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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2021 年国际华语特会 ⸺⸺『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内在并生机的建造』 

第五篇 教训之风的内在因素，为着教训之风邪恶的目的  

我们必须是那些『坚守那按照使徒

教训可信靠的话』的人。（多一 9。）

众召会是按照使徒的教训建立的，

并且遵守使徒的教训；召会的秩

序，是凭着那按照使徒教训所教导

可信靠的话，得以维持的。我们也必

须讲使徒那合乎健康教训的话，就

是神经纶的教训。使徒们不容许任

何与使徒的教训不同的教训；使徒

禁止教导 『不同的事』。（提前一 3 

～ 4。）我们必须远避不同的教训，

并专注于关于基督与召会之神的经

纶。使徒保罗在各召会中教导同样

的事；我们也必须在全地各国的各

召会中，教导同样的事。（林前四 17，

七 17，参西四 16。）   

  

使徒职事的健康教训，要点是关于

三一神经过过程，将祂自己这包罗

万有、赐生命的灵分赐到祂所拣选 

的人里面，使他们被带进生机的联

结里，接受神圣的灌输，因此成为神

的众子和基督的众肢体；结果，他 

本篇信息要使我们认识使徒的教训，

就是健康的教训为着建造基督的身

体，并对于教训之风，就是一切与神新

约经纶的独一启示不同的教训，能加

以分辨并预防。召会能够建造起来，需

要有健康的教训，如果有不健康的、不

合式的教训的话，它会把召会拆毁。   

  

首先，我们要认识健康的教训，就是

使徒的教训乃是神永远经纶惟一、健

康的教训。（徒二 42，提前 一 3 ～ 4。）

从希伯来书一章，我们看见使徒的教

训乃是新约全部的教训，是神在子里

向新约子民的说话。 （1 ～ 2 节。）从

整本圣经来看也是神新约经纶的惟一 

神圣启示，从神的成为肉体到新耶路

撒冷的终极完成。 （约 14，启二一 2。）

并且使徒的教训是维持同心合意的因

素，使我们有一个心、一条路和一个目

标。（徒一 14，二 42 上，46 上，耶三

二 39。）    

 



们就成为基督的身体彰显基督，就是

神的丰满居住在祂里面的那一位。（林

前十五 45 下，六 17。）使徒们把一切 

与神新约经纶的独一启示不同的教训

看作是教训之风。（弗四 14。）  

   

我们是基督身体的肢体，不该再『作

小孩子，为波浪漂来漂去，并为一切教

训之风所摇荡，这教训是在于人的欺

骗手法，在于将人引入错谬系统的诡

诈作为』。 （14 节。）『小孩子』指

在基督里幼稚、生命不成熟的信徒。不

同的教训、道理、观念、和意见之风所

吹起的波浪，都是从撒但差来的，要诱

惑信徒，将他们从基督与召会带开。这

些是在基督里的小孩子所难以分辨 

的；要逃避这些教训之风所吹起的波

浪，惟一的路就是在生命里长大，而生

命长大的路，乃是留在正确的召会生

活中，以基督和召会为保护。任何使信

徒受打岔离开基督与召会的教训，即

使是合乎圣经的，都是将他们从神永

远定旨带开的风。    

 

我们需要看见教训之风内在的因素，

这些教训不同于新约的教训，就是关

乎神为着建造基督身体之经纶的教

训。（提前六 3。）成为风的教训把信

徒吹离基督与召会这中心的路线，此

乃撒以其狡诈，利用人的欺骗手法所

鼓动的骗言，为要阻挠神建造基督身

体的永远经纶。分裂的教训为撒但所

组织并系统化，造成严重的错谬，因而 

破坏基督身体生活实行的一。欺骗手

法是属人的，错谬系统是属撒但的，

与那恶者所设计欺诈的教训有关，使

圣徒从基督与召会生活岔开。    

 

最后，我们必须认识教训之风的目

的，就是仇敌撒但邪恶的目的，是要

拦阻基督生机身体的建造，并要分裂

基督生机身体的肢体，造成无穷的分

裂，却不以爱心和恩慈保守基督身体

的一。（林前一 10 ～ 11，犹 19。）

有关地方召会绝对自治的错误教训

已经偷偷进到主的恢复里，就是教导

地方召会是绝对自治的，乃是分裂基

督的身体。（罗十二 5，十六 17。）

关于自治的教训已经败坏、误引、并

诱骗了基督徒，且造成了许多的分

裂。召会是基督的身体；即是基督的

身体，召会就没有一部分能自治。地

方召会乃是为着基督身体的出现， 

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在一地一地的出

现。在我们的考量里，基督的身体应

当是第一，地方召会应当是第二。我 

们若认识基督的身体并对这身体有

感觉，就会领悟召会是基督生机的身

体， 与自治毫不相干。【摘自：新北

市召会周讯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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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圣徒们积极参加周一晚上各会所的核心事奉交通聚会，一同进入

召会生活的负担。实行神命定之路的召会生活，教导神圣的真理，

照着神牧养，使召会达到繁殖与扩增。 

分会所事奉交通聚会 

报

告

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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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来 13:1-7 13:8-12 13:13-15 13:16-25 雅 1:1-8 1:9-18 1: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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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周。 

2.  本周“新约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彼得后书生命读经，第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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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 页。） 
 

 4.  本周继续追求“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内在并生机的建造”，晨兴圣 

   言：第五周。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圣经之旅”第五册：第 10 课。  

1. 教职员相调 

 日期/时间： 24/07（周六）早上 10:00AM 开始至 12:00PM 中午结束 

 对象：在大学、中学、小学和幼稚园的教职员及行政人员 

 相调平台： ZOOM （提供英文翻译）         

 报名截止： 19/07/2021（周一） 

 备注：报名相关详情，请联络刘莉莉姊妹 

  （014-9940311） 或扫描二维码自行 

         报名。 

二维码 

書房報告 

下一卷晨兴圣言是追求“召会生活之恢复极重要的因素”，请各区安

排一位圣徒于周四（22/07）来书房领取书本。来之前，请向 Bro.Michael

（019-8874966）预约时间。 



报

告

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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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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2,500.00

截至 13/07/2021 累积奉献共收来 RM2,442,099.05，尚缺 RM128,620.7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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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财务报告(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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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份 承上月结存： 收入： 支出： 结馀： 

六 RM208,378.86 RM62,604.00 RM50,169.00 RM 220,813.86 

https://wa.me/message/XTZ3FDOTESDVK1


 

石，艰难像我们必须背负的重担。相

反的，波浪常在欢愉并富有吸引的

方式中，甚至带着甜美、可爱的外表

而来。大多数为波浪漂来漂去的人，

并非不情愿的受波浪漂摇，乃是甘

愿为那些似乎最令他们欢愉享受的

波浪所漂摇。当他们为波浪漂来漂

去时，他们一点也不觉得危险，反而

可能会有一种兴奋或享受的感觉。

因为波浪也许有这样令人愉悦的外

表，所以与困苦或艰难不同。事实

上，很少基督徒为艰难所颠簸，却有

许多基督徒为波浪漂来漂去，并为

风所摇荡。 

 

你或许想知道风浪到底是什么。这

些乃是不同的教训、（提前一 3～ 4、）

道理、观念和意见。当召会在海上航

行时，撒但会找机会送进一些有吸

引力的教训、观念和意见，好迷惑信

徒。他这样作的目的，是要把他们从

基督与召会带开。 

 

在保罗的时候，有些热中犹太教的

人以迷惑人的方式教导旧约。他们

的教训与旧约中神所命定的一些实

行有关。要叫基督里的小孩子分辨

这些有吸引力的诡诈教训，是相当

难的。今天的原则也是一样，现在甚

至有更多打岔人的教训、观念和意

见。这一切都有令人愉悦且积极的

外表，否则，没有人会受骗。因此，

今天许多人为波浪漂来漂去，并为

教训之风所摇荡。 

 

 

壹 在基督里的小孩子 

 

十四节说，“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

为波浪漂来漂去，并为一切教训之风

所摇荡，这教训是在于人的欺骗手法，

在于将人引入错谬系统的诡诈作为。”

这是十三节的继续。“使”也可以翻作

“为要”，指明达到十三节那三件事的

结果，就是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为波

浪漂来漂去，并为一切教训之风所摇

荡。因此，达到十三节里的三件事有一

个目的，这目的就是使我们不再作小

孩子。 

 

一 生命不成熟的人 

 

小孩子是指在基督里幼稚、生命不成

熟的信徒。（林前三 1，十三 11，来五

13。）在我们属灵生命的起初阶段，我

们这些基督徒全都是小孩子。 

 

二 为波浪漂来漂去，并为风所摇荡 

 

十四节指明，小孩子为波浪漂来漂

去。基督徒的生活就像海上的航程，有

许多的风暴。我们这些基督徒，不该盼

望我们的航程顺利，风平浪静。风浪不

仅临到个别的信徒，甚至临到召会。召

会也有经历风浪的时候。在这里保罗

的观念不是我们能避开风浪，乃是我

们能蒙保守，不为波浪漂来漂去，也不

为风所摇荡。 

 

艰难困苦与波浪风暴不同。困苦像礁

 小孩子与教训之风 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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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 

 

撒但甚至会带着一种教训到你面

前，假装这种教训能帮助你更多享

受召会生活。然而，当你接受这样的

教训时，你会发现，你对召会生活的

胃口事实上被破坏了。你接受那种

教训之前，你是绝对为着召会，并且

绝对为着召会的见证；你渴望参加

召会的聚会，并对召会的立场十分

尊重。然而，撒但狡猾的教训却杀死

你对聚会的渴慕，减少你对召会生

活的绝对，并使你不顾召会的立场。

当这种教训在你里面作破坏的工

作，你就不再关心召会真正的见

证；然而同时，你还以为借着你所

吸收的观念，你正走上更美的召会

生活之路。这是最诡诈的道理！这

种诡诈的风，把你从召会生活带开。 

 

这种诡诈的教训，也使你失去对基

督的胃口。因着这教训的影响，你不

再像以前一样对基督那么饥渴。你

会觉得，绝对的爱主是宗教而呆板

的。这一切都证明，撒但教训的毒素

已经进到你里面败坏了你，使你的

属灵感觉迟钝。这是使信徒离开基

督与真正召会生活最诡诈的方式。 

 

长大、蒙保护、受遮盖，惟一的路

就是留在正确的召会生活中。不要

太相信你个人对任何光景的感觉。

有些教训会使你觉得召会生活不太

好，甚至是不必要的。多年来我学

会，我们必须儆醒，反对任何觉得召

会是可怜、错误、或不必要的思想。 

小孩子很容易受欺骗或误入歧途。譬

如，孩童能被人用糖果或口香糖诱拐

离家。他们对糖果的喜爱使他们忘记

一切。因为许多基督徒是幼稚的，喜欢

裹着糖衣的教训，所以他们容易受欺

骗。 

 

逃避风浪惟一的路，就是在生命里长

大。当你正在长大时，你需要藏身于你

在主里之父母的遮盖下。不要留意属

灵的糖果，乃要留意你在基督里的父

母所走的路。这样，你就会蒙保守并得

保护。 

 

在召会生活中，年幼的应该藏身在年

长者所提供的荫蔽之下。这种遮盖是

最好的藏身之处。不要凭自己接受任

何观念，无论这观念看起来有多甜美。

每当你这样受试探时，你该说，“我不

在意这些甜的东西。我只注意基督，注

意召会，注意年长之人的荫蔽。”你若

接受糖果，你会发现，在其糖衣之下藏

有毒素。 

 

我们读十四节上下文就看见，要暴露

任何骗人的教训，最可靠的试验就是

基督与召会。仇敌撒但诡计多端，使用

风浪打岔圣徒，使他们离开基督与召

会。有时候，撒但甚至利用圣经这样

作。这指明连合乎圣经的教训，也会被

撒但利用，使我们离开神的定旨。撒但

几乎能用任何东西打岔我们，使我们

离开基督与召会。他甚至使用圣经的

话，在旷野试诱主耶稣。没有什么比基

督与召会是更好的保护。不要接受任

何不能通过基督与召会之试验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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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就长大，而是要一点一点、一天一

天渐渐的长大。当我们在主里面慢

慢长大时，我们需要留在召会保护

的遮盖下。要信靠召会，不要信靠你

个人主观的感觉。仰望主，祂会使你

信靠祂并信靠召会。你需要这样，特

别当你照着你的感觉，认为召会不

是那么好的时候，更需要如此。你觉

得召会的光景不是那么积极的时

候，更要越发的信靠召会。【摘自：

以弗所书生命读经第 44篇】        

这种思想就是明显的信号，说出教训

之风已经迫近了。我不说今天的召会

是完美的；然而我要说，任何对召会

光景消极的思想，都指明有诡诈的教

训在作工。这种教训起先看来并不具

威胁，且通常隐藏在令人愉悦的外表

之下。起初颜色也可能非常吸引人，但

这教训进入你里面之后，其颜色就随

时间的消逝而变得黯淡。这是一个记

号，说出这种教训正在你里面施行有

毒的影响力。 

 

我再说，逃避风浪惟一的路就是长

大。然而，我们不能像草菇那样一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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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篇 唱诗（一） 造 就 

基督徒到聚会中去，如果不知道如

何唱诗，那是相当大的难处。在聚会

中，祷告是常常被忽略的事，恐怕唱

诗更是被忽略的事。所以我们要学

习唱诗。我们并不是要成为音乐家，

我们乃是盼望认识诗，这是要紧的

事。 

 

壹 诗的感觉 

 

圣经里有预言、有历史、有道理、

有教训、有命令，圣经里也有诗歌。

诗歌乃是人最细嫩的感觉的流露。

人在神面前祷告的感觉，还赶不上

人在神面前唱诗的感觉那么细、那

么嫩。神要我们有细嫩的感觉，因此

在圣经里，神就给我们有各种的诗，

许多的诗。不只有诗篇、有雅歌、有 

 

读经： 

 

诗篇一百零四篇三十三节：‘我要一

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

向我神歌颂。’ 

 

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当用诗章、

颂辞、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

美主。’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节：‘他们唱

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五节：‘约在半

夜，保罗和西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

囚犯也侧耳而听。’ 

 

人信了主，必须学习如何唱诗。一个



候，他的感觉是嫩的；当人怜悯人

的时候，他的感觉也是嫩的。 

 

神带领祂的儿女所走的路，是要他

们的感觉越过越细，越过越嫩，越过

越像诗。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学习越

多，他的感觉就越细越嫩，越像诗；

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学习越少，他的

感觉就越粗鲁，越不像诗。一个基督

徒到聚会中去，如果走起路来重得

很，一点不顾到别人的感觉，他就不

像一个有学习的基督徒。他即使在

那里唱诗，也不像诗。如果一个人走

进聚会里去，这里碰一下，那里碰一

下，甚至把椅子碰倒了，他就不像一

个唱诗的人。我们要知道，自从我们

得救之后，神要把我们的感觉一天

一天的训练，训练到细嫩。基督徒要

作得好，总得有细嫩的感觉。人在神

面前，从最深处流出来的感觉，就是

他的诗的感觉。神对于祂的儿女有

细嫩感觉的要求。我们不要有粗鲁

的感觉。粗鲁的感觉不是诗，粗鲁的

感觉不是基督徒的东西。 

 

贰 诗的条件 

 

每首合格的诗都应该有三个基本

条件。如果缺少其中的一个，这首诗

就不是一首好的诗。 

 

第一，必须在真理方面有根据。许

多诗很合于别的条件，可是在真理

上有错误。如果叫神的儿女唱那些

诗，那就是把他们摆在错误中，叫他

们带着人的错误而来到神面前，那 

哀歌，并且在历史中，在命令里，有时

也加上一些诗。（出十五 1 ～ 18，申

三二 1 ～ 43。）连保罗的书信，在他

那么多的道理中，也有一些诗夹在里

面。（罗十一 33 ～ 36，提前三 16 等。）

这都给我们看见，神的目的是要祂子

民的感觉细嫩。 

 

壹 诗的感觉 

 

圣经里有预言、有历史、有道理、有

教训、有命令，圣经里也有诗歌。诗歌

乃是人最细嫩的感觉的流露。人在神

面前祷告的感觉，还赶不上人在神面

前唱诗的感觉那么细、那么嫩。神要我

们有细嫩的感觉，因此在圣经里，神就

给我们有各种的诗，许多的诗。不只有

诗篇、有雅歌、有哀歌，并且在历史中，

在命令里，有时也加上一些诗。（出十

五 1 ～ 18，申三二 1 ～ 43。）连保罗

的书信，在他那么多的道理中，也有一

些诗夹在里面。（罗十一 33 ～ 36，提

前三 16 等。）这都给我们看见，神的

目的是要祂子民的感觉细嫩。 

 

我们的主的感觉是细的，是嫩的。可

是我们人的感觉，有细的感觉，也有粗

的感觉。发怒、生气是粗的感觉。有的

人虽然没有发怒，但是他的感觉也不

一定细。神要我们仁爱，神要我们慈

悲，神要我们怜悯，神要我们表同情，

因为这样的感觉是细的。神要我们在

困难之中能唱诗，神要我们在痛苦之

中能赞美，能称颂神的名，因为这都是

细嫩的感觉的表示。当人爱人的时候，

他的感觉是嫩的；当人赦免人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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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把他们带到一个不合式的情形中。

当神的儿女唱诗的时候，需要使他们

的感觉往神那里去；若在诗中有错误

的道理，就使他们的感觉不过是自己

欺骗自己，而不能摸着实际。神不能让

我们凭着诗意来朝见祂，只能让我们

凭着真理来朝见祂。我们只能在真理

中来到神面前；若不是在真理中来到

神面前，那就是错的，就摸不着实际。 

 

比方说，有一首福音的诗，说到主耶

稣的血洗我们的心。但是我们在新约

中，并没有看见过主耶稣的血洗我们

的心的话。主耶稣的血是不洗我们的

心的。圣经里没有这一句话。希伯来九

章十四节乃是说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

的良心─心中的天良，而不是洗净心

的本身。主的血乃是洗净我们的罪。是

因为罪被洗净，就使我们的良心在神

面前不再控告我们。所以，血乃是洗良

心，不是洗心。我们的心不是用血洗得

干净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耶十七

9，）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圣经中对于

心的教训，乃是将人的石心除掉，给人

一个肉心，（结三六 26，）乃是给我

们一个新的心，不是去洗旧的心。人相

信主的时候，神是给他一个新的心，不

是去洗他旧的心；是洗去他天良的亏

欠，而不是洗他的心。如果你到主面前

去赞美说，‘耶稣的血洗我们的心，’

这个赞美就不合真理。所以，这是一件

非常严重的事，如果一首诗的道理是

错误的，它就把人带到错误的感觉中

去。 

 

有许多诗，没有时代的分别，不知道

是亚伯拉罕唱的，或者是摩西唱的，

不知道是犹太人唱的，或者是基督

徒唱的，不知道是在旧约里唱的，或

者是在新约里唱的。如果你唱这样

的诗，会使你觉得你好像是一个与

救赎无关的天使，或者会使你觉得

你好像是一个用不着血的人，没有

罪的人。所以，如果一首诗没有清楚

时代的教训，没有看见恩典的时代，

就把神的儿女摆在错误的地位上。 

 

有许多诗没有把握，只是盼望：盼

望得救，羡慕得救，寻求得救。其中

一点把握都没有，一点基督徒的把

握都没有。我们要记得，每个信徒来

到神面前，都是带着把握来的。我们

是满了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是满

了把握来到神面前。如果一个人唱

诗好像是在院子外面唱，那就使人

觉得这个人不是神的子民，他不过

是羡慕作神的子民而已。有许多诗，

好像得不着神的恩典似的，一直在

那里求要得着。这样的诗也把基督

徒摆在错误的地位上。这不是基督

徒的地位。基督徒的地位是有把握

的，是知道自己得救的。一切缺少把

握的诗，不是基督徒所该唱的。 

 

还有一点也是普通的诗所常有的

错误，就是说到人死后进入荣耀。许

多诗都是说死了以后进入荣耀，好

像说，人能借着死进入荣耀。但是，

圣经没有说人死了是进入荣耀。荣

耀的进入，是另外一件事。我们死了

以后，不是进入荣耀；我们死了以

后，是等候复活。主是复活之后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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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荣耀的。这是圣经中明显的教训。

（林前十五 43。）凡是叫神的儿女有

一个错觉，以为‘死了以后进入荣耀’

的诗，我们都不该唱，因为实际上没有

这件事。 

 

所以，好的诗必须具有准确的道理，

若缺了准确的真理，就把基督徒引到

错误中去。 

 

第二，道理准确的并不一定是诗，还

需要有诗的形式和结构。不能说真理

对就行；真理对了，还得有诗的形式

和结构，那才像一首诗。唱诗不是讲

道，我们不能拿一篇讲经记录来唱。曾

有一首诗，头一句七个字是‘真神创

造天地人。’这个当作道讲很好，当作

诗唱就不行。这是道理，不是诗。圣经

中诗篇的诗，都有诗的味道。每一篇诗

里面的结构、说法，都是非常细嫩的，

都是用诗人的话语来说神的意思。所

以，不是每行字句有一定的长短就算

诗，必须整个的结构是诗，形式是诗。 

 

第三，一首诗除了需要有真理、需要

有诗的形式和结构之外，还需要有属

灵的接触，必须摸着属灵的实际。 

 

比方：诗篇五十一篇，是一首大卫悔

改的诗。我们读它的时候，看见大卫的

悔改在道理上没有错，也看见他的话

不是随便来的，它的结构是曲折的。同

时，我们觉得在它里面有一个东西，有

一个属灵的实际，有一个属灵的感觉。

那一个，我们不妨称之为诗的负担。他

在那里悔改，就是悔改，悔改的感觉充

满了那一首诗。我们常常觉得诗篇

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一次读它的时

候，看见它所有的感觉都是可靠的。

写诗的人快乐的时候，他就跳起来

高声欢呼；悲哀的时候，他就在那

里痛哭。不是光有话而没有实际，乃

是在话的里面具有属灵的实际。 

 

所以，诗不只要有准确的道理，要

有诗的形式和结构，并且也要有属

灵的实际的感觉。换句话说，一首诗

如果是哭，就应当哭；如果是快乐，

就应当快乐。它说到一个东西的时

候，要使我们感觉到那一个东西。我

们不能唱一首悔改的诗，而里面的

感觉不起共鸣，反而越唱越是嘻嘻

哈哈。我们不能说我们是在赞美神，

而我们自己不是快乐的，不是高兴

的。我们不能说一首诗是表明奉献

的，而我们的感觉不是奉献。我们不

能说一首诗是表明我们在神面前仆

倒的，被神打碎的，而我们仍旧感觉

自己很好，有可夸口的地方。如果那

一首诗不能给我们准确的感觉，它

就不是一首好的诗。诗的感觉必须

是真实，诗的感觉必须摸着属灵的

实际。 

 

一首诗必须真理是准确的，又有诗

的结构，同时还要能够叫唱的人摸

着属灵的实际，能够叫唱的人摸着

诗里面所说的。否则它就不是一首

合格的诗。必须这三点都完备，才能

算是一首好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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