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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班:爱耶稣_有份于耶稣的性情  

瑪莎牧師的禱告:赞美主！感谢耶稣！主啊，我们敬拜祢！耶稣，

我们爱祢！我们在这里就是想更深地来爱祢！我们相信祢就在我们当

中，因为祢告诉我们“凡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祢就在我们当中。”（参

太 18：20）虽然我们都在不同的地域，但是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一。

今天我们求圣灵来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因为我们何等的需要圣

灵。因着祢的圣灵，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圣灵啊，现在我们邀请祢，

祢是我们中间最大的一位参加者。我们就这样子地来仰望祢，让祢的

爱来充满我们。阿们！ 

很高兴又可以跟大家在一起。周牧师问我可不可以在 4 月份开始

教導「愛耶穌」的課題。爱耶稣何等的美好，我希望能够更多地爱祂。

你想不想也更多地爱祂呢？祂应许祂要把爱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充满

我们。 

耶穌渴望我们来爱祂 

每一次当我们来跟祂说我们爱祂，祂就把更多的爱赐给我们。这

是不是何等的美好！所以一整天我们都可以不断的跟祂说：“耶稣我

爱你！”我们或许在煮早餐，或许在洗碗，或许在骑我们的摩托车，

或是只在铺床，我们都可以对衪说：“哦，耶稣我爱你！”没有任何的

人、事、物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无论是生是死都不能使我们

与基督的爱隔绝。 

在读《约翰福音》，看见耶稣告诉我们：“神爱世人。”大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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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三章 16 节都很熟悉，“神爱世人，甚至將祂的独生子賜

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参约 3:16）赞美主！

我希望能够再唱这首歌，是我很多年前學的，一句一句學的, 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這句話‘神爱世人’。 

在约翰的书信里面，我们又看见他说：“神是爱。”在《约翰一

书》四章 8 节，所以神的性情就是爱。（参约一 4:8）祂也渴望我们

来爱祂，因为神在遍地寻找对祂的爱有回应的人。祂也在你现在所在

的房间里，来寻找你。因为祂在寻找可以成为爱祂的人，祂的对象。

多人很愿意为主努力的工作，也愿意付上代价牺牲，来帮助穷苦的人，

甚至于愿意去到中国、印度或是非洲；或是有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

传福音。那些事情都非常重要。但是神的心却充满了爱，祂希望我们

可以成为祂的爱人。 

戴德生他写了一本书，《Union and Communion》，他是一位很有

名的宣教士，他在中国为主热心地工作。但是他知道最重要的一个呼

召,是成为耶稣的爱人。所以在他的《圣经》注释里面，在《雅歌》

所作的注释,就是我们要成为耶稣的爱人。在《雅歌》里我们看见他

写到有关良人与祂的新妇的故事，在《启示录》新郎祂在敲门，祂在

那里说：“我在叩门，让我进来，我与你坐席，我要跟你分享我的爱。”

（参启 3：20）在《雅歌》里面，那个新妇说：“让祂与我一起亲嘴，

因为袮的爱情比酒更美。” （歌 1：2） 

很多人都喜欢喝酒，因为酒可以使他们欢心。《雅歌》告诉我们，

“祂的爱情比酒更美。”為什么酒可以使我们满足呢？如果我们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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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省察我们里面，就会发现，有一些“事情”比神更能够使我们满足。

或许对我们来说,“酒”就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显赫的人”，或是我

们想要做伟大事情的这一份“野心”。或对有些人来说，他们的“酒”

就是能够有很多的“娱乐”，或是“环游世界、看到许多新鲜的事物”。

但是我们发现，那一些的享乐却不能持久，我们的心仍然是虚空，还

是不满足。因为我们的心其实是为主而造的。因为祂创造了我们为了

要来爱祂。 

神创造我们为了要来爱祂 

     亚当和夏娃他们被放在伊甸园里的时候，每一天神都来造访他

们，神想和他们在一起。祂把一切都赐给他们，使他们可以享受。神

所盼望想要的却是他们的爱，祂想跟他们有交通。祂创造了他们，所

以神可以跟他们有享受；那同样的，他们也可以来享受神。我们把自

己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最大的呼召是要来爱耶稣。 

    有一次有人问我说：“你怎么可能在中国人当中有事工呢？”我

说：“能够在中国人当中服侍，很喜乐。因为他们有爱主的心。神爱

全世界的人：美国人、中国人、非洲人、加拿大人——祂爱全世界的

人。祂正在寻找那些愿意回应神说：“是的，我愿意成为神所爱的。

我不止要当主的门徒，我更要愿意做主的新妇。”这是《圣经》所给

我们看见的一幅图画。因为神在为祂的儿子寻找新妇，这是所有的关

系里面最亲密的！这也就是在婚姻里面所描绘的一个“二人成为一体”

的关系，主就希望祂能够把我们跟祂合而为一，祂已经开了一条路使

我们可以跟主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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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婚姻，我的丈夫非常地好，非常地恩慈。所以我很愿意为

他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我很喜欢为他烘培一些点心，我也喜欢把家里

打扫得干干净净地让他舒服。所以我会在家里不停地忙着家事，我很

喜欢做事，因为我的名字就是马大。但是有的时候我先生、我的丈夫

就是希望我能够坐下来跟他谈心，让他可以有时间,让我可以来倾听

他今天发生了些什么事。 

藉着圣灵可以更多的接受神的爱 

同样，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就是这么得忙碌想

要服侍祂。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花时间就是单单的和祂在一起，祂的心

会何等的满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我们可以分别出,来单单地跟祂

在一起，把我们的心全部奉献给祂。让我们来倾听祂对我们说的话，

让圣灵把这一切变得更真实，因为圣灵是我们的帮助。所以保罗他在

《罗马书》五章 5 节他告诉我们：“藉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就是藉着圣灵我们可以更多的接受神的爱。 

我越年长，我越发现我更需要圣灵。这就是神所对我们的应许，

藉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把神的爱和神对我们的爱都浇灌在我们的

心里，就让我们可以向神呼求：“圣灵啊，让我们可以装饰预备整齐，

来迎接我们的新郎。”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主耶稣，我们爱你！ 

顺服耶稣的話，我们就会看見果效 

《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最后一章。这是在耶稣复活之后，从

第 1 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

显现记在下面。”在这里是一个他们都很熟悉的地方，在提比利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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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 

“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土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

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这一共七

个门徒。当我们聚在一起一个小组聚会的时候或许有七个人或许只有

两三个人，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七个门徒。就在这里耶稣向他们显

现。我们今天早晨也是盼望祂能够向我们显现。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因为当时西门彼得不知道

要干什么，虽然耶稣向他显现过，但是他现在不知道要作什么，他就

说：“我打鱼去。”他是一个领袖，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也和你同去。” 

‟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

是打不到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很辛苦的工作，但是像他们一样没有结

果。下一节我们就看到：“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当我们的

船是空着的时候，耶稣就来了。当我们的心感觉到空虚没有爱的时候，

祂就出现了。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是耶稣；有的时候我们也认不出来耶

稣来，我们不知道祂就在我们旁边。 

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

有。”祂就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

如果当我们顺服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果效。‟所以他们就听从

了主的话，在船的右边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他们没

有办法拉上来，因为鱼甚多。”所以当耶稣把解决之道告诉我们的时

候，一切都甚美好。 

耶稣想要向我们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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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感觉到空虚，我们的船上也没有鱼。我们心感觉到枯干，

我们一抬头，我们看见耶稣向我们显现祂来拯救我们，这是今天早上

祂想要作的。祂想要向我们显现。因为祂想要来到我们的心里，祂现

在正在扣门说：“让我进入你的心里。让我来解决你的问题。让我来

把我的丰满充满在你的里面。”如果我们看出来其实我们并没有那么

爱祂，但是祂却这么积极的渴慕把祂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 

很多年以前在法国有一个圣徒，她叫盖恩夫人。她对主说：“主

啊，我爱祢，但是我里面却没有爱，所有在我里面的爱，其实都是从

祢而来”。因为她看出来，所有在我们里面的爱，不过就是把我们从

神来的爱向祂回应而已。 

那让我们再来看我们的故事第 7 节。 

耶稣所爱的那位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

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我对这节圣经非常的喜欢。

耶稣所爱的这位门徒我们都知道就是约翰，约翰是最年轻的一个门徒，

他就是那位常常靠近耶稣胸怀的。当你很小很年轻的时候，你可以作

耶稣的所爱的。当我开始爱耶稣的时候，我只有 14 岁。我遇见了一

位老师，她是爱耶稣的人。她告诉我耶稣是多么的爱我，祂也希望我

能属祂。如果你现在还年轻，十几岁或者二十几岁，你仍然可以爱耶

稣，不会太早。在这里，我们看见是那位最年轻的门徒约翰他认出来

是主。因为他的眼睛可以看见，因为他的心可以认出主来，因为他是

耶稣的爱人。我们后来再看他的书信里面，他就写到爱耶稣。他非常

的有把握地说“神就是爱”（参约一 4：8），神就是全爱。在《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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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里约翰更是写道这位爱的王——耶稣。当他告诉西门彼得的时候，

西门彼得就赶快跳到海里。其余的门徒呢？他们就在海边，大约有两

百肘，他们就把这个小船上的网拉过来。 

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如果耶稣

能够为你做早餐，那该多好。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

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共一百五十三条。鱼虽这么多，

网却没有破。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餐”。门徒中没有一个人

敢问祂“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

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 

渴慕的心会吸引耶稣来到我们这里 

虽然他们曾经看过耶稣复活之后显现两次，但是他们仍然需要眼

睛被打开。我觉得在这里很特别，就是因为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是

他认出主来。如果我们常常被主的爱所充满，就会更常地来认出祂来。

即使我们的眼睛没有认出祂来，我们的心会认出祂来。因为祂知道我

们的心总是渴慕祂。我们的渴慕会吸引祂来到我们这里，因为爱可以

彼此地吸引对方。 

在这里，耶稣为他们做了早饭。他们吃完了早饭以后，耶稣就教

了彼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因为祂就想要知道：“你爱我吗？”这

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爱祂吗？”唯一能够满足我们新郎的心，就

是我们对祂的爱。必须是全心的一个爱的回应。 

祂有许多的仆人，很多人愿意付代价牺牲为祂服侍。但是祂的心

却是渴慕能够跟祂的教会有交通。祂希望能够跟我们亲密，每一天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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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被更新。有的时候，我们为教会的服侍非常的忙碌，我们忘了，或

是没有时间个人跟祂的祷告。会发现我们自己也无法满足、感到虚空。

所以主要警告我们，祂要提醒我们，不要为这许多的事被霸占，即使

他们都是好的事。因为那些‘好的事’常常是那个‘上好的事’

的仇敌。戴德胜虽然在他很忙碌的事工里面，他却发现那个‘上好

的’就是他跟主个人的亲密的关系。 

向神求一个全新的爱 

所以，在这里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是的，我爱你。”（参约 21：

15-17）耶稣问了他三次。头两次的翻译，他所说的：“我爱你。”是

一个天然的爱 LOVE。在第三次西门·彼得在回答的时候，他就用的

一个 AGAPE 的爱，一个神圣的爱。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的這

一份神圣的爱，圣灵把神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的爱，来回应神。然后，

祂就差遣彼得出去，来喂养祂的羊。我知道你们许多人被主呼召来服

侍祂，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新鲜的恩膏。 

《使徒行传》看见彼得被圣灵充满，在五旬节的那一天，他整个

人被更新了。因着他向主回应祂的爱，他被神爱所充满了。在五旬节

那天，他被圣灵充满。后来他一呼召就有三千人来跟随。如果我们向

神求一个全新的爱在我们的事工里，也同样可以看见有很大的不同。

那一份对神全心的爱,会超越我们一切在天然人里的努力。耶稣的爱

何等的奇妙！祂可以满足我们的心，而且可以让事工，我们的服侍变

得非常的享受，是一个喜乐。哈利路亚！ 

祷告：耶稣，我们对祢所发出的邀请，我们说：‟是。”我们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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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祢所爱的，祢的爱人。我们希望能够预备好，迎接祢的再来。让

我们的灯里有油。用祢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吸引我们，我们就会快跑

地来跟随祢。祢的爱情比酒更美，比这世界上所能给我们的一切都更

美，也比我们所受的一切能够奉献给祢的恩赐和侍奉更好。点燃我们

心里向祢的爱火。让我们可以跟门徒们一样地说：“当耶稣与我们同

行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感觉火热吗？”（参路 24：32）主啊，让

我们可以更新地来认识祢自己。把我们从我们对自己的爱里转回。祢

说：‟如果我们切切地寻求祢，我们就可以寻到。”（参太 7：7）主啊，

来更新我们那起初的爱，在我们心里创造一个更大的饥渴。让我们像

玛利亚一样在祢的面前哭泣，让我们到祢的面前来，俯伏在祢的面前，

渴望我们可以从一切拦阻我们来爱祢的事情里面释放出来。我们希望

能够来满足祢的心，希望成为祢最好的密友。主耶稣我们说：‟是。”

我们要回应祢。我们希望祢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首位，比任何一切

事都重要，也比任何的人都重要。这些日子，主啊，祢来吸引我们，

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的跟随祢，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祢，再也不让祢

走开，阿们！ 

爱是非常伟大的力量 

哈利路亚！我们将会惊喜看见祂来负我们这些事工的责任。那些

祂所呼召给我们的事工,其实应该是次要的，而我们与祂爱的关系才

是首要的。彼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我们向祂的爱的邀请回应：

“是。”的时候。因为爱是一个很伟大的力量。在《箴言》书里面告

诉我们：“爱情如死之坚强。”（参歌 8：6）有些人说：爱情好像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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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女人，是一个很软弱的美德。其实不对的，爱是非常伟大的力量。 

是爱使耶稣愿意上十字架！爱使神愿意舍了祂的爱子！爱也可以

使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自己、我们的想法都放在祂的脚下。爱使我们不

顾一切的想要讨祂的喜悦，让祂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 

禱告 :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祢的爱！今天早上我们求祢用

祢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耶稣让祢在我们身上有路！主啊，我们向祢悔

改，我们爱祢不够！主啊，我们向祢悔改我们让其他的事来占据了我

们的心，不管是人、或是事、或是我们的怠惰。主耶稣，我们悔改！

我们向祢祷告，求祢来抓住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听

见祢在我们的门外叩门。祢在呼召祢的教会,重新回到与祢爱的关系。

主啊，把那抓住祢心的爱来赐给我们。因祢爱父也爱得这么的深，所

以祢愿意来到这里为我们舍命。父爱世人爱得这么的深，祂愿意把祢

赐给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带回去那爱的关系，就像在罪进来之前，

祢跟亚当那爱的关。耶稣，让我们成为真正爱神的人！我们也为我们

当中的弟兄们祷告，让他们看见爱不是只是女人的事，因为“爱情如

死之坚强，”（参歌 8:6 下）而且它就像死亡那么真实，所以这份爱可

以除去所有的自爱，可以除去我们对神旨意的抗拒。 

这就是发生在门徒身上的事，因为他们爱祂爱到死，其他的事情

都不再重要，只要单单的有那一份热情燃烧跟祢的爱。哈利路亚！主

啊，我们相信祢！ 

让我们现在就来到祂面前等候祂，让我们的心向祂有回应，向祂

求一个更大的渴慕，渴慕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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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耶穌在我的心中居首位 

耶稣现在进入每一个课室，祂在我们每一个人头上按手，我们需

要祂，来相信祂，接受祂的爱，因为祂想要在我们心里作一件奇妙的

事。我们所需要再来仰望十字架，来看祂所为我们做成的。就像我们

在《圣经》里读到的“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

（参约 15:13）我们是祂的朋友，祂为我们舍命。祂豈不把萬物與祂

豐富的賜給我们嗎? 在祂給我们的所有一切之中,最好的就是,祂把祂

自己更多的給我们。 

让我们现在把心大大地向祂敞开，让我们对祂说：“耶稣，请进

来。祢在我的心中居首位！主啊，来恢复我跟祢的关系，因为我都活

在天然人里面，因为我的眼目常常都去注视其他的事物，有的时候我

为了祢的事工非常地忙碌，却忘了要来爱祢，作祢的爱人，作祢的新

妇。我忘了祢呼召我们来做马利亚，祢说马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

福分，只有跟你联合之后，事工才会成就。” 

禱告: 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就来祷告，把我们再来吸引到跟你联

合，让我们一直一直地爱你，让我们能够来享受主，来赞美你、来爱

你！尽管我们的手在忙着作事情，让我们的心快跑来跟随你。当我们

太忙碌的时候，让圣灵来提醒我们，因为你说圣灵来会让我们认罪，

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悔改。就像以弗所教会，我们忘了起初的爱。我们

用很多的精力来为你服侍，却忘了那起初的爱。但是我的心只能被你

的爱所来满足！主啊，我愿意你来扩大我的心，让我能够更多的来爱

你！让我能够在你的同在里面来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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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是神给我们写的爱的书信 

“我来扩大你的度量，今天早上我要来做一件奇妙的事，来吸引

你来跟随我，使你可以来快跑跟随我。尽管你现在什么感觉都没有，

你仍然可以向我祷告：‘耶稣来吸引我。来显明我看，我如何花更多

时间，来坐在你的脚前。’来看我、来注视我的面容，来看我总是对

你微笑，盼望我能够把你抱在我的怀中，就像约翰一样，约翰总是这

么欢喜靠在我的怀中，我就向我的教会呼召，来！向我的教会呼召为

新郎预备好，爱能遮掩许多的过犯，让我用爱来充满你，让我把你从

你忙碌中洗干净，当我用我自己来充满你，因为我就是爱。我也愿意

把我的爱充满在你心里。今天就找时间分别出来跟我在一起，让我亲

自来对你说话，不要离开，亲近我，因为我是你所爱的，我希望你来

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阿们！” 

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主啊，感谢你！ 

这些日子当你再读《圣经》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圣经》是神给

我们写的爱的书信。昨天我在清理我的抽屉，我发现我的先生他留下

来许多的书信。他保留了 30 年前他写给我的信，他把这些信都保留

下来。这些信非常有意思，讀時看看他如何的来爱我，我也如何地爱

他。所以，当我们在读祂话语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每一句话都是祂对

我们的爱，我们必须知道祂在说什么？ 

当祂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我用慈爱来吸引你。”（参耶 31:3）

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你们在这里是因为神用爱来吸引你，祂开了你

的眼睛来认识真理；祂也开了你的耳朵，来听见祂的声音。这就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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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我们需要花时间单独和祂在一起。我们跟祂要有一个很亲密隐秘

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像约翰一样，当祂显现我们可以能认出祂来，因

为我们跟祂有一个亲密爱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向祂求。 

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祂就在每一页的里面，因为圣灵会

告诉我们。《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9 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好棒的一节圣经。祂在这里说，父怎么样爱

耶稣，耶稣就怎么样爱我们。 

耶稣要成为我们灵魂的爱人 

《约翰福音》十七章 22-23 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

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23 节：“我在他们里面，

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

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

实在非常奇妙。这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在祂上十字架之前。

“你爱他们如同你爱我一样。”祂跟祂父说。你知道父神是多么的爱

耶稣？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你爱他们，就像你爱了我一样。” 

在同样的这一章 26 节祂也继续的祷告：“我已经将祢的名指示他

们，还要指示他们，使祢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是不是很奇妙？“使祢所爱我的爱，在他们的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这些话对我来说，是何等的鼓舞鼓励。因为有的时候，我会感觉：“主

啊！我并没有怎么的爱祢，祢却为我做了那么多。”可是在这里，耶

稣为我们祷告：“哦，父啊！让祢爱我的爱，也能够在他们里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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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实在是非常需要依靠神，让祂的爱来充满我们。 

耶稣希望我们成为爱的器皿 

哦，主耶稣。主啊！感谢祢把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而圣灵所结

的果子就是爱。有喜乐、和平，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再一次地祈求，

求祢用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心中点燃熊熊爱火，让我们一整天里，

常常来的对你说：“哦，耶稣我爱祢！”因为我们也很喜欢，当别人对

我们说，他爱我们。也帮助我们，当我们对祢说，我们爱祢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讨祢的喜悦。因为祢也渴慕我们的爱情。 

祢希望我们都成为爱的器皿，祢可以藉着我们作成祢的事工。祢

呼召我们去爱那些恨我们的人、逼迫我们的人、说各样的话诽谤我们

的人。这是神伟大有大能的爱，就像祢在十字架上，“父啊！赦免他

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知道。”把那个神圣的爱赐给我们，我们

可以彼此饶恕，彼此的担当。能够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让神圣的爱永不失败，永不止息。奉耶稣的名祷告！ 

我想希望大家能够在家里作一些功课。这是我在信心家庭里所学

到的，就是我们把《歌林多前书》第 13 章我们用这一章来祷告。这

个月是复活的月，所以，希望我们这一个月用 30 天的时间，我们用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来祷告,这样子会完全改变你的生命。 

我听过许多很美好的见证，他们这样子祷告了 30 天,以后生命都

被改变。圣灵会向我们启示、会向我们显明。我们许多的人可能是服

侍主的人，但是在这里他却是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

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䥽一般。”（林前 13：1）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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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大家的功课，我也跟大家一样会作这个功课，即使我们以前作

过，我们还可以再作。每一天当我们来等候祂，亲近祂的时候，让圣

灵来对我们说话。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作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服

侍不一样。感谢赞美主！ 

差不多到需要我们说再会的时候了，我很享受跟大家在一起的时

间，因为我们在主里都是一。当我们坐在祂的脚前，仰望祂的容颜。

我会为你们祷告，耶稣要成为我们灵魂的爱人，你将会看见衪，而且

你会认识祂的爱，是从前所没有认识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