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恢復耶穌基督見證的路(三)

——忍耐——

江守道

經文

提摩太後書第四章第七第八節，這乃是使徒保羅的見證：「那美好的

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

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

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祂顯現的人。」

啟示錄第一章第九節：「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和你們在耶穌的患

難、國度、忍耐裡一同有分，為神的道，並為給耶穌作的見證，曾在那名叫

拔摩的海島上。」

禱告

「主！我們為著祢帶領我們來到這最後一堂，我們要感謝祢。我們要

承認祢是首先的，祢也是末後的，我們為著這一次聚會祢為我們的開始我

們感謝祢，現在我們要信靠祢作這個聚會的結束。主啊，今天早晨祢還有

什麼話要向我們說的，有什麼未盡的話語，主啊，我們仰望祢，祢要向我

們說。主，祢知道我們的心，主啊，祢知道我們實在渴慕要認識祢，我們

實在渴慕成為一班有耶穌見證的人。我們謝謝祢，把這樣的愛慕放在我們

心中。主啊，現在求祢帶我們進入其中，好使我們真成為那一班有耶穌基

督見證的人，好叫祢的榮耀得著稱讚。我們奉祢寶貴的名禱告，阿們！」

信息的回顧與補充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感謝主帶我們到這個地步，我們相信這一次

乃是祂的旨意把我們聚在一起，是為著祂快要回來。祂要興起一班人，他

們能夠有耶穌的見證，通過耶穌的見證，祂回來的道路就被開通。這是這

一次我們為什麼聚在這裡的原因，我們要一起來思考恢復耶穌基督見證的

道路，因為耶穌的見證乃是神永遠的旨意，神要人認識祂的兒子，要像祂

認識祂的兒子一樣來認識祂。祂的救恩是這樣的豐滿，祂的旨意並不只是

僅僅救我們脫離地獄，讓我們上天堂而已，祂是照著祂的榮耀和美德來呼

召我們的。祂要所有相信祂的人是如此的來認識祂的兒子，在他們的生命

中他們能夠彰顯祂的兒子，好叫他們能夠將祂的兒子帶進這個世界中。這

就是我們聚在這裡的原因。

我認為，弟兄姊妹，對我來講，若是我再說它一遍好像有點重複了。

這次的聚會有兩處的經文我們一再的讀它們，第一處是在提摩太後書第四

章第七第八節，第二處乃是啟示錄第一章第九節。弟兄姊妹我盼望這兩節

經文能夠深深印在我們心中，好使我們能夠來默想它，不是因為聚會已經

結束了，一切都結束了，事實上每一次的聚會乃是一些事情的開始而已。

不要認為因為我們參加了聚會，我們就得著了一切，事實上這個聚會乃是

在我們身上開始一件事情，我們要繼續的在這些信息中來思想，直到聖靈

將這兩處的經文變成我們所擁有的。我們應該像馬利亞一樣，每一次當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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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見什麼事的時候，她就在心中反復的思想。弟兄姊妹，我盼望這不是一

個結束，乃是一個開始，我們需要被帶進這兩處經文的實際，神的目的才

會成全。

患難、國度與忍耐

我們一同來思想過啟示錄第一章第九節，使徒約翰在這裡說，我是

你們的弟兄，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國度、忍耐裡一同有分的，我曾在那名

叫拔摩的海島上，是為神的道，並為給耶穌作的見證。他被放逐在拔摩海

島上，乃是因為神的話語和耶穌的見證。他所以有神的話語和耶穌的見證，

因為他在耶穌基督裡同享同擔了耶穌的患難、國度和忍耐。換句話說，若是

我們有耶穌的見證，我們必須是同擔同享耶穌的患難、國度和忍耐。或許我

們用消極的來說，若是我們不是與祂同擔的話，就是在耶穌基督裡與祂同

擔祂的患難、國度與忍耐，那麼我們就沒有耶穌的見證。因為耶穌的見證乃

是一個實際，它不是一個教導或者教訓，它是一件又真又活的事情。所以

為著要有耶穌的見證，我們必須要在基督耶穌裡與祂同擔祂的患難、國度

和忍耐。

我們該問自己，我們是否在耶穌基督裡同擔祂的患難呢？我們是否

在耶穌裡同擔祂的國度呢？我們是否在耶穌裡同擔祂的忍耐呢？這是我們

需要問自己的一些事情。我們看見有患難、國度、忍耐不同的事情。想到患

難的時候，當然我們會想到一些非常負面的事。但是當我們想到國度的時

候，我們想到，可能它是一件最正面的事情。當我們想到患難、忍耐，那是

一件我們不盼望有的事情。但是很希奇，我們在神的話語中看見，就是這

三件事情前面，我們只看見一個冠詞，在這裡並沒有說那個患難、那個國

度和那個忍耐，在這裡我們只看見「那患難、國度和忍耐」。換句話說，這

三件事情實際上是一樣，我們不可能沒有國度而有患難，我們也不可能有

忍耐卻沒有患難和國度，這三樣事情是走在一起的，我們看見這乃是恢復

耶穌見證的道路。

還有另外一件事我們需要留意的，使徒約翰在這裡說，就是在耶穌

裡的患難、國度與忍耐。如果我們對於患難認為這不過是患難而已，我們就

會看它是一件非常負面的事，我們要逃避它，因為它叫我們為難。但是我

們若是在耶穌裡面來看患難的話，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觀念，我們已經看

見在耶穌基督裡的患難，乃是來恢復耶穌的見證，若是我們在基督耶穌裡

面經歷患難，我們看見耶穌基督的性情就在我們生命裡面組織起來。我們

在耶穌基督裡來看患難，無論它是從仇敵來的，從試探來的，或是從我們

的主自己那裡來的，都是經過祂的許可，用以熬煉我們、試驗我們，如果

我們在主裡面來接受它，我們就會在自己裡面找到基督。同樣的也關乎國

度，若是你聽見國度的教導，我們會認為這遠遠超過我們，若是我們能夠

在基督耶穌裡面來看國度，那就是說，你我能夠進入這個國度的實際，完

全不是靠著自己，乃是因為基督在我們的裡面，那麼你就能夠來到耶穌的

見證。

交通在基督耶穌裡的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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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忍耐與耐力：天然的、屬靈的

我們在過去兩堂講到這些事情，今天早晨我們要來到在耶穌裡的忍

耐這件事情。當我們讀不同的翻譯本的時候，有的地方講到忍耐，有的地

方講到耐力，實際上它是同一個字，有的時候我們看見它們可以交互的使

用。若是你真想要分辨這兩個不同的英文字，什麼是忍耐，什麼是耐力？

我們會講說忍耐是運用在人身上，你對某一些人你忍耐他。那麼耐力是用

在事情上，在我們周圍的環境有一些事情發生了，你有耐力能夠越過它。

這些字的意思簡單的意義就是住在某個環境之下，能夠得勝的通過它。

如果有一個壓力臨到你，例如這個壓力大概十磅，你能夠背超過十

磅的重量，那麼你就有了耐力，你就有了忍耐。當人要試驗你的時候，他

們試驗你到一個地步，而你能夠有耐力得勝，能夠勝過它，那麼你就有了

忍耐。弟兄姊妹，這一個關乎忍耐或耐力的事，是一個性格，我們知道有

一些人他們天生的就有忍耐，有些人是沒有耐心的，有些人好像能夠承受

許多，但是也有一些人似乎好像不能背負什麼東西。

但是不論你天生是如何，當你來到屬靈的事情的時候，那就是另外

一回事。換句話說，我們天然的忍耐和耐心都是非常有限的，它沒有辦法

忍受屬靈的壓力，不論它是從人或者從事情來的壓力。那個問題在我們常

常認為自己是有耐力的，卻不知道當我們來到屬靈的生活和生命中，我們

發現神的仇敵牠知道我們是何等的有限。不僅仇敵知道我們是何等的有限，

我們主也知道我們何等有限，但我們常常在超過我們天然的耐力範圍之外

受試探。有的時候神許可我們超過我們天然耐力限度之外的與人發生一些

的關係，好叫我們真正的認識忍耐和耐力到底是什麼。在這裡聖經所說的

忍耐和耐心不是指著我們天然的忍耐說的，這乃是指著神的性格說的。

（2）忍耐是神性格的一個方面

神是長期的受苦，神自己就是忍耐。我們來看我們的主耶穌，當我們

主耶穌在地上的時候，祂天然肉身的弟兄們不瞭解這件事，不僅祂的兄弟

們不瞭解這件事，甚至祂的門徒們也不明白這件事。我們就看見我們的主

耶穌祂是何等的忍耐，祂對祂自己肉身的兄弟是何等的忍耐，祂對祂的門

徒們是何等的忍耐。祂不是很快的就放棄他們，我們看見祂是怎樣忍耐他

們對祂的誤解，祂一直在他們中間工作。在那個時代的猶太人也不明白祂，

他們如何的拒絕祂，因為祂的所是和所作對他們所接受的傳統彌賽亞的觀

念格格不入。但是這些卻沒有改變我們的主耶穌對他們的愛，祂是昨日今

日直到永遠都是一樣的。我們也看見，當我們的主被撒但試探的時候，祂

是何等的有耐力和忍耐來勝過這一切的試探。

當祂在遵行神的旨意的時候，就著祂自己作人的天性來說，我們知

道我們的主耶穌就像我們一樣，祂有一個肉身的身體，有一個魂。當祂道

成肉身的時候，祂變成一個真的人，祂有祂的意念，祂有祂的意志，祂有

祂的感覺。但是我們的主從來沒有照著這個人的感覺來生活過，反而我們

看見祂在地上生活的時候乃是為著神的旨意，祂如何為著神的旨意受了苦，

不僅從人的手中受苦，並且祂在祂的父面前祂如何的受苦，祂為著要順服

祂的父，祂就放下自己，在十字架上祂呼喊說：「我的神！我的神！為什

麼離棄我？」不管怎樣，在這一切事情，我們看見我們的主祂在那裡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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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主祂有耐力。

（3）主要把忍耐的性格作在我們裏面

主在我們的裡面要作同樣的事情。患難臨到我們，事實上那些屬於主

的人必定要遭遇患難。我們的主耶穌祂自己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是

你們不要喪氣，因為我已經勝了這世界。弟兄姊妹，乃是因為我們不屬於

這個世界，但是我們仍然在世界上，我們周圍被世界所環繞，這個世界並

沒有變得更好，這世界越來越糟，試探會越來越大，逼迫也越來越厲害。

世界上充滿了不法的事情，我們住在這個世界，這些事情怎樣不斷的臨到

我們，我們怎麼能夠勝過這些事情？這乃是關乎忍耐。

但是感謝神，祂藉著這些祂的患難在我們裡面來建造組織祂的性格，

祂要祂的性格在我們的生命裡面被組織起來。那麼這一個祂的忍耐和耐力

怎麼樣能在我們裡面組織成為我們的性格呢？乃是通過患難。祂會許可神

的仇敵來試探我們，我們知道神從來不試探人，我們在雅各書裡看見，神

從不試探人，但是試探是從仇敵來的。什麼是試探呢？我們知道試探是從

仇敵那裡來的，試著要摸著在我們裡面的肉體，牠試探我們的肉體，因為

我們的肉體是牠的盟友。當我們的肉體被試探的時候，我們接受了那個試

探，那麼罪在我們裡面就變成一個實際。

就著試探來說，你是否認為你有力量來勝過一切的試探呢？當世界

用眼目的情慾來試探我們；當世界用肉體的情慾來引誘我們；當它用今生

的驕傲來試探我們，你是否認為自己能夠勝過這些試探呢？仇敵比我們自

己更認識我們，牠知道我們有限，牠就要超過我們的限度來試探我們。但

是為什麼神許可我們受試探呢？為什麼神許可這些患難臨到我們呢？乃是

因為神要在我們裡面來建造組織這忍耐的性格。若是我們要靠著自己來抵

擋試探的話，遲早我們要看見自己落進了試探中，我們不能信任自己。那

麼我們怎麼能夠勝過試探呢？唯一的道路就是在我們裡面的基督，祂已經

勝過了這世界，祂已經向世界證明了祂勝過了世界。基督在我們裡面是我

們的生命，如果我們依靠在我們裡面基督的生命，我們就能夠勝過試探，

我們就能夠得勝；若是我們依靠自己，不論你多剛強，你一定失敗。

（4）靠主必得勝，靠自己必失敗

我們來思想彼得，你們記得當主耶穌向祂的門徒們說：你們也要離

開我嗎？西門彼得回答說：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相信你，我們還能

跟從誰呢？你看見彼得好像在耶穌基督裡有這樣的一個信心。當我們主耶

穌開始啟示給祂的門徒們，祂要上耶路撒冷去，祂要在那裡被殺，但是第

三天祂要復活，並且主告訴他們說，你們都要離開我逃跑了。西門彼得就

說：不，別人會離開祢，我總不離開祢，我甚至願意為祢而死。換句話說，

我們看見彼得他有自信，他相信他自己的力量。就他而言，他是非常真誠

的，但是他卻不認識自己。所以我們的主說，今天雞叫兩次之前你會三次

否認我。彼得說，我決不會這樣，別人會否認你，我不會的。但是確實的，

我們看見主許可仇敵試探他。主對他說，撒但要得著你。若不是神許可，撒

但不能這樣作。

為什麼主許可這事發生呢？許可這樣的試探臨到彼得呢？因為主說，

因為撒但要篩你們，但是我已經為你禱告了。當你回頭的時候，你要堅固

4



你的弟兄。弟兄姊妹，你看見我們常常靠自己，我們就沒有辦法勝過試探。

經常主許可我們超過我們度量的受試探，好叫我們學一個功課，我們再不

能依靠自己了。我們要來仰望主，好讓祂能夠將祂的性格建造在我們裡面。

西門彼得認為自己何等的愛主，別人可能會失敗，但是他永不失敗。但是

他確實失敗了，主許可他失敗。但是感謝神，主為他禱告了，所以主恢復

了他。

我們來到約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時候，主在其他的門徒面前問彼得：

“你愛我嗎？”彼得開始明白他自己的愛是不可靠的，他只能向主說：主

啊，我要依戀在祢身上。主再問他同樣的問題：“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

”他也不敢理直氣壯的回答，因他學了功課。他跟主說：“主啊，祢知道

我需要祢”。主第三次問他說：“你是否依戀我呢？”彼得心裡憂愁，他

說：“主啊，祢知道，我是要依戀在祢身上”。他再也不敢誇自己了。但是

弟兄姊妹，在那個時候彼得就真正的愛主了。

在環境中學功課
弟兄姊妹，我們發現在我們的環境中，主許可祂的仇敵超過我們度

量範圍之外的來試探我們，好叫我們能夠學一個功課，實際上神已經把足

夠的祂自己放在我們裡面來勝過外面的試探。但是很可惜的，我們卻不夠

依靠在我們裡面的主，反而我們依靠自己。但是感謝神，祂要用這個來教

我們一個功課，祂要教導我們什麼是忍耐，什麼是真正的耐力。在同樣的

方式中，我們看見神也試驗我們，我們的神從不試探我們，但是祂確實來

試驗我們。試探是要把我們裡面肉體的情慾拉出來，但是試驗卻把在我們

裡面祂的生命帶出來。祂試驗我們好使我們認識自己，好使我們能夠認識

祂。

患難可以從兩個不同的來源而來，它可能從仇敵來的，也可能從主

來的。從仇敵來的乃是試探，從主來的乃是祂試驗我們，祂要管教我們，

好使我們真正成為神兒女的性格。同樣的，當我們講到國度這件事的時候，

當我們聽見國度的真理，我們怎麼能對自己強暴呢？每一個人都愛他（或

她）自己，我們要經過試驗，當神的旨意臨到我們，我們就會在主面前掙

扎。在我們的深處知道，我們必須要順服神的旨意。但是在我們的魂裡面、

在我們自己裡面，卻沒有辦法承受；在我們自己裡面，就會經歷一種掙扎。

這些掙扎能夠幫助我們來認識基督的耐心和忍耐。

就著國度而言，不要認為我們自己有力量來作。但是感謝神，祂已經

住在我們裡面，藉著在我們裡面基督的生命，這是一個國度的生命，藉著

那個生命我們能夠真正的進入天國的實際，這兩件事情是在一起的。弟兄

姊妹，我們怎麼能夠得著忍耐或者耐力呢？有一個宣教士問我們的弟兄倪

柝聲，她說我是很沒有耐心的，你能不能為我禱告？好使神能夠賜給我忍

耐。我們的弟兄就為她禱告，但是我們的弟兄禱告的時候說，「主啊，求你

賜給我們姊妹更多的十架。」這個姊妹就說，我要你為我得著忍耐來禱告，

我已經有夠多的十架了，不要再為我求更多的十架了。我們知道我們的弟

兄為什麼這樣禱告的原因，乃是因為十字架將忍耐組織在我們裡面，如果

我們有更多的十架要背負，這些十架就要撤銷我們的肉體，並且把更多的

基督加在我們裡面。

所以，弟兄姊妹，這三件事情總是在一起的，通過患難和國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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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了忍耐，當我們真有這忍耐在我們裡面作為性格，在我們裡面建造起來，

然後我們就看見耶穌的見證在我們裡面變成了實際。

基督徒生活的三要素：信、望、愛，都與忍耐連在一起的
你知道在我們基督徒的生活中有三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愛，信心和

盼望。當保羅寫給帖撒羅尼迦教會的時候，他們剛剛得救，然而他們都有

這三樣的元素，他們有信心的工作，有愛心的勞苦，也有因盼望而有的忍

耐。當我們來到啟示錄第二章的時候，我們看見在以弗所教會中，他們有

工作，他們有勞苦，他們好像也能忍耐，但是卻不再是那個信心而有的工

作，愛心而有的勞苦，和因著盼望而有的忍耐，他們失去了裡面的泉源，

他們所剩下的不過只是外面這些事情。他們有很多的工作，他們有很多的

勞苦，好像他們也能夠承受相當大的耐力，他們能夠忍耐所有外面來的事

情，但是並不是因為他們在耶穌基督裡面有了盼望，他們失去了那起初的

愛心。

我們在馬太二十四章裡看見，馬太二十四章十二、十三節：「只因不

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了。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

救。」這裡你看見在愛心和忍耐之間的關係。這個世界越來越糟，不法的事

增多，當不法的事增多的時候，如果我們要保守那個愛心是非常非常的困

難的，許多人的愛心都變得冷淡了，我們怎麼能持續的來愛呢？我們需要

忍耐，如果我們能夠忍耐，我們就能夠愛到底。愛是恆久忍耐，愛就是忍

耐。弟兄姊妹，我們實在需要忍耐這個性格，有了那個性格我們才能持守

愛心到底。

對於信心也是一樣的真實，我們看見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我們的主

耶穌用了一個比喻，有一個寡婦，她為著她的一個對頭到法官的面前去呼

求。但是那人是一個不義的官，他不敬畏神，他也不顧念人。但是我們看見

這一個寡婦她有信心，她不斷的呼求，最後這個官就為她伸冤了。在第八

節裡面主耶穌說：然而人子來的時候，遇得見世上有這樣的信心嗎？我們

知道甚至我們的信心也會受試探，也會受挑戰，我們怎麼樣能夠持守我們

的信心一直到底呢？需要在我們裡面有一個耐力。

同樣的對於盼望也是這樣，我們在羅馬書第四章裡看見，我們看見

亞伯拉罕在一切叫他失望的時候他仍然相信，那個是耐力。所以在基督徒

生活中的這三樣要素，都與忍耐和耐心是連在一起的。

約伯的忍耐
當我們讀雅各書第五章的時候，我們看見在那裡講到約伯的忍耐。在

第五章第十一節：「那先前忍耐的人，我們稱他們是有福的。你們聽見過約

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給他的結局，明顯主是滿心憐憫，大有慈悲。」我們看

見約伯受仇敵的試探，他是一個公義又完全的人，他敬畏神，然而撒但來

試探他，是主許可撒但這樣作的。因為主知道兩件事情，第一，因為主知

道在約伯裡面有一些東西仍然向著試探是開放的，所以當撒但要求來試探

約伯的時候，主就許可他。但是另一面說，主知道祂在約伯裡面已經作了

足夠的工作，當他受試探的時候，結局他是會被煉淨。

我們知道撒但如何的來試探約伯，不僅他所有的產業失去了，他所

有的兒女也都喪命，並且撒但來攻擊他的身體。但是神給了他一個限制，

6



你能夠摸他的身體，但是你不能要他的命。我們都讀過整卷的約伯記，他

怎樣經歷這一切的試探，他不明白原因。他的朋友們也不明白，他的朋友

們想要安慰他，反而加給他更多的痛苦。因為他不知道原因，你就看見他

說了一些的話，但是偶爾你會看見他裡面有光照出來。舉例來說呢，在第

十三章的裡面第十五節，他說，“即便祂殺我，我仍相信祂”。神把已經

在他裡面作成的那個工作帶出來了。在第十九章第二十五節裡，他說，“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雖然我現在沒有看見祂，但是我知道祂活著，有

一天我要站在祂面前”。

弟兄姊妹，我們看見神許可試探臨到他，神試驗他到了極點，好使

神能夠把雙倍的祝福賜給他。這是兒子的名分。許多時候我們可看到同樣的

情形。弟兄姊妹請記得一件事，在世界上我們有患難有苦難，若我們愛主，

若我們跟隨主，若我們向主忠心，我們必然會有患難，但是我們可以放心，

因為我們的主已經勝了這世界。祂賜給我們的那生命，是一個得勝的生命，

神許可用各樣的環境把我們從自己裡面拉出來，好叫我們進入祂自己的裡

面。

忍耐的結局：被提
然後我們讀啟示錄第三章的時候，我們看見在非拉鐵非的教會，第

十節：「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

去你的試煉。」神的話語乃是祂忍耐的話語，在非拉鐵非的教會他們持守神

忍耐的話語，他們甘願信靠主來經歷各樣的試煉，乃是因著他們有神那忍

耐的道。神應許他們說，“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試

煉”。在那個時刻，就是普天下人要受試煉的時刻，那是指著什麼說的呢？

若是我們是正確的領會它的話，我認為那是指著大災難說的，有一天大災

難要臨到全地，但是神應許給那些持守祂忍耐的道的人，當那個時刻來到

的時候，祂要保守他們免去那個時候。換句話說，在大災難臨到全地的時

候，主要把他們取走，到祂那裡去，就是被提，這是我們在啟示錄十二章

裡所看見的，那個男孩子被提到寶座上去了。撒但要從天空被打到地上來，

當撒但在地上的時候，那就是大災難。但是空中卻被潔淨了，是為著主耶

穌從寶座能夠到空中。

學主忍耐，信靠主，奔前程
弟兄姊妹，若是我們學了我們主的忍耐，就有一個寶貴的應許賜給

我們，那是為什麼我們看見在彼得後書第三章裡第十五節，他說，“要以

我主長久忍耐為得救的因由”。 弟兄姊妹，我們所以得救（指魂得救），

是因著我們主耶穌祂的長久忍耐。許多時候我們失敗，許多時候我們信賴

自己，但是主向我們是有忍耐的，祂從來不放棄我們，那些祂所召來的人，

祂就稱他們為義，祂稱他們為義的人，祂必叫他們得榮耀。主從不放棄我

們，祂一旦呼召了我們，祂就要成全我們。我們可能許多次的失敗，但是

祂永不失敗，祂恆久的忍耐乃是我們的拯救。

親愛的弟兄姊妹，不要試著依靠自己，正像使徒保羅說的，他說我

深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並且我也深知我所交託給祂的，祂必能為我保全直

到那日。我們的寶藏乃是在基督裡，好使我們不再依靠自己。我們聽到關於

國度，我們聽到關於耶穌的見證，你是否認為你我能夠持守耶穌的見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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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認為你能夠榮耀的進入主的國度呢？若我們信靠自己，我們一定失

敗。但是感謝神，我們不需要灰心，因為我們主，祂自己長久的忍耐，祂

要在我們的生命中繼續的作工，直到祂完全的目的能夠成全，祂豐滿的目

的能夠成全。這是我們在神的話語中所看見的。

禱告

讓我們禱告：「親愛的主，我們要承認我們是完全的不可靠，但是祢

是那一位信實的主，祢是那一位昨日今日直到永遠都一樣的。我們為著祢

恆久的忍耐感謝祢，祢永不放棄我們，祢要成全祢為我們所定一切的目的。

願祢在我們中間得著榮耀。我們把自己，把每一位弟兄姊妹交在祢愛的看

顧中，我們相信祢要救我們到底，叫祢的榮耀得著稱讚。我們奉祢寶貴的

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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