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達

 在這些有闗我們剛逝世的姐妹的⾒證和讚譽中，我也想留
下幾句話。⾙爾家裏我認識的第⼀個⼈是她的丈夫吉⽶，

他和我去世的⽗親是好朋友。後來我成了傳道⼈，就認識了⾙
爾姐妹，知道她是⼀個真正虔誠的基督徒。我們各地的⼈都會
⾮常想念她。要為像她這樣的⼈說幾句話，是很容易的，因為
你不⽤有所保留。她符合作為基督徒的⼀切標凖。
2 剛才，當我聽到那位姐妹唱歌的時候，使我想起了⾙爾姐
妹唱歌時的情形，我們這裏的⼈都知道她。她愛唱歌。我很⾼
興那位姐妹這麽做，因為這正是⾙爾姐妹會有的感受。她喜歡
以那種⽅式來表達⾃⼰。我的禱告，我真誠的禱告，就是當我
們走到⼈⽣道路的盡頭時，都能有像她這樣的⾒證。
3 我想從聖經裏讀⼀段經⽂。我知道⾙爾姐妹是如此地熱
愛神的道，而神的道是永恆的。我想讀《約伯記》 章裏的
⼀部分。

⼈為婦⼈所⽣，⽇⼦短少，满了患難。
出來如花，⼜被割下，消失如影，不能存留。
……這樣的⼈你豈睜眼看他嗎？⼜叫我來到你那裏受
審嗎？
誰能使潔淨之物出於汙穢之中呢？無論誰也不能。
⼈的⽇⼦既然限定，他的⽉數在你那裏，你也指定他
的界限，使他不能越過，
便求你轉眼不看他，使他得歇息，直等他像雇⼯，走
完他的⽇⼦。
樹若被砍下，還可指望發芽，嫩枝⽣⻑不息；
其根雖然衰⽼在地裏，幹也死在地中，
及⾄得了⽔氣它將發芽，⼜像⼀棵植物……⼀樣⻑出
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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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死亡而消滅；⼈……死了，他在哪裏呢？
海中的⽔絶盡，江河枯竭乾涸。
⼈也是如此，躺下不再起來，等到天没有了，他們仍
不得復醒，也不得從睡中喚醒。
惟願你把我藏在墳墓中，存於隱密處，等你的憤怒過
去；願你為我定了⽇期，記念我……
⼈若死了，豈能再活呢？我要在我⼀切被預定的⽇⼦
中等待，等到我的改變來到。我……
你呼叫，……我便回答；你必渴慕你⼿所作的。
但如今你數點我的脚步，……豈不察看我的罪過嗎？

4 讀到這些永恆的道，我想讓⼤家思考⼀下⼀個詞，這個詞
就是：“表達”。
5 ⽣活當中有很多很多的表達。没有⼀個活在世上的⼈，不
會在他⽣命當中的某⼀時刻，停下來思考⼀下，他到底是從
哪裏來的，他在世上的⽬的是什麽，以及他在這之後要去到哪
裏。每⼀個⼈都想要看到時間帷幕的背後。
6 讀到這本聖經中最古⽼的書——《約伯記》，這位先祖，他
也在尋找這件事。他向神傾訴他對神的渴慕，表達了神是死後
的⼀種—⼀種⽣命。
7 當我們遇到這種情况時，有時我們會覺得這就完了。但這
没有完。這是改變。這是……邁上⼀個更⾼的台階。這是從⼀
種⽣命進⼊另⼀種⽣命。
8 約伯，這位先知，他思考這些事，他在植物界，在植物的
⽣命，樹的⽣命中發現了這⼀點。所以他注意到，神必定是在
他的被造物中；既然神創造了萬物，那他就⼀定是住在這些被
造物之中，因為他創造萬物是有⽬的的，是為了讓他⾃⼰住在
其中，就像⼀個⼈蓋房⼦⼀樣。神所創造的所有這些微小的⽣
命，都受到造物主的⽀配。約伯想，⾵暴來了，把⼀棵⼤樹颳
倒，但那並不是樹的終結。它還會再活過來。如果樹死了，它
還會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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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很多時候，當我們遇到挫折的時候，如果我們能看看四周，
你就可以在各個地⽅看到神。就像栽在這裏的樹，我們可以在
樹中看到神。
10 這裏的每⼀樣東西都是為着⼀個⽬的而存在的，就好像我
們在這裏是為了⼀個⽬的而存在⼀樣；同樣，我們的姐妹在這
裏也是為了⼀個⽬的。我們所有的⼈都是為了神的⽬的而活在
世上，只要我們能找到這⽬的是什麽，並且好好地事奉它。既
然神如此闗⼼植物⽣命的復活，那他也肯定會更闗⼼⼈類⽣命
的復活。
11 所以約伯，這位先祖，他注意到，⼀棵樹死後會復活。冬
夏如何交替變更，在每⼀天留下⾒證。他注意到，樹在夏季⽣
⻑，到了冬天，那些掛在樹上的葉⼦看起來就死掉了。
12 經⽂教導我們說，有⼀棵⽣命樹。它在伊甸園中。基督徒
就像⼀⽚葉⼦⼀樣，掛在這棵⽣命樹上。
13 冬天的時候，這些美麗的葉⼦，它們……哦，我是說在夏
天的時候，這些葉⼦都⾮常美麗、脆綠；後來，當寒霜襲來的
時候，就給葉⼦們換上了不同的顔⾊；之後，它們就都從樹上
凋落了。⽣命就回到了樹的根部。如果我們注意，就會發現，
這是⼀件⾮常奧妙的事。
14 不久前，我遇到⼀個⾃稱是無神論，不信的⼈，並跟他談
話。當時我們正站在⼀棵他栽的蘋果樹旁邊。我問他這棵蘋果
樹有幾歲了，他告訴我說有多少歲，並且告訴我這棵樹每年能
結多少蘋果。那時正是⼋⽉上旬，我知道，我注意到那些蘋果
已經開始掉下來了，葉⼦也都變成棕⾊的了。我對他說：“我想
問你⼀個問題。”我說：“為什麽在寒霜襲撃它之前，那些葉⼦
就變成棕⾊了，並且從樹上掉下來呢？”
15 他說：“噢，因為冬天要來了。它們變成棕⾊，是因為⽣命
已經離開了這葉⼦。”
我說：“⽣命跑到哪裏去了呢？”

16 他對我說：“回到它出來的地⽅，回到樹根去了。”
我⼜問：“那這葉⼦就這麽完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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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他說：“不是的，來年春天，那⽣命還會再回來，⻑成新的
葉⼦。”他以前從來没有注意到這⼀點。
18 我說：“那我請你告訴我，先⽣，是什麽智慧在寒冷的天氣
還没來之前，就把葉⼦從樹上摘下來，並把它的⽣命送回到地
裏保護起來，直到下⼀個季節來到。你把⽔倒進⼀個桶裏放在
⼀根柱⼦上，它决不會因着季節而改變。所以這表明是神掌管
着⽣命。”
19 我們這些稱⾃⼰是基督徒的⼈，是從神的靈而⽣，並借着
神的恩典，從⼀棵死的樹被轉變到了⽣命樹上。當樹上的⼀⽚
葉⼦凋落了，就像我從……這個美好的教會，以及吉爾特埃迪
浸信會所聽到的那個⾒證；我有很多寶貴的朋友都是那個教
會的成員；它其中的⼀⽚樹葉已經凋落了。我們知道，這⽣命
已經回到了那位因着某種緣故，而將這⽣命給予她的神那裏去
了；只等總體復活的時候，她將再次回來，在千禧年的時候，
她將永遠不再凋落。那偉⼤的時刻就要來了。
20 約伯注意到了這些事。後來，他注意到了太陽的⽣命。
21 如果你留意，早晨太陽升起的時候，像個嬰孩。它的光線
很弱。跟着，在九、⼗點鐘的時候，它⻑成了少年⼈。然後，
在中午的時候，在⼀天的中間，它最強壯。接着，它開始落
下；最後，它就完全在西邊落下去了，這⼀天就這樣死去了。
我們能說這就是太陽的終結嗎？不能。因為第⼆天早上，它會
再次升起，給我們帶來新的⼀天。
22 那麽這是什麽呢？這是神的表達。“表達”這個詞的意思，
是指“顯明⼀個⼈的情感。”這是神的表達，向我們表達，讓我
們知道他對我們的感情，即死亡不能把我們永遠分離。我們會
再次升起來，會再回來。
23 每當種⼦在秋天死在⼟裏的時候，就像這些花，當寒霜臨
到它們的時候，那些小小的種⼦就從花裏落下來，掉到了地
上。這也許看起來很奇怪，但卻是事實，即神是如此的無限，
以致他决不會忽視任何東西。他為他的花舉⾏了⼀個葬禮。當
嚴霜襲撃過後，接下來就是秋⾬，⾬⽔⼤滴⼤滴的眼淚從天
而降，埋葬了那個花種，拍打着花種，也許將它埋⼊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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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深的⼟壤裏。然後寒⾵開始颳來，小小的花瓣死去了，花
枝也死了，球莖被凍僵了、乾枯了。後來，小小的種⼦也被凍
僵了，果⾁都爛掉了。在春天來臨之前，你看不到它還剩下什
麽東西。
24 但這就是花的結局嗎？不。它被安置在這裏是為了⼀個⽬
的。當它好好地完成了這個⽬的時，神就藉着這朵花，讓我們
明⽩了他對我們的表達。
25 就像太陽離地球近⼀些，就會帶來溫暖的光線；同樣，你
也不能隱藏那個⽣命。你可以⽤⼀塊⽯頭把它蓋住。但你有没
有注意到，當冬天你鋪完了⽔泥，到了春天，哪裏的草⻑得最
厚？正好是⽔泥的邊上。為什麽呢？這是因為那藏在⽯頭下⾯
的⽣命。當太陽開始普照⼤地的時候，你就不能阻⽌⽣命。它
會從⽔泥底下找到出路，探出它的小腦袋來讚美神，因為太陽
就是復活。太陽能使所有植物的⽣命復活。只要太陽照耀，你
就無法隱藏⽣命。
26 很多時候，⼈⼦看起來好像離我們很遠。當他開始照耀
時，“公義之⼦將帶着醫治的翅膀升起。”每⼀個⽣命，無論他
葬在哪裏，埋在⽔裏有多深、多遠，或埋在沙裏，岩⽯裏，他
都將復活進⼊神的榮耀。
27 因為神向我們表達，顯明了他正在作的事。他的⽬的就是
要藉着花，藉着太陽，藉着樹，藉着所有的⽣命，向我們顯
明他就是復活，是⽣命。當神的旨意成就時，神就使他的身
體復活。
28 如果⼀朵花完成了它的⽬的，神就使它復活，那更何况是
⼀個完成了她⽣命的⽬的的姐妹呢。神為所有那些在他們的
⽣命中完成⽬的的⼈預備了復活。我們可以找出我們⽣命的⽬
的，然後成就它。
29 你或許會問到這些小花兒。今天下午，它們在這兒是為了
⼀個⽬的。神要這些花兒，是為了⼀個⽬的。我們可以⼀直
講下去。
30 你注意，這些花的顔⾊都不⼀樣。它們的⾊彩都不同，這
表明神是⼀位豐富多彩的神。他喜歡不同的顔⾊。他把花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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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做成了⼀個神所喜愛的花束。神是⼀位豐富多彩的神。
他擁有⽩⾊的花。他擁有紅⾊的花。他有各種不同顔⾊的花，
並把它們彙集在⼀起來完成他的旨意。
31 神有⼤⼭、小⼭、平原。他有沙漠。他有⼤海。神有橡樹、
棕櫚樹。每⼀樣東西都配合在⼀起，各就各位，當神住在這些
事奉他旨意的被造物之中的時候，神——這位⼤⾃然的神，就
可以⽣活並享受他所造的。
32 既然神這麽看顧，使這些東西復活，為它們開⼀條逃⽣的
路，以便將來能再次事奉他；那神豈不更看顧屬他的⼈，不管
我們是誰，是什麽種族、膚⾊、信仰，或别的什麽，他都能使
我們在神的同在和祝福中，和睦地居住在⼀起。總有⼀天，我
們⼀定會復活，這就像花兒會復活⼀樣確定。我們都看到了那
⼀點。我們都相信那⼀點。我們都知道這些事情就是表達。這
些事向我們作證，告訴我們，將神想要我們知道的他的感受，
顯明給我們。
33 ⼈們送這些花，我們姐妹的朋友們送來這些花，他們也是
向這個家庭顯明，表達他們作為⼀個朋友，⼀個姐妹，或⼀個
愛她的⼈，對這個家庭的同情。他們在表達。他們在表達，顯
明，或者說是在抒發⼀種情感。
34 所有這些事情，這些神對⼈類的表達，我們可以講好幾個
小時；所有這⼀切都有它們各⾃的位置，它們也都很好地盡
了⾃⼰的本分。每⼀朵花，每⼀棵樹，每⼀次⽇出，每⼀次⽇
落，每⼀樣東西都盡了⾃⼰的本分。但所有這些神的表達，都
是在向我們顯明並給了我們⼀個樣板，就是到了某⼀天，神要
作⼀次偉⼤的表達，⼀個永恆的表達。
35 後來，他將⾃⼰表達出來的形象，以他兒⼦的樣式，差派
給了我們。神差遣他的兒⼦，以他⾃⼰表達出來的形象，向⼈
類宣告了他是如何顧念我們的。他變換了⾃⼰的⾓⾊。他成了
⼈。他成了我們當中的⼀員。
36 這位神，永在的⽗，偉⼤的創造者，在創⽴世界以前，他
就充满了所有的時空。那裏甚⾄没有⼀絲光線，也没有⼀個
原⼦或分⼦，那時他就是神。而且他將永遠是神。但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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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如果你晚上擡頭仰望太陽系中的衆星。幾年前，我有幸
通過那個巨⼤的天⽂望遠鏡去看宇宙，他們宣稱你可看到⼀
億两千萬光年那麽遠。在那以外，還有神所掌管的⽉亮、星星
和世界。
37 神雖然如此的偉⼤，卻還這麽看顧我們，向我們表達。不
僅如此，他還以⼈的樣式降臨，向我們表達他是怎樣的⼀位
神。他成了⼀個多受痛苦的⼈，常經憂患。他過着⼀個⼈的⽣
活。他没有枕頭的地⽅。他在向我們表明神是怎樣的⼀位神。
當我們⽣病的時候，他醫治我們。他使死⼈復活，向我們表明
他是神表達出來的形象。他為我們所有的⼈制訂了計劃，讓
我們也可以藉着這些小小的表達看到神。然後，我們就可以擡
頭仰望看到神偉⼤的表達，並得到確據，即當那時刻來臨的時
候，那並不是⼀切的終了。
38 我喜歡剛才我們那位唱歌的姐妹所作的表達，“這是我的姐
妹。若她不曉得她在哪裏，我是不會唱這⾸歌的。”明⽩嗎？
39 我們知道這條我們將要走的路，因為神彰顯的形象制訂了
這個計劃。他說凡接受這計劃的⼈就有永⽣。《約翰福⾳》 :
說：“那聽我話⼜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不⾄於定罪，是已
經出死⼊⽣了。”
40 耶穌基督是所有這些表達之中最偉⼤的⼀個，他為我們開
了⼀條路。他完成並印證了所有這些表達，在他來之前，這些
花、植物的⽣命、太陽、太陽系等等，都⾒證了將有⼀位公義
的要來，這使我們堅固地確信他，因為他將是神表達出來的形
象。當他來了，並且作了他該作的事情，他就證明了這些表達
是正確的。他印證了它們。因為，這就像花復活，樹復活，太
陽復活；同樣，基督徒也⼀定會復活。⼀定會這樣。因為神在
⼀個表達出來的⼈的形象裏，或者說⼀個⼈在神表達出來的形
象裏，藉着耶穌基督的復活證明了這⼀點。
41 後來，這位先知看到了這些發⽣的事情，約伯看到了所有
這些植物的⽣命等等。我們熟悉聖經的⼈都知道。當時他正痛
苦地坐在爐灰中，災難攻撃他。他教會的⼈說他是個……在私
下裏犯罪。



曉諭之道

42 ⼈們經常說：“⼀個過早死去的⼈或者類似這種情况的⼈，
可能是因為這個⼈犯了什麽罪。他們做錯了什麽。”不是的……
對基督徒來說，没有這回事。
43 當他看到這偉⼤、終極的表達時，即神通過耶穌基督顯明
他的計劃時，他⼤聲地哭喊。當電閃雷鳴時，他說：“我知道我
的救贖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的⽪⾁之蟲滅絶這身體
之後，我必在⾁身之内得⾒神，我⾃⼰要⾒他。”他在幾百年前
就看到了那最後的表達。他作為神的先知，在異象裏看到了神
偉⼤的表達要出現。
44 他可以低頭看到那些種⼦的復活。他可以看到樹的復活。
還有太陽的復活，當太陽完成了它的事奉後，它會再次升起；
它在⽩晝事奉，第⼆天⼜再升起。花在⼀次葬禮中死去，⼜復
活凖備下⼀次的葬禮。每件事物都在成就各⾃的⽬的。後來，
他遠遠地望⾒那位義者的到來，他⾼聲喊着說：“我知道我的救
贖主活着。”
45 ⼤衛說：“我的⾁身也要在盼望中安息，因為他必不叫他的
聖者⾒朽壊，也不將他的靈魂撇在陰間。”他看到了那⽇，看到
了那個神完美的表達，看到他要作什麽，是要讓⼈知道，死亡
並不是⼈⽣道路的盡頭。
46 死亡不是盡頭。這是開始。它是悲傷的盡頭。它是决定的
盡頭。但卻是喜樂和獎賞的開始。死亡不是⼀切的終了。它只
是必朽壊之事的終了，卻是不朽壊之事的開始。⾙爾姐妹已經
進⼊了她的安息。神使她的靈魂安息了。
47 那時，約伯為這偉⼤的表達而⾼聲呐喊，因為他看到要出
現什麽。
48 現在，我們要得到這樣⼀個結論。今天，我們聚集在這裏，
來表達或者說是顯明，我們對⼀位鄰居，⼀位姐妹，⼀位妻
⼦，⼀位⺟親的感情。這是今天下午，我們聚集在⼀起的原
因：是為了表明，表達我們的感情和失落。這是為什麽我們在
這裏做這件事的原因。丈夫是來表達他失去了妻⼦，孩⼦是來
表達他們失去了⺟親，鄰居是來表達他們失去了⼀位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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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我們這些傳道⼈。我聽到他們在這個房⼦裏，⽤美好、榮
耀、安慰、確定的⾔語，評價了這位姐妹對他們，以及他們會
衆的影響。我們這些傳道⼈來到這裏。當然，我們⼼裏也感到
悲傷。但我們來這裏也是為了要顯明神的表達，顯明神有闗這
件事的真理。我們來是要表達神對這件事情是怎麽說的，來安
慰⼈們的⼼；讓他們知道，儘管這使他們感到如此震驚，但這
卻是全能神的旨意要以這種⽅式來⾏事，這是他的計劃。這不
是終了。這是新⽣命的開始。
50 神⽤他的道來教導我們這些事情，我們來這裏表達我們的
感受。為了這個，今天下午我是多麽的⾼興，因為我們都能向
神的道表達同樣的情感，因為⾙爾姐妹成就了它。
51 ⾙爾姐妹，就像我們這個教會所知道的，她是⼀位可愛、
聖潔的基督徒姐妹；她也做出了⾃⼰的表達。她表明了她對
神的感情。就像我剛才聽到悼詞中所寫的，在吉⽶弟兄娶她之
前，我想是在⽥納西州，她就做出了决定。她做出了⾃⼰的表
達。所以，這就是⾒證。據我所知，從那天起，她就⼀刻也没
有停⽌去表達。也許今天，在天國的走廊裏，在榮耀永恆國度
的那邊，她走在神的街道上，還是在表達。那裏超越了這朽壊
的國度，她仍然在那裏表達。
52 就像我們所知道的那樣，⾙爾姐妹從來不會為⾃⼰的⾒證
而感到羞恥。她從來没有⼀次因作⾒證而臉紅。也從來没有
⼀次不情願地去說這些事。她將這些⾒證表達出來，她不會
感到羞恥。多少次我看⾒她站在後⾯舉起雙⼿，淚⽔順着臉
頰流淌下來。看到她站在講台上唱歌，那些歌能使整個教會發
出呼喊，渴慕遠⽅的那⽚⼟地。她不會感到羞恥。她到處去作
⾒證。她向每⼀個鄰居，每⼀個教會，所有與她交往的⼈作⾒
證，向他們表達她對神的認識。這是她的⽣命，她盡她所能，
表達她在耶穌基督裏是⼀個新造的⼈。
53 她是我親愛的⽼⺟親的好朋友，幾個星期前，我的⺟親也
走上了同樣的台階。今天，她們在⼀起了。
54 看到神所作的這些表達，真是太奇妙了。還有⾙爾姐妹的
信。每次我回家，我兒⼦⽐利，就把⾙爾姐妹的⼀疊來信拿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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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還不斷地接到⾙爾姐妹打來的電話。“為這⼈禱告。為那
⼈禱告。”這是什麽？對我來說，這就是她的表達，表明她裏⾯
的是什麽，是對她同胞的負擔，對她孩⼦的負擔，對她周圍每
⼀個⼈和每⼀個病⼈的負擔。
55 在最後的幾年中，⾙爾姐妹幾乎都是靠神的恩典在⽣活。
她是⼀位相信神醫治⼤能的忠實信徒。碰巧那天晚上……我從
來没有為她禱告過，從來没有與那位親愛的⽼聖徒禱告過，直
到，除⾮神醫治她。
56 那天晚上，有⼈打電話給我，我剛從亞利桑那回來，⼤概
在半夜。他們打電話給我兒⼦說：“謝潑德姐妹，就是⾙爾姐妹
的朋友叫你為她禱告。她正住在醫院裏。”我以為⽣病的是謝潑
德姐妹，可能是⾙爾姐妹認識的，⼀個叫謝潑德的⼥⼠，也許
她今天就在這個教堂裏。我以為是她在醫院裏。
57 第⼆天早上，他們打電話回來，⼤概在⼗⼀點左右，他們
說：“不是謝潑德姐妹。是⾙爾姐妹在醫院裏。”從這⼀點，你
就可以看到神的旨意和計劃。在我趕到醫院之前，⾙爾姐妹
就已經爬上了黃⾦階梯。在我趕到那裏之前，神已經摘下了他
豔麗的玫瑰，來為千禧年預備好他的花束。在我還没有趕到之
前，她已經去⾒神了。這是神愛的表達！
58 這些年來幸福的婚姻⽣活，是她作為⼀個忠誠的妻⼦的表
達，她為她的丈夫和孩⼦們營造了⼀個家。她的忠誠是在艱
難的時期顯明出來的，那時孩⼦們圍着桌⼦，⽣活艱難。⼀位
⺟親，當那些饑餓的嘴巴都圍着桌⼦時，這需要⼀位⺟親花很
多的⼼⾎來把吃的凖備好，讓這吃的能維持久⼀點。但她忠誠
地⽀持着她丈夫，⽀持着她孩⼦們，這是在表達⼀種真正的忠
誠。這是你們每個⼈都知道的。這不需要我來說。你們都知道
這是真的。對嗎？是的。
59 還有她那從不間斷的為孩⼦們的祈求！我想，每當我遇到
她或離開她的時候，没有⼀次她不是請我為她的孩⼦們禱告
的。這表明的是真正的⺟愛。她知道⽣命不過是⼀場夢，或者
說是⼀個讓她的孩⼦們能預備好的地⽅。她想要在遠⽅的那
⽚⼟地上⾒到他們，那裏將不再有艱難的時光。她常對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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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管我叫⽐利弟兄。她說：“⽐利弟兄，請為我的孩⼦們禱
告，讓他們中間没有⼀個失落的。”這正表明了那是⼀個真正
的⺟愛，⼀個愛她⾃⼰的孩⼦的⺟親，⼀個愛她的鄰居，愛
她的丈夫，愛她所愛的⼈！這是神在這個⼥⼈裏⾯，表達永恆
的事情。
60 我是多麽同情她的丈夫，我的好朋友。我多麽同情她的兒
⼦們，他們中間有的是在德國和其它不同的地⽅，聽到了他們
的⺟親去世的消息。孩⼦們，她可能離開了你們的⾯，但她没
有—没有死。她永遠活着。她正⽣活在⼀⽚她曾祈求要與你們
每⼀個⼈相⾒的⼟地上。不要讓她失望。我確信她不會的。
61 今天下午，我看到⼀根輻條從⾞輪上脱離了。我還記得，
當我家裏的第⼀根輻條被拿掉時的情景。他們⼀個接⼀個地掉
了下來。不會太久了。聽着。那個⾞輪會再次被重新組合在⼀
起，在另⼀⽚⼟地上不會有斷裂的⾞輪，在那裏神偉⼤的體系
將得以完成，並⼀直運轉下去。你們⼀家⼈，願這事成就。你
們⼀直都擁有你們的⺟親，願你們與她永遠在⼀起。是的。
62 還有⼀件事表明了神的愛。我知道，⾙爾姐妹希望⾃⼰永
遠不要作為⼀個⽼⼈⼀直活着，她不願在⾃⼰年⽼的時候，那
樣拖延着，被⼈搬來擡去，到時腿也瘸了，⼀身是病，最後⼀
點⼀點地死去。神成全了她的⼼願。是的。幾個星期前，她還
站在教堂的⻑椅上，唱着基督榮耀的福⾳。
63 這是什麽？⼀個⺟親，才 歲，就這麽早的死去了，這意
味着什麽？這意味着什麽？這是神在表達⾃⼰，“他未嘗留下⼀
樣好處不給那些⾏動正直的⼈。”神就在她的死上，向我們顯
明了他是神，他會為那些在他⾯前⾏動正直的⼈，成就他⼼裏
所願的。
64 我們必須要明⽩，他是神，我們所有的⼈都必須來到這
樣⼀個地步，那麽讓我們仰望他表達的記號。他的愛，他的
教會，屬他的⼈，以及所有的⼀切都是神對我們的表達。我
認為，我們所有的⼈都應該謙卑地低下頭，為這樣⼀個藉着基
督，甚⾄勝過了死亡的⽣命，來感謝神。



曉諭之道

65 當耶穌來到睚魯的⼥兒那裏時，他說：“她不是死了，只是
睡了。”她睡了，不是死了。因為她很多年前，當她還是個孩⼦
的時候，就已經死了，如今她活在基督裏；對我們來說她只是
睡了，但對基督，她是醒着的。
66 讓我們低頭，為這個勇敢的⽣命感謝神。
67 天⽗啊，你當然知道我們的⼼，當然知道我們的⼼思意念。
你曉得我們所有的事。我們是你⼿所造的。你知道我們很難過
的看着⾙爾姐妹被從我們當中接走了。但神啊，我們低下我們
的頭和⼼，满⼼感謝你，因為她的願望你已經垂聽了，你對她
的願望也都成全了。甚⾄在這道路的盡頭，在每⼀位與她交往
的⼈的⽣命裏，他們都為她寫了悼詞，證明她是你的僕⼈。願
她的影響能够在所有認識她的⼈⼼裏⻑存。神啊，我們求你讓
她的靈魂，安息在那⽚這些年來她所熱愛、所歌頌、所傳講的
⼟地上。
68 主啊，今天下午，我也為吉⽶禱告。我看到他坐在那裏，
當他晶瑩的淚珠從⾯頰上流下來時，他是在表達他的感情。他
在思念這位忠誠的妻⼦。還有這些孩⼦們，他們臉上淌着淚
⽔，他們在想念他們可愛的媽媽。神啊，我們求你祝福他們。
安慰他們的⼼。求你伸出那雙⼿，那雙無⼈能及的⼿能伸⼊⼈
的⼼裏，給予他們極⼤的满⾜，即有⼀天我們還會再相會，在
那裏我們將永遠不再有葬禮了。
69 求你祝福她所愛的⼈，她的弟兄、姐妹，她的孫⼦、孫⼥
和她的鄰居們。
70 主啊，還有這些教會，我們知道他們有多愛她。她如何在
我們當中⾏走，她也同樣在他們當中⾏走。主啊，我們—我
們跟他們⼀起來分享這極⼤的共同的感受，就是我們都愛她。
我們在這裏為了她的⽣命，向你表達我們—我們—我們的感
激之情。
71 主啊，求你塑造我們，磨練我們，讓我們也在⽣命旅程的
盡頭，能凖備好與你相⾒。赦免我們許多的罪過。哦，永⽣的
神啊。主啊，求你憐憫我們，因我們軟弱、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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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我祈求你今天下午安慰我們。願我們能從這些在你的道中
表達出來的話語裏得到安慰，通過不同的傳道⼈，通過那些你
所預定的⼈，通過鄰居們和朋友們得到安慰。願我們能從—從
花、樹、陽光、葉⼦的⾒證中得到安慰，更—更讓我們從那位
⾒證基督復活的聖靈的同在中得到安慰。你說：“我不撇下你們
為孤兒。我要求⽗，⽗就另外給你⼀位安慰者，叫他與你們永
遠同在。”哦，主啊，我們何等愛你！我們何等感激你差聖靈給
我們，他在這亂世中給了我們有福的確據。
現在，求你為了將來的事奉，加給我們⼒量。

73 主啊，我有⼀個特别的祈求，就是為這些穿着制服坐在這
裏的孩⼦們。求你祝福那些孩⼦們，因為他們必須回到⾃⼰
的軍隊裏去。但主啊，我祈求，當那⽇……我們感謝他們現在
所穿的這些制服。但更願⺟親的禱告被你垂聽：當那⽇來到
時，願他們能穿上耶穌基督的聖潔和公義。這也包括那些⼥孩
⼦們，以及所有的⼈，主啊，我們所願的，就是能成為信⼼剛
強的基督徒精兵。主啊，求你帶領，引導我們，直到那⽇我們
再相會。
74 我們為了她的⽣命感謝你，求你與我們每⼀個⼈同在，直
到我們相會在你的脚前。這樣禱告是奉耶穌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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