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神从荣耀的基路伯中间说话 
(民数記結晶学习) 2019/4/15-21 

Ⅰ．主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同伴说话一般：
出 33:11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象人与同伴
说话一般。民 12:7-8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
在我全家是忠信的。我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
不用谜语，他也看见我耶和华的形像。 
Ａ．神与摩西是同伴、伙伴、同伙，同有一个事业，
并在一个大企业中有共同的权益。 
Ｂ．因为摩西与神是亲密的，他是一个懂得神
心的人，是合乎神心并能摸着神心的人；因此，
他有神的同在，到了完满的地步。 
Ｃ．在出埃及二十四章十五至十八节，摩西是在
至圣所里，那里有看得见的荣光：１．在何烈山，
至少有三班人在不同的距离：ａ．大部分的以色
列人在山脚下远远地站立，尽都战抖。ｂ．亚伦、
拿答、亚比户以及七十位长老在山上，远远地敬
拜并观看。ｃ．摩西在山顶上，在神的荣耀下被
神灌注，并领受那作神在地上居所之帐幕的异象。
２．这三个地点——相当于帐幕的三部分（外院
子、圣所和至圣所）——说明神子民当中与神的
交通，有不同的程度。 
３．在出埃及二十四章，摩西在山顶上、在神的荣耀
之下，领受从神来的诫命，其原则与民数记七章八十
九节里，摩西在会幕里与神说话的原则一样。【月】 
Ⅱ．摩西进会幕与神说话时，听见从见证柜的遮
罪盖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向他说话的声音：
Ａ．遮罪盖表征基督作神在恩典中与祂的赎民相
会，对他们说话的地方。民7:89 摩西进会幕要与
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从见证柜的遮罪盖以上、
二基路伯中间，有向他说话的声音，他就向耶和
华说话。 
Ｂ．遮罪盖上的基路伯表征神的荣耀，称为“荣
耀的基路伯”；因此，遮罪盖上的基路伯指明基
督彰显神的荣耀：１．两个基路伯与遮罪盖接连
一块，指明神的荣耀是从基督这遮罪盖照耀出来，
并照耀在基督这遮罪盖上，成为一个见证：ａ．神
的这彰显，神的这荣耀，就是神的见证。ｂ．神
的这彰显，神的这荣耀，就是神的见证。ｃ．在
基督身上，同着基督，就有神的彰显，神的荣耀；
这彰显作为神的荣耀，乃是神的见证。２．基路伯
和遮罪盖是用纯金作的，表征基督是神荣耀的光
辉，其照耀是神圣的。 
Ｃ．耶和华以色列的牧者，坐在二基路伯之间，
从那里发出光来。詩80:1 …以色列的牧者啊，
求你侧耳听；坐在二基路伯之间的啊，求你发
出光来。 
Ｄ．从见证的柜遮罪盖上二基路伯中间，神与摩西
相会，并与他说话：【火】 
１．神在遮罪盖上二基路伯中间与祂的子民相会，
并向他们说话，表征神在成就平息的基督里，并在
那作祂见证、成就平息的基督所彰显的荣耀中，与
我们相会，向我们说话。林后3:8-9 何况那灵的职
事，岂不更带着荣光？ 若定罪的职事有荣光，那称

义的职事，就越发充盈着荣光了。２．神从基路伯
中间向祂的子民说话，意思就是神在祂的荣耀中向
我们说话。３．神在其中与我们相会并对我们说
话的荣耀，乃是基督的照耀。林后4:6 因为那说
光要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为着光照人，使人认识那显在耶稣基督面上之神
的荣耀。【水】 
４．平息处，遮罪盖，连同基路伯，一点不差就是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自己：ａ．每当神与我们相会并
与我们说话时，这位宝贵的基督都与我们同在。
ｂ．事实上，神乃是在这位照耀的基督里与我们相
会，并与我们说话。来1:3  祂是神荣耀的光辉，是
神本质的印像，用祂大能的话维持、载着并推动万
有；祂成就了洗罪的事，就坐在高处至尊至大者的
右边。５．遮罪盖连同洒在盖上祭牲的血，描绘在
人性里救赎的基督（连同祂法理的救赎），以及在
神性里照耀的基督（连同祂生机的拯救），是堕落
的罪人能与公义、圣别、荣耀的神相会，并听祂说
话的地方：ａ．遮罪盖上的基路伯，表征基督带着祂
神性的照耀；弹在遮罪盖上的血，表征祂那为着救
赎的人性；现今我们与神能在救赎并照耀的基督里
一同聚集，一同谈话。【木】 
ｂ．在遮罪盖之上，并在神荣耀的照耀中，我们能听
见祂的声音，得知祂心头的愿望，并从祂领受异象、
启示和指示。ｃ．当我们在至圣所与主相会，我们就
被祂和祂一切的所是灌注。 
Ⅲ．在至圣所里约柜上的遮罪盖，等于希伯来
四章十六节里的施恩宝座：来4:16 所以我们只
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受怜悯，
得恩典，作应时的帮助。Ａ．我们这些在基督
里的信徒，“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
所”： 
１．进入至圣所是件大事，因为在那里神在基督里
坐在施恩的宝座上。２．要进入这个地方，我们必
须是坦然的，而我们之所以能坦然，乃是靠着基
督的死和祂的血。３．我们随时都能靠着耶稣的
血，坦然进入至圣所。 
Ｂ．今天至圣所是在主耶稣所在的天上，但即
使我们仍在地上，我们也能进入至圣所：１．秘
诀就是我们的灵；这位在天上的基督，也在我
们的灵里。２．祂是那天梯，将我们的灵联于
天，也将天带到我们的灵里。３．我们一转到
灵里，就进入至圣所，在那里与施恩宝座上的
神相会。 
Ｃ．每当我们靠耶稣的血进入至圣所，我们就来到
幔内施恩的宝座前，从诸天之上升天的基督受怜悯，
得恩典： 
来4:14 所以，我们既有一位经过了诸天，尊大的大
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坚守所承认的。 
１．施恩的宝座，毫无疑问，就是神的宝座，对
全宇宙是掌权的宝座，但对我们信徒，这是施恩
的宝座，由至圣所里见证的柜上面洒了基督之血
的遮罪盖所表征。【金】 
２．约柜的盖，遮罪盖，表征施恩的宝座；遮罪盖



就是施恩的宝座，乃是神与我们相会，与我们说话
的地方：ａ．在这里神与祂的子民相会，与他们交
通。ｂ．当我们借着基督的血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我们就与神相会，与祂交通。 
来10:19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
入至圣所。 
ｃ．神从施恩的宝座说话，而我们在施恩的宝座，
就是神在至圣所里的发言处，听见神的声音，看见
祂的面容，享受祂的同在，并在祂的经纶里与祂是
一。ｄ．我们在施恩的宝座前仰望宝座上的那一位，
感谢、赞美祂。 
３．施恩的宝座——遮罪盖的实际——乃是在我们
的灵里；每当我们转向灵而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
们就呼应基督天上的职事。 
Ｄ．当我们在至圣所里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就观看
主的荣光，而渐渐变化成为复活并得荣之基督的形
像，从荣耀到荣耀，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看见了神的荣耀。 
Ｅ．新在新天新地里，整座新耶路撒冷城就是
至圣所，满了神的荣耀，就是在羔羊这灯里照
耀的光，而我们要享受神和羔羊的宝座连同生
命水的河，事奉祂，得见祂的面，活在祂的照
耀下，并且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21:23 那
城内不需要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
有羔羊为城的灯。            【土】 

 
用語解釋 

A.基路伯: 基路伯是表征从基督照耀出来的神的荣
耀。所以，神从基路伯中间向祂的子民说话，意思
就是神在基督的荣耀中向我们说话。 
B.遮罪盖:遮罪盖是用纯金作的。没有包括豫表耶
稣人性的皂荚木。但耶稣的血确实是从祂人的性质
而产生的。基督的人性是为着救赎，祂的神性是为
着照耀。遮罪盖上的基路伯是表征基督带着祂神性
的照耀，弹在遮罪盖上的血是表征祂那为着救赎的
人性。所以，这里不是只有作为神，也不是作为人，
乃是有一幅作为神人基督的图划。作为神，基督在
祂的神性里照耀，作为人，祂借着血，表征祂那为
着完成救赎的人性。现今因着基督的神性和人性，
我们与神能在救赎并照耀的基督里一同聚集，一同
谈话。这就是作为遮罪盖的基督，作为神与我们共
同相会地方的基督。              

Ⅰ．高品福音 第11课 得生命是因信（上） 
约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
们，叫一切信入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
生命。 

死把生命释放出來 
主把自己比作一粒麦子，生命包藏在子粒

里。当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的时候，就是它的生
命释放出来，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神

不单是要成功作肉身，还要在肉身里死，好使
祂的生命不再在肉身里，而释放在圣灵里；从
此以后，不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能分赐给一
切相信祂的人。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不单是
为着赎人的罪，更是为着将神的生命释放出来。 

救恩的最高点—重生 
单单接受罪得赦免，不过是恢复了亚当未犯

罪时的光景，他仍旧是一个人，他的生命是人的
生命，是一个合乎水平的人。神还要把祂的独生
子赐给人，叫人得着永远的生命，这才是神救恩
的最高点。亚当并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卽使他
未犯罪，他仍旧不过是个人，和神的生命无分无
关。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的，就比他多得多了。我
们除了有人的生命以外，还加上了一个新生命，
就是神的生命，就是神的儿子，也就是永远的生
命。 

神对我们人生命的处置，不是去改良它，乃
是在十字架上把它废除。神是将我们旧人与基督
同钉在十字架上，把它了结了。又叫我们在基督
里和祂同活，使基督作我们的新生命，成为新人，
叫我们有新的起头，过一个新的生活。这一切都
是神在基督里所成功的事实。人在这里并不能作
什么，人所能作的只是相信、接受就够了了。 

接受，不怀疑 
约翰三章十六节，也要和一章十二节合起来

读。三章十六节是说，神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人；
一章十二节就说，『凡接受祂的，就是信入祂名
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 』所
以怎样得到这个生命呢？非常简单，神赐给，人
接受，就是这么容易。接受神的赐给，不怀疑、
不犹豫，越简单越好。 

司布真先生是美国的一位名布道家，有一次
对一些学生讲到如何祷告。有个学生问他，祷告
以后，如何能得着神的答应？他就从袋中拿出他
的金表来，放在桌子上，并且对学生们说，谁愿
意要这个表，可以来拿去。那些学生立刻就议论
纷纷。有的想，这样好的表要送人，真的？假的？
有的想，我要是去拿，他把表向上一提，我构不
到，岂不丢脸？也有人想，我去拿，他又不给了，
真没有意思！等了一会，有一个小女孩，走到司
布真跟前说，我要！司布真立刻把表放在她手中，
真的给了她，并且嘱咐她说，不要掉在地上，免
得跌坏了。当其他的学生，正在懊悔不迭的时候，
司布真说，我说送给人就是送给人，你们为什么
不信呢？神给我们的，比表贵重得多了，乃是把
祂的儿子赐给我们，作我们的生命。神要赐给，
我们为什么不信呢？为什么不接受呢？简单的
相信、接受，就得着永远的生命。 

 
 



Crucial Point①:理解神的心，成为神的伙伴 
OL1: 主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同伴说话一
般。OL2: 神与摩西是同伴、伙伴、同伙，同有一
个事业，并在一个大企业中有共同的权益。 
OL3: 因为摩西与神是亲密的，他是一个懂得神心
的人，是合乎神心并能摸着神心的人；因此，他有
神的同在，到了完满的地步。 

“同伴”这辞包含了友谊的成分，但它更进
一步包含了亲密伙伴的思想。希伯来字的“同伴”
有一个意义就是伙伴。同伴就是伙伴。你若和某
人是伙伴，你们就有共同的权益、共同的企业、
共同的事业。我不是要暗示神与亚伯拉罕之间没
有共同的权益；他们的确有共同的权益，但在程
度上不同于摩西与神之间的共同权益。神与摩西
在伟大事业中是同伙到极点；他们有同一的“事
业”。摩西与主不仅是亲密的朋友，他们也是伙
伴、同伙、同伴。 

由出三二 30 至三三 23，我们学到一个严肃
的功课，就是我们必须懂得神的心，也必须是一
个照着神心的人。然后我们就会和摩西一样有神
的同在。摩西有神的同在，到了完满的地步。但
对以色列人来说，神的同在却非常有限，因为他
们远离神的心。然而，摩西是个非常接近神的心，
并照着神心的人。这就是他有神同在到了完满地
步的原因。我们都必须学习，唯有像摩西这样的
人，才能作神的同伴。唯有这样的人，才能与神
有共同的权益，并且被神使用，执行祂在地上的
事业。 

在二十四章里，大多数的百姓是在西乃山脚
下，有些人在山上却离神远远的，而摩西却在山
顶上，在神的荣耀之下。这种距离神远近程度的
不同，可以用帐幕的外院子、圣所和至圣所来说
明。山脚下的百姓是在外院子的祭坛周围。七十
位长老，以及亚伦、拿答、亚比户、户珥是在山
上，就是在圣所里。在山顶上的摩西则是在至圣
所里，就是在荣光所在之处。后来，帐幕建造完
成后，大祭司能进入至圣所神的荣耀里，在那里
从神领受关于祂百姓的启示和异象。在二十四章，
对摩西来说，原则也是一样：他在山顶上、在神
的荣耀之下，领受从神来的诫命，为要教导百姓。 

应用：中高生、大学生篇 
摩西是摸着神心的人，是神亲密的同伴。在神

的大事业中，他是伙伴。你要通过和主个人亲密的
交通，将自己的事告诉神，并且成为摸着神心、理
解神心的人。神在全宇宙中有自己的经纶，请摸着
神的心愿，神的经纶，理解并将自己投入其中，奉
献自己，成为神的伙伴。在新学期，在班级和新老
师一起团结一致管理班级、举行运动会、音乐会等。
你需要成为老师的同伴，团结一致积极地协助老师。
学习团队合作的最好方法是，你成为老师的同伴、
伙伴。你要带着这种心情去学校、班级。   

神的经纶是你每天吃奶油（最丰富的恩典）和
蜂蜜（最甘甜的爱），和主一起上学，在学校里经
历基督作理解力、智慧、忍耐力、团结力等，彰显

基督。而且你要去聚会，和弟兄姊妹一起向新人传
福音、牧养激励他们。在主日聚会一同赞美主，团
体的彰显主，让神喜悦，使撒旦畏惧。总结来说，
对你来说神的经纶是享受主、彰显主、和弟兄姊妹
同被建造，团体地大大的彰显神。 

在神的事业上，你被呼召作为伙伴。哈利路亚！
感谢主。不要没有明确目标和志向，要过有明确目
标和志向的学校生活。愿在你的学校生活中，神的
经纶能一点点往前。还有，为了见证，你需要慢慢
地提高你的成绩。如果你以主作智慧学习的话，成
绩会一点点提高的。在学校的学习上有烦恼的时候，
跟年轻的弟兄姊妹商量，请他们为你祷告。  
祷告：“哦主耶稣，我把新学期奉献给你。愿在学
校生活中，经历主作友情、理解力、智慧、忍耐力、
团结力，在神的经纶上一点点地往前。让我和你成
为伙伴，使经纶得以往前。为着主的见证，愿我的
成绩慢慢能提高。阿门！” 
Crucial Point②:从遮罪盖上，基路伯中间，神

与你会面，向你说话。 
OL1:摩西进会幕与神说话时，听见从见证柜的遮
罪盖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向他说话的声音。
OL2:遮罪盖表征基督作神在恩典中与祂的赎民相会，
对他们说话的地方。OL3:遮罪盖上的基路伯表征神
的荣耀，称为“荣耀的基路伯”；因此，遮罪盖
上的基路伯指明基督彰显神的荣耀。 

除了在祂的荣耀中，神不在别的地方与祂的赎
民相会。神无法在别的地方，或在别的情况下，与
我们相会。每当神与我们相会，必是在祂的荣耀里。
我们的经历能证实，每当我们与神相会，就觉得是
在荣耀里，正如约柜盖上的基路伯所表征的荣耀。
我们悔改相信主耶稣的那一天，就被带进荣耀的范
围里。神从来不在黑暗里与我们相会；反之，祂总
是在荣耀里与我们相会；并从荣耀的基路伯中间对
我们说话。 

我们需要铭记一个事实，就是遮罪盖同基路伯
表征基督在照耀。它也表征神的荣耀—基督的照耀
—乃是活的。它是有脸，有眼，有翅膀的东西。我
们要正确的了解它，就需要有从神来的亮光，也需
要有相当的属灵经历。没有主的光照，我们也许一
再读这些经文，却一点都没有看见其中的意义。但
是光一照耀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明了遮罪盖同基路
伯，一点不差就是我们亲爱的主耶稣自己。每当神
与我们相会并对我们说话时，这位宝贵的基督都与
我们同在。事实上，神乃是在这位照耀的基督里与
我们相会，并与我们说话。我们明了这事，就会说，
“主，你自己就是这遮罪盖。主，没有你，神就没
有地方与我相会，我也没有地方与祂相会。主，没
有你作遮罪盖，神就无法在荣耀里与我相会或与我
说话。 

应用：青职、硕士篇 
你在与主的亲密的交往中，请理解神的心，成

为神的事业的合伙人，在奉献了自己后，应该让自
己停留在神的经纶中。在你忙碌的工作生活和研究
生活中，为了让自己留在神的经纶中，最重要的是



听神的说话，并且持续听。神的说话是从遮罪盖上
的基路伯（神的荣耀）间来的。为此，请做以下三
件事。 
⑴晨晨复兴:为了神的经纶而活基督的生活，就是活在
当下的生活。你不要从下周开始，或者从明天开始，
而要从今天开始。因此每天早上都祷读主话。吃奶油
和蜂蜜是非常重要的。每天早上用5分钟到30分钟，
祷读主话，被主复兴，开始新的一天。如果有还有没
有实行的人，请一定要和兄弟姐妹们打电话或者LINE
来实行。借着晨晨复兴的实行，会给你带来很大的祝
福。 
⑵借着主的话语得蒙光照，认罪:在祷读主话的时候，
或者祷读主的话，去公司后，主的话会作为生命的光
照亮你内里的各部分。你应该在被光照后立即与主交
通那件事，取用主的宝血，寻求主的赦免。 
⑶应用了主的宝血之后，内住的耀荣的基督在你的里面
发光，在这个光荣的光辉中，神对你说话:基路伯在遮
罪盖上。在你认罪之后，基路伯，荣耀的基督在你里
面发光。然后，在这个荣耀中，神会对你说话。 
在福音开展的弟兄的见证:在福音开展之前的 30 分
钟的祷读中，我里面有一个感觉，需要因着我们已
经受浸了几名果子有点骄傲而跪下认罪祷告。照着
那个感觉，马上和弟兄姊妹一起跪下来祷告，认罪。
借着这样的祷告和认罪，有个姊妹接受了神新鲜的
说话。主对她说：“因为你自己完全没有用，所以不
是依靠自己，而是应该依靠主，被圣灵充满。”于是，
她就复兴了，也去除了身体的疲劳和心里的重担。
最后，那一天遇见 3 名平安之子（日本人 2 人，中
国人 1 人）受浸了，而且有两名是通过这个姊妹受
浸的，我们互相是肢体，通过我内里的生命感觉，
不仅是自己，而且还使其他的肢体活了。  
祷告：“主啊，你自己是遮罪盖，是平息处。我首先按
照自己里面的光照，认罪。请赦免我的罪。借着耶稣的
宝血洁净我的良心。以基督当作平息处。主啊！如果没
有你，神没有能见到我，或者我没有能和神见面的地方。
主啊，如果没有作为平息处的你，神就不能和我见面，
或者在荣耀中跟我说话。主啊！请在基路伯间对我说话。
我需要你新鲜的说话和引导”。 
Crucial Point③:因耶稣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 

OL1:在至圣所里约柜上的遮罪盖，等于希伯来四 16 里
的施恩宝座。OL2: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因耶稣
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OL3:今天至圣所是在
主耶稣所在的天上，但即使我们仍在地上，我们
也能进入至圣所。秘诀就是我们的灵；这位在天
上的基督，也在我们的灵里。祂是那天梯，将我
们的灵联于天，也将天带到我们的灵里。 

来十19告诉我们，“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
圣所”。进入至圣所是一件大事，因为神在那里坐在
施恩的宝座上。要进入这样的地方，我们必须是坦
然的，而我们之所以能坦然，乃是靠基督的死和祂
的血。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随时坦然进入至圣所，
不像旧约的大祭司，一年只能进去一次。 

今天至圣所是在主耶稣所在的天上，但即使
我们仍在地上，我们也能进入至圣所，秘诀就是

四 12所说我们的灵。这位在天上的基督，也在我
们的灵里。祂是那天梯，将我们的灵联于天，也
将天带到我们的灵里。我们一转到灵里，就进入
至圣所，在那里与施恩宝座上的神相会。 

当我们因耶稣的血，并借又新又活的路进入
至圣所，我们就来到幔内施恩的宝座前，从诸天
之上升天的基督受怜悯，得恩典。来四16说，“坦
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作应时
的帮助。”施恩的宝座，毫无疑问，是指天上神的宝
座。神的宝座，对全宇宙是掌权的宝座，神坐在
其上管治并治理宇宙；那是神行政的宝座。但对
我们信徒，神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由至圣所里
见证的柜上面洒上基督之血的遮罪盖（施恩座）
所表征。在这里神与祂的子民相会，与他们交通。
当我们借着基督的血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就
与神相会，与祂交通。 

根据圣经，我们在哪里听见神的声音？乃是
在施恩的宝座那里，那是神在至圣所里的发言处。
你若一直围绕着十字架，就很难听到神说话。但
是每当你来到施恩的宝座，就是平息盖这里，你
立即就会听见神的声音。你会听到神的声音，是
因为你来到施恩的宝座，就是神说话之处。我们
乃是在这里听见神的说话，看见祂的面容，并享
受祂的同在。我们乃是在这里，才能在祂的经纶
里与祂是一。 

应用：婚姻生活篇 
在你的婚姻生活、在职生活、召会生活的每一

个时刻，需要操练你的灵，要使你的灵成为你三部
分（灵、魂、体）中最强的一部分。要呼求主名、
挑旺灵、积极的操练灵。之后，你需要需要将心思
置于灵里，解释、理解灵的感觉。为着使你的婚姻
生活蒙祝福，在家里必须要有至圣所。秘诀就是操
练灵，将心思置于灵里。全宇宙中最大且唯一的福
分就是三一神自己。为着你的婚姻、孩子们蒙祝福，
要把至圣所、神的同在、神的说话带到你的家。 
祷告：“哦，主耶稣，我向祢认罪，取用耶稣的宝血，
操练灵，坦然地进入至圣所。把神的同在、神新鲜的
说话带到我家。阿门！” 

477 鼓励 ― 与主交通 
1. 用功朝见主面，多和主对讲， 

常住在祂里面，以祂话为粮。 
等候在祂面前，柔顺且降服， 
每件事上不忘 寻求祂祝福。 

2. 用功朝见主面，事务虽忙碌； 
多花时间单独 和主在密处。 
藉著仰望耶穌，你变祂形像； 
在你行为之上，人见祂模样。 

3. 用功朝见主面，让祂作领导； 
任何事情发生，不在祂前跑； 
无论是乐是苦，始终跟隨主， 
始终相信祂话，常仰望耶穌。 

4. 用功朝见主面，內心须寧静； 
让祂前来管理意念和性情。 
祂灵把你带到 爱的发源所， 
如此你纔配作 属天的工作。 

477 鼓励─与主交通 
1. 用功朝见主面，多和主对讲， 

常住在祂里面，以祂话为粮。 
等候在祂面前，柔顺且降服， 
每件事上不忘寻求祂祝福。 

2. 用功朝见主面，事务虽忙碌； 
多花时间单独和主在密处。 
藉着仰望耶稣，你变祂形像； 
在你行为之上，人见祂模样。 

3. 用功朝见主面，让祂作领导； 
任何事情发生，不在祂前跑； 
无论是乐是苦，始终跟随主， 
始终相信祂话，常仰望耶稣。 

4. 用功朝见主面，内心须宁静； 
让祂前来管理意念和性情。 
祂灵把你带到爱的发源所， 
如此你才配作属天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