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静默是神所赐的礼物
——慕主先锋教会主⽇信息

Francis chan牧师
2022年5⽉29⽇

回到各位中间总是非常地美好。 

我想把神在敬拜的时候给我的⼀段经⽂跟⼤家先分

享。《诗篇》16章11节：“你必将⽣命的道路指⽰我；在你

⾯前有满⾜的喜乐，在你右⼿中有永远的的福乐。”《诗

篇》16篇第11节告诉我们，神已经向我们彰显了⽣命的道

路。神要把我们引向⽣命。 

我想要各位检视⼀下⾃⼰的⽣命景况：我们真的是在

朝⽣命的道路前进吗？因为祂说在我们的⾥⾯会有满⾜的

喜乐。你⾝边的⼈认为你⽣命当中有满⾜的喜乐吗？因为

你常常在神的同在当中，即使在此刻你都认识到神正在跟

你同在。这就是常常活在神同在⾥的⼈，常常会有满⾜的

喜乐，所以这⾥提到“在祢的右⼿会有永远的福乐”。你在哪

⾥得到福乐？如果我们可以常常留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

⽣命当中就会有满⾜的喜乐。不是说我们⽣命当中不会有

难处。在这⼀个礼拜，我们国家遇到⼀个很⼤的难处，整

个世界有许多的难处，但是这⾥提到的是，在祢的⾯前会

有满⾜的喜乐。我的⽣命当中遇过太多所谓的基督徒，他

⽣命当中没有⼀个满⾜的喜乐。（观众欢乐的回应声）我

相信他活在满⾜的喜乐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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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买⼀个豪华的⼤厦给你，⾥⾯你想要的东⻄都

有，后院也是如此的美好，然后我把钥匙给你，你会很感

谢地说:“我真的可以拥有这个房⼦吗？”你每天都试试那个

钥匙是否真的能够打开⻔，你把⻔打开来，说:“哇，实在是

太漂亮了！”然后你就关⻔锁⻔，隔天你再来，说:“这真的

是我的房⼦吗？”你再把它打开来，说:“哇，实在是太漂亮

了！”你⼜把⻔关上，锁起来，你⼜走开了。 

我感觉到很多⼈的基督徒⽣活就像是这样。神给了我

们可以跟祂交通的机会，许多⼈认为他们已经有了救恩，

但却没有活在救恩⾥。如果你的⽣命活在神的同在当中，

《圣经》告诉我们，这就是“满⾜的喜乐”所在的地⽅。 

不只是这样的偶尔地造访⼀下，看看我的救恩是不是

真的，耶稣邀请我们跟祂同住，在祂的同住当中会有满⾜

的喜乐，⽽问题是你有走进那个房⼦当中，你有得到满⾜

的喜乐吗？你在因着认识神⽽得到很⼤的喜乐吗？ 

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就为各位祷告。我今天要花

⼀点时间来为各位祷告，因为我真的相信，当我为你们祷

告的时候，你⼼⾥会有⼀些改变。我不是只是⼝中说说，

我是真的相信你今天离开这⾥的时候，你会变得不⼀样。

那个变化，也许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描述，你可能也没有办

法知道，但是这个变化会发⽣，因为我们会在祂的同在当

中。你知道吗？每次我来到这⾥，我都很期待⼀件事，就

是那个3点钟开始的等候神的时间，它让我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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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其他的教会有⼀样的等候神的时

间。在教会的时间表当中，有30分钟挪出来，就让你专⼼

等候神。我还记得我曾经带领过⼀个⼤的教会，我希望⼈

赶快进来赶快出去，好让下⼀批的⼈可以再进来接受服

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等候神。 

这个礼拜我在想到《列王记上》第18章的⼀个故事，

你记得先知以利亚跟巴⼒的故事吗？我想到巴⼒的先知⼤

叫甚⾄伤害⾃⼰，他们从早上开始，⼀直⼤叫嘶喊到下

午，但是没有⼈回应他们的呼喊，他们就⼀直不断地制造

噪⾳。但以利亚非常地安静，也许他的祷告只有30秒钟，

天上就降下火来。他没有想努⼒地让什么事情发⽣，他不

像另外⼀个巴⼒先知⽤尽各样⼈的努⼒，他只是⼀个很平

安很简单的祷告。雅各说这是⼀个信⼼的祷告，雅各说以

利亚是和我们⼀样性情的⼈，但是他很热切地祷告，他可

以祷告三年不下雨就不下雨，也可以祷告就让它下雨，就

是透过很简单带着信⼼的祷告。这样的故事很让我得光

照，我开始不得不问我⾃⼰：“我比较像巴⼒的先知，还是

比较像以利亚？”有些时候我好努⼒想让某些事情发⽣，有

些时候我甚⾄会被焦虑或是压⼒所掌控。⼏个星期之前，

我在⼀个很⼤的聚会宣讲，另外还有50位的讲员和敬拜带

领者，整场聚会有12个⼩时之⻓。每⼀个讲员都有很精确

的时间能讲多久，有时候是4分钟，有时20分钟。我在台上

就看讲员⼀个个地上来，每个⼈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就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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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分⼀秒地减少。所有的讲员都超时了，每个⼈都超

时了两三分钟，毕迈可可能超了10分钟，每⼀个⼈都超

时，我也超时了，就好像整天下来，我们尽可能想多说⼀

些，我们想在有限的时间⾥⾯讲尽可能多的话，后来就问

我们是不是有点太像巴⼒的先知了？我们整天不断地说说

说，因为每⼀个讲员都想说，如果再多给我⼀点时间，我

就可以再多说⼀些。也许我们对我们⾃⼰的话语有太⼤的

信⼼，所以那天结束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就有

⼀点点安静的时间？我们可不可以就⼀起等候神？”我们的

⽂化很难做到这⼀点，当我试图让⼈们保持沉默时，我感

到惊讶，这太难了！现在，我们机总是习惯于⽤⼿机快速

做事，但是圣经跟我们说：“凡等候神的要重新得⼒。”所以

我感谢神，这是⼀个等候神的教会，我希望这也是你⽣命

中的常规。 

因为我想到⼏周前的⼀个聚集，我想：“如果我们真的

相信天堂⾥有⼀位神，然后我可以和祂说话，我可以请祂

给你你所需要的⼀切，我们会不会如此平安？难道我们不

能仰望天堂等候祂，期待祂能给你⼀些东⻄吗？”因为在这

个房间⾥，有许许多多不同的需要。你认为你需要的可能

不是你真正需要的，很多时候我想我需要⼀些特别的东⻄,

但只有神知道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也许可以按着眼⻅

来判断你会需要什么，但我很难清楚地了解你，最多也只

是我的猜想⽽已。但是只有这⼀位，祂真正知道你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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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到底是什么。所以我现在为你们祷告。我真的相信在

天上的⽗会听⻅我的祷告，⽽你会领受到你所需要的，如

果你在信⼼⾥⾯等候。我来到祂的⾯前，就像以利亚所做

的，⼀个非常简单的祷告：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是主耶稣基督的⽗，

只有祢，单单只有祢，知道我们每⼀个⼈的需要。我们当

中有些⼈需要得到⼀些东⻄，有些⼈需要祢把⼀些东⻄拿

走。只有祢知道如何让我们每⼀个⼈更靠近你，所以主要

我求祢，把祢的怜悯、祢的恩典倾倒给在这个房间⾥的每

⼀个⼈；主也把祢的恩典倾倒给每⼀个在线上观看的祢的

孩⼦。感谢⽗应允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需要学习相信我们的祷告。有太多的时候我在台

上祷告，我却没有⾜够充分的期待。我们当中在教会待了

比较多年⽇的⼈，祷告可能就很容易变成⼀个形式。我们

的祷告可以越来越漂亮，但是我们的期待却越来越低，但

神要教导我们更多关于祷告的能⼒。 

两天前，我跟⼀个朋友在讲话，我们是通过电⼦邮件

联络的，他在巴基斯坦帮助从阿富汗逃出来的难⺠可以在

巴基斯坦落脚，希望最后可以把他们带到这⾥来。他给我

看了⼀些照片，是发⽣在阿富汗女性难⺠中，特别是发⽣

在那些⼩孩⾝上的事情，真的很可怕！所以星期四，我思

考阿富汗的事情时⼼情非常沉重。星期五的时候，我在线

上跟许多缅甸的领袖交流，我对于在缅甸这个城市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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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灾难，觉得非常的震惊，我已经忘记了有成百万的⼈流

离失所，现在有数百万的⼈在挨饿，教会被烧毁，每天要

烧毁⼤约200所房⼦，以基督徒为⽬标，但是在这样的⽇⼦

⾥，神却在那⾥作⼯，当我在跟缅甸的这些领袖讲话的时

候，我⼼⾥非常非常的沉重。今天早上我跟乌克兰的⼀些

领袖谈话，那些⼀直在轰炸，底层⼈的⽣活变得非常的悲

惨，但是神在乌克兰也有⼯作，就像在缅甸⼀样，在这样

的压迫当中教会也在成⻓。但是当那个线上会议结束的时

候，我的⼼⼜更沉重了。星期四我在思想阿富汗，星期五

我想到缅甸，今天是乌克兰，然后我们都在关⼼德州的枪

击案，我看整个国家好像就处在即将进入内战的边缘，许

许多多的争⽃，所以你的⼼会开始会焦虑，你在想：“我究

竟怎么样才能把这些事情改善？”但经⽂提醒我们“等候神的

必重新得⼒！” 

即使在今晚的礼拜中，我也在想：“神，在这样的时期

间⾥，我还活着。”所以，神让我在这样的时期还活着！我

只是想置⾝于这片混乱之中，我想留在这场战⽃中，我不

觉得不知所措。全世界发⽣了许多的事情，但同时我却跟

神说：“主，我很开⼼我还活着，我想在任何⼀个国家以任

何⽅式被使⽤，我想在弗⾥蒙特被使⽤，我只想做你想让

我做的任何事。正如我祈祷的那样，怎么帮助缅甸？怎么

帮助全美国？”我跟神继续祷告说：“你可不可以跟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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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你是什么样的？”我相信我们最⼤的需要是让神来向我

们彰显祂⾃⼰。 

因为《圣经》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我注意到神

总是在做⼯之前，让⼈先来敬畏祂，祂说：“这是基础。”我

留意到许多的地⽅，他们并不是从敬畏上帝开始的，他们

从上帝的爱开始，他们会告诉你怎样可以跟神有⼀个好的

关系，那很美。他们谈到神的恩典，神的同在，我们将来

可以跟神⼀起有的未来，神是聆听我们的神……这些都是真

实且美好的事情。但《圣经》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还说，与上帝的友谊是为那些敬畏他的⼈准备的，敬畏神

在我们⽣命当中是⼀个⾄关重要的基础！ 

你可以想象，如果我告诉你这栋楼没有地基，任何了

解建筑的⼈都会认为这太可怕了！如果这栋楼没有地基，

我们就不想呆在这栋楼⾥。也许它可以存留⼀段时间，但

⾄终，只要⼀点点的地震、⼀股强⻛，这将是⼀个非常危

险的地⽅。现在想象⼀下，在建筑物建成后，在建筑物下

打地基，这有多难友！我记得我们建教堂的时候，他们需

要打地基深达75英尺。像这样的⼀个⼤堂的尺⼨（我没有

看过这座建筑物的图纸），但是我相信⼀定有很深的地

基。因为⼀旦建筑物已经起来了，再放地基就⼏乎是不可

能的事情。你听到旧⾦⼭的那个⾼塔已经开始倾斜了吗？

有许多名贵的公寓在那座⾼楼⾥⾯，但它开始倾斜，他们

正试图修复地基，每⼀次他们想修复地基，就会让事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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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糟。因为你不会在建筑已经建起来之后，才打地基

的，但是我相信这是今天教会所需要的，因为教会不是建

立在敬畏神的根基上，⽽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我们想差派各样传福⾳的，想像以赛亚⼀样说：“我在

这⾥，请差遣我。”但你必须记住，在上帝差遣以赛亚之

前，他⾸先教导他要敬畏神，神给以赛亚⼀个异象，他看

⻅了就沉默⽆声，知道了⾃⼰的本相：“祸哉！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神让我们缄默。 

最近，神⽤《约伯记》教了我许多东⻄。这是我的观

点，在我看来，我相信现今这个世代的⼈特别需要了解

《约伯记》。许多⼈跳过《约伯记》，也没有很多牧师爱

谈《约伯记》，有两个原因：⼀是这卷书很奇怪，⼆是这

卷书会让⼈觉得很被冒犯。因为在《约伯记》1章1节提

到：“乌斯地有⼀个⼈名叫约伯；那⼈完全正直，敬畏神，

远离恶事。”如果这是写来描述你的,不是很棒吗？如果神说

费⾥蒙特有⼀个男⼈或女⼈，他指的是你，这个⼈完全正

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都很喜欢，对吗？但从第六

节，事情就开始变得奇怪了：“有⼀天，神的众⼦来侍立在

耶和华⾯前，撒但也来在其中。”这很奇怪吧？当你刚刚还

在想着这些很属灵的事情时，撒但却在神的同在中⼀同出

现了，这就是为什么⼈们不想去传讲这段事情，因为没有

⼈真的认真思考过这件事，⼈们比较有兴趣去谈股票市

场、或是谈汽油的价钱、或者是家庭当中的纠纷纷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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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谈的是⼀个灵⾥⾯的事情，我⾃⼰也不能完全的明

⽩。 

《约伯记》1章第7-8节：“耶和华问撒但说：‘你从哪⾥

来？’撒但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来。’耶和华

问撒但说：‘你曾⽤⼼察看我的仆⼈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

⼈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对我们来讲很奇

怪，对不对？你可以想象⼀下，在天上有⼀段对话是关于

你的。⽽我们的⽬光却常常被地上各样事情所吸引，我们

忘记了在上头、在天上有更多的事情在发⽣。 

第1章9-12节：“撒但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

是⽆故呢？你岂不是在四⾯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

他⼀切所有的吗？他⼿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

地上增多。你且伸⼿毁他⼀切所有的；他必当⾯弃掉你。’

耶和华对撒但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中；只是不可伸⼿

加害于他。’于是撒但从耶和华⾯前退去。”所以接下来的章

节我们不再念，但基本上说的就是撒但开始攻击约伯所有

的⼀切。记得吗？这是⼀个敬畏神的⼈。突然之间他所有

的牲畜都被杀了，他所有的仆⼈也被杀了，并且他所有的

家⼈也都被杀了。你所有的孩⼦，所有你拥有的⼀切……在

第⼆章，你看到约伯他全⾝上下⻓满了毒疮。他所有⼀切

都已经失去了，并且现在，他处在极⼤的痛苦当中——他坐

在地上⽤瓦片刮他的毒疮。他的朋友来找他，第⼀部分就

是他三个朋友坐在他的旁边，没有说⼀句话。但在《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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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接下的35章当中，约伯跟他的朋友在说话了。他们在

谈到底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约伯也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过着⼀个很敬虔的⽣活。但他的朋友跟他说：

“不，如果你的⽣活是正确的，那么这些事情不会发⽣的。”

所以他们就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在讲。在那35章当

中有许多的真理，但是有些东⻄是不对的，所以《约伯

记》是很不容易读的。他们彼此对谈，谈了35章，终于在

第38章神说话了，好像神是在说：“你们讲完了吗？”约伯跟

他的朋友没有看⻅的是天上有个故事在发⽣。我们也很少

会思考在天上发⽣的事情，我们只会彼此对看，我们只会

在⼿机上去读新闻，我们就只是关⼼现在在地上发⽣的

事，这就是《约伯记》⾥⾯约伯跟他朋友在做的事情。他

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情跟神和撒但之间的对话是有关

的！他们完全是从⼀个属地的观点来看待并解释这样的⼀

个事情。有些时候我们也做⼀样的事不是吗？你有没有想

过也许就在此时此刻，不是我在跟各位讲道？现在天上有

些事正在发⽣？也许神是不是在看慕主先锋教会？看这些

在中国台湾、中国⼤陆跟香港的信徒们？看看他们是如何

听神的话？看看他们是如何祷告，如何聆听？他们仍然相

信我……所以这场聚会对你来说不只是周末过得怎样的问

题，有⼀个更⼤的事情正在发⽣。也许此刻天上有个对话

正在发⽣，神跟撒但说：“看看在阿富汗的信徒，他们仍然

在敬拜我；看看在缅甸成⻓的教会；看看乌克兰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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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此刻是如何的在庆祝我……”我看到⼀些影片，就是在基

辅的基督徒怎么样欢欣喜乐的来敬拜神。也许这些都是那

很⼤图像的⼀部分。但约伯跟他的朋友都没有看⻅，很多

的时候我们也看不⻅，我们就只在彼此对谈。 

但我们看⼀下《约伯记》第38章，神说话了。我们来

看神是怎么来回应的：“那时，耶和华是从旋⻛中回答约伯

说：谁⽤⽆知的⾔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束

腰；我问你，你可以指⽰我。”所以当神说话的时候，祂不

是跟你说：“抱歉约伯，我不⼩⼼错伤了你。”祂不是跟约伯

的3个朋友，像以利户说：“你做的还蛮不错，但是就差了这

⼀点。”神不是那样客⽓的去更正他们。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样的经⽂让⼈看到会很被冒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配得

答案，我们认为我们有权利；如果神在我⾝上做了什么事

情，祂最好有⼀些理由；如果祂创造了我，还让我容易受

试探、诱惑，这个是不公平的。 

在2022年的这个时代，《约伯记》⾥⾯神给约伯的答

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来说，是非常冒犯的。因为按我们

的⾓度来看，会认为约伯有所有⼀切的权利来挑战神。但

是这⾥提到的是，神是从旋⻛当中来回答约伯。神跟约伯

说的是：“你是谁？你竟要来挑战我？质疑我？你最好做好

准备，因为我是问问题的⼈，你回答我。”所以从第4节开

始，神要挑战约伯了，说：“我立⼤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

⾥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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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这是神对约伯的回答。他

对约伯的回答是⼀连串的问题，说：“约伯啊，你这么聪

明，因为你既然来挑战我，质问我，质问我这个神！”所以

神就回答说：“我立⼤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神事实是有

些讽刺的。那时候神很讽刺的说：“我可以⼤⼤使⽤你，因

为你这样的聪明。当然你明⽩我怎么造⼤地的对不对？你

这么聪明！” 

然后，再看第40章第1节，神⼜说：“‘强辩的岂可与全

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于是约伯回

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什么回答你呢？只好⽤⼿

捂⼝，我说了⼀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于

是耶和华从旋⻛当中回答约伯说：‘你要如勇⼠束腰，我问

你，你可以回答我。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

罪，好显⾃⼰为义吗？’”所以约伯终于明⽩了，说：“我要

⽤⼿捂⼝。” 

我想读最后⾯的第42章：“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

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知的⾔语使你

的旨意常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的，这些事太奇

妙，是我所不知道的。我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

求你指⽰我，我从前⻛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你，因此

我厌恶⾃⼰，在尘⼟和炉灰中懊悔。”我们国家在此刻，最

需要的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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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代每⼀个⼈都发表他的意⻅，只有⼀位，祂

可以让我们沉默。因为当我们想去让别⼈沉默的时候，对

⽅会变得更⼤声，最后的结果就是彼此相争。我们讲的越

多，争⽃越多。如果我们可以学习在神的⾯前缄默，约伯

这⾥说：“我从前⻛闻有你，我现在亲眼⻅你，我恨恶我⾃

⼰。因为现在我知道你是什么样⼦了，我意识到我说了很

多我不明⽩的事情。”神让约伯谦卑了，你们⼤概⼤部分都

还知道接下来的故事发⽣了什么事？神重新恢复了约伯的

⽣活，⼤⼤的祝福他，就像他对以赛亚所做的事情，当以

赛亚看到意象变缄默的时候，神原谅了他、使⽤他。 

但是除非你先明⽩敬畏神，否则你去到处宣讲福⾳是

很危险的。如果你不敬畏神却对⼈表⽰同情是非常危险

的。因为你会开始关⼼他⼈，他们会开始与你分享他们的

问题，你会开始进入他们所有的问题⾥⾯，你会感觉到那

些难处。那些⼈对神的质疑，不知不觉当中，你也会开始

质疑。如果你没有⼀个健康的敬畏神的基础，如果你不记

得：你总是神⾯前，有⼀位神有权决定什么是罪、什么不

是罪。⼀旦你看不到圣洁的神，你就会给⼈们很糟很糟的

忠告，你会觉得⾃⼰很有同情⼼，事实上你真的是在毁了

他们，因为他们不会明⽩，他们有⼀天要跟神交账。神是

我们的审判官，祂做祂想做的事，我们没有权利质疑这些

事情，有些事情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当你明⽩了这⼀点，

是你的⽣活变得幸福。当你明⽩宇宙不是绕着你转，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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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不是把宇宙放在这来祝福你的⽣命，你是被祂造的，⽽

且为祂造的，这会带你进入⼀个满⾜的祝福。 

两周前，发⽣在我⾝上的⼀件非常有趣的事：我教导

⼀样的经⽂《约伯记》，我提到有35章就是约伯跟他的3个

朋友彼此互相不断的议论，但后来他看⻅了神，神让他缄

默下来。我告诉⼈们：“我希望能够在神⾯前更多的安静沉

默。”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可以⼀整天讲道，就从⼀个城市

到另外⼀个城市⼀直不断的教导。我说：“我觉得在现在这

个时候，上帝在呼召我进入⼀个安静祈祷”。⼀个采访我的

⼈，他问我说：“1987年，你在做什么？”我不得不回想：

“1987年，那时我刚⼤⼆结束，那年夏天我搬到南加州进入

青少年的服侍。 ”他就问我说： “那⼀年，你开始讲道

吗？”“是的，加入了南加那个服侍后我开始讲道，因为我还

在北加的时候，我的青少年的牧者，他让我打扫厕所、叠

椅⼦，和⼀⼩群⼈⼀起⼯作，但他不让我在台前讲道，他

不想让我有骄傲，所以我还记得在1987年开始，我在南加

开始讲道。”我问采访的⼈：“你为什么要问我1987年的事？

他说：“因为那是35年前。”我就说：“好，谁在乎35年前？

谁管35年前？”他说：“因为你说约伯跟他的朋友讲了35章，

然后神就让他沉默了。”是不是很有趣？你也⼀直不断的

讲、不断讲，讲了35年！现在，上帝正在呼召你进入⼀个

沉默、祈祷和敬畏的季节，我真的相信这是上帝给我的

话。有时，我们会努⼒⽤我们的话语来改变⼈们，⽽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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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以利亚那样，在那⾥，你只需要在信⼼中祈祷30秒，火

从天上降下来。所有⼈都开始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

神！”这是在《列王纪上》18章发⽣的事情。⼀个⼈祷告了

30秒钟，所有的⼈就悔改。我们需要更多的象“以利亚”⼀样

勇敢的⼈相信祈祷！那些⼈知道如何在神的⾯前安静。那

些知道如何在神的⾯前⽤⼿捂住他的⼝，停在圣洁神的同

在当中。 

天⽗，我祈祷祢的敬畏降临到这个教会当中，我为你

在美国的教会祈祷，你会让我们沉默，帮助我们了解祢是

谁，因此，我们将停⽌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你的同在

中谦卑，在祢的⾯前得到满⾜的喜乐，在祢的右⼿中有永

远的福乐。主啊！超⾃然的、祢把恩典降在我们当中！我

们现在来领受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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