类的诗，就是

向着自己唱的诗。在诗篇中，有许多

地方说，‘我的心哪！’（或译作

‘我的魂哪！’）这些都是向着自己

唱的。像一百零三篇和一百二十一

篇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一类的诗，是 

 

 

遇见的试探，祂为我们对付我们的肉

体，祂作我们的生命，祂作我们的圣

洁，祂作我们的爱，祂作我们的喜乐。

是祂，不是我们。圣灵在这个时代里的

工作，就是为着这个。从我们追求认识

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起，直到这生命发

表在信靠、交通、满足、争战、事奉为

止，所有与这个生命的追求和经历有

关的诗歌，都在这一类里面。 

 

第四，教会的生活。这包括了基督徒

的一般生活，就是一切其他日常的情

形、境遇、工作和事务。在这一类中，

有聚会、结婚、爱筵、家庭、小孩、疾

病等等所用的诗歌。 

 

伍 诗的应用 

 

我们应用诗歌的时候，应当注意下列

几点： 

 

一 诗的方向 

 

诗歌的对象共有三种，诗歌是可以向

着三种不同的方向唱的。 

 

1 向着神唱的 

 

这是诗歌里面最主要的部分，诗的目

标乃是向神而去的。诗篇里面大多数

都是向着神唱的诗，有名的五十一篇，

就是向神祈求的诗。所有赞美的诗、感

谢的诗、祷告的诗，都是向着神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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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魂交通，我和我的心商量，我

和我自己说话。每一个认识神的人，都

认识什么叫作与自己的心交通。一个

人和神有交通，就自然而然学习如何

与自己的心交通。我向着我自己歌唱，

我喊我自己，我叫我自己，我提醒我自

己。这样的诗，常常在末了的时候，引

到神面前去，人和自己心的交通，结果

总是变作和神交通。 

 

以上三种不同方向的诗，各有各的用

途。关于救恩的、和神交通的、感谢赞

美的诗，是对神唱的。当教会聚集在一

起的时候，应当拣选对神说话的诗，我

们的心要向着神去。在工作中，或是对

信徒，或是对罪人，那时候诗的作用好

像是讲道的一部分，那是对着人唱的。

在我们独自在一处的时候，可以唱与

自己交通的诗。所以，我们要学习，在

教会的聚会（擘饼聚会、祷告聚会、交

通聚会）中，唱诗要向着神唱，有时也

可以对自己唱；在工作的聚会（传福

音聚会、讲道聚会）中，就可以用向人

唱的诗，也可以用对神唱的诗；在家

里，在个人有需要时，就可以用对自己

唱的诗。 

 

二 诗的唱法 

 

据我们所知道的，圣经中的唱诗有三

种，就是公唱、对唱和独唱。 

 

在旧约中，有几次唱诗是利未人在那

里唱，其他大概都是公众唱的。诗篇

是给众人唱的。到新约的时候，唱诗

也是公众唱的。主耶稣和门徒在末

了一夜，‘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

去，’（太二六 30，）也是唱的诗篇。

所以公唱是旧约新约里都有的。 

 

自从有了教会之后，除了公唱之

外，又加上对唱和独唱。歌罗西三章

十六节和以弗所五章十九节都题到

对唱的事。对唱是一个弟兄唱，另外

一个弟兄答唱，这个弟兄再唱，另外

一个弟兄再答唱；或是几个弟兄

唱，另外几个弟兄答唱，几个弟兄再

唱，另外几个弟兄再答唱。在当初的

教会中，这一种对唱，几乎和公唱一

样多，乃是弟兄与弟兄中间的对唱。

等到教会中产生了居间阶级，对唱

就变成了‘圣品人’与‘平信徒’之

间的对唱，变作所谓的‘启应’唱，

后来又变作所谓的‘启应文’。 

 

我们相信，关于唱诗这件事，主还

得在我们中间作恢复的工作。圣经

中是有对唱的，所以我们也应该对

唱。或是分一节一节的对唱，或是姊

妹与弟兄的对唱，或是一人与众人

的对唱，或是几人与几人的对唱，或

是坐在前面的人与坐在后面的人对

唱，或是坐在左边的人与坐在右边

的人对唱，都是很好的。 

 

此外，在圣经中还有独唱。林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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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章二十六节：‘各人或有诗歌，或

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诗歌，’

这是一个人的独唱。在聚会中，有一个

弟兄得着启示，有一个弟兄有一点教

训，也有一个弟兄有一首诗歌。这首诗

歌是个人唱的。有一个弟兄，他觉得里

面有诗，有赞美，他里面充满了，他要

唱出来。他不是单独作别人所不作的

事，他乃是代表教会来唱的。这一种的

独唱的诗，可能是已经写出来的，也不

一定是写出来的，可能有熟的谱熟的

调，也不一定有谱有调。许多时候，也

可以唱圣经所说的灵歌，（西三 16，

林前十四 15 ；）唱的时候，圣灵给他

谱，给他调。他乃是一个人被圣灵感动

而唱起诗来的。在这种独唱中，唱的人

应当把他的全人都放在诗里面，听的

人应当学习从他的灵得着供应。听的

人切不可太注重他的声调，必须接受

灵的供应。这一种独唱，不论是已有的

诗，或者临时的诗，都需要有圣灵特别

的感动才可以，并非像那些爱显露肉

体的人的那种独唱。所以，没有灵的供

应的人就不应当独唱。 

 

三 实际学习 

 

我们先要熟读诗歌目录，记清我们所

用的诗歌本是如何分类的。明白分类

的原则，记得每一类的性质和用途，也

记住什么诗是在什么地方，用的时候

就能一找就找到。 

 

然后，找出与你自己最有关系的诗

来学习。先明白它的辞句，分清它的

标点，找出作者的思路是如何进展、

如何贯彻到底的。你的心要开起来，

感觉要敏锐，意志要温柔，思想要清

楚。 

 

这样作了以后，还要学习唱。也许

一个礼拜可以学两三首。如果不能

唱，最初的时候，可以在每天早晨哼

一两首。你可以自制一个简单的调

子来哼诗。这样，你就自然而然会摸

着诗的灵，自然而然会增加你属灵

的感觉。不过，还是应该按谱学唱。

能唱以后，无论公唱、对唱和独唱，

都能随着圣灵的引导去作。 

 

基督徒的诗是叫我们有属灵的细

嫩的感觉。盼望我们在神面前有一

点学习。如果我们能够柔细的到神

面前去，我们就能与神有更亲密的

交通。我们感谢神，将来在永世里所

有的感觉都要细嫩。我们知道，天上

的赞美，比地上的祷告还要多。祷告

要过去，但是永世里要充满了赞美。

那一天，所有的感觉都变作细嫩；

那一天，是最甘美、最喜乐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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