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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之詩 06 

朝聖者信心的操練 
 

唐興 牧師 

 
 

經文： 

上行之詩。 

תֹו֥לֲעַּ֫מַֽה ריִׁ֗ש   
1-在依靠與保守中的信心 
1倚靠耶和華的人好像錫安山，永不動搖(永遠坐著)。 

׃ בֵֽׁשֵי םָ֥לֹועְל ןֹוּ֥יִצ־רַהְּֽכ  טֹוּ֗מִ֝י־ֹאל   הָ֑והיַּב םיִ֥חְֹטּבַה
2 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耶和華也照樣圍繞他的百姓，從今時直到永遠。 

׃םָֽלֹוע־דַעְו הָּ֗תַעֵ֝מ ֹוּ֑מַעְל ביִ֣בָס הָוהיַ֭ו ּהָ֥ל ביִ֪בָס ֮םיִרָה םִַ֗לָׁשּורְֽי  
 
2-從轄制下被釋放的信心 

3 惡人的杖不常落在義人的分上，免得義人伸手作惡。  

ֹל יִּ֤כ  הָתָ֬לְוַעְּב םיִ֨קיִּדַּצַה ּו֖חְלְׁשִי־ֹאל ןַעַ֡מְל םיִ֥ק יִּ֫דַּצַֽה לַ֪רֹוּג ֮לַע עַׁשֶ֗רָה טֶבֵׁ֤ש ַחּו֡נָי א֪
׃םֶֽהיֵדְי  

 
3-應許審判與拯救的信心 
4 耶和華啊，求你善待那些為善和心裡正直的人。 

׃םָֽתֹוּבִלְּב םיִ֗רָׁשיִֽלְ֝ו םיִ֑בֹוּטַל הָוהְ֭י הָביִ֣טיֵה  
5 至於那偏行彎曲道路的人，耶和華必使他和作惡的人一同出去受刑。 

  ןֶוָ֑אָה יֵ֣לֲעֹּפ־תֶא הָוהְ֭י םֵ֣כיִלֹוי םָ֗תֹוּלַקְלַקַֽע םיִּ֤טַּמַהְו
 

願平安歸於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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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לֵֽאָרְׂשִי־לַע םֹו֗לָׁ֝ש   
 
前言： 

信⼼是什麼？當聖經說到信⼼的時候，⼀般是指⼈的⾏動。得救的信⼼是從⼈內⼼產⽣

的，信⼼是發⾃我們的，從我們⽽出的。聖經告訴我們，信⼼的⾏動是⼈承認⾃⼰是罪

⼈，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救主。同時，聖經告訴我們，我們的信⼼是神所賜的，得救的信⼼

⾸先不是⼈的活動。伯克福指出，「信⼼是神在罪⼈⼼中做成的潛在能⼒。在重⽣時，信

⼼的種⼦被栽種在⼈的⼼裡…只有在神將信⼼的種⼦植入⼈裡⾯以後，⼈才可能運⽤信

⼼…當⼈有意識地運⽤信⼼，就會逐漸形成一種習性。」「信⼼包括整個⼈的活動，⽽不

只是⼈裡⾯任何⼀部分的活動。信心也是靈魂的一種操練」。信⼼有三個要素：1）理性

的要素，和聖經的真理知識有關，特別是關於中保基督和祂恩典運⾏的知識，是最低限度

的知識。2）情感的要素。聖經的真理不是冷漠的，與⽣活經歷無關的知識，聖經的真理

是和我們⽣活交織在⼀起的。基督是住在我們裡⾯，與我們同在的活神；聖靈是光照、引

導、感動我們的神。3）意志的要素。這是信⼼的最⾼要素，因為它決定了靈魂的⽅向，

這是⼀種向信⼼對象前去的⾏動，⼀種全然的信靠和順服，⼀種從轄制下被釋放拯救的⾏

動。我們在今天的詩篇中都可以看到這種情形。我們稱為這種信⼼是得勝的信⼼。這種得

勝的信⼼是不斷的操練，不斷的經歷從轄制下被拯救釋放的活動。 

 

中心思想：朝聖者在成聖路上操練得勝的信⼼ 

解釋原則-蒙神揀選的以⾊列⼈和我們⼀樣同樣處在恩典之約之下，基督在他們⾝上的⼯

作和在我們⾝上的⼯作是同樣的：單單靠著恩典，單單藉著信⼼，單單在基督裡（in 

Grace alone, by faith alone, in Christ alone）得救的。他們和我們不⼀樣的地⽅之⼀是：以

⾊列國家⺠族處在摩⻄之約下，要受違背摩⻄之約，就是律法下的懲處，包括那些因信稱

義的⼈，也要受到流放被擄到巴比倫的懲處。然⽽，他們在個⼈救恩上和我們是⼀樣的，

是不會喪失救恩的（重⽣，稱義，成聖…）。因此，我們可以從詩篇中學習到信⼼操練的

原則，信⼼成長的模式，信⼼的特質。我們從詩篇125篇看到得勝信⼼是經過操練⽽漸漸

被堅固的。 

 
經文解釋： 

上行之詩。 תֹו֥לֲעַּ֫מַֽה ריִׁ֗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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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信靠與保守中的信心 
1倚靠耶和華的人好像錫安山，永不動搖(不動搖永遠坐著)。 

׃בֵֽׁשֵי םָ֥לֹועְל טֹוּ֗מִ֝י־ֹאל ןֹוּ֥יִצ־רַהְּֽכ הָ֑והיַּב םיִ֥חְֹטּבַה  
2 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耶和華也照樣圍繞他的百姓，從今時直到永遠。 

׃םָֽלֹוע־דַעְו הָּ֗תַעֵ֝מ ֹוּ֑מַעְל ביִ֣בָס הָוהיַ֭ו ּהָ֥ל ביִ֪בָס ֮םיִרָה םִַ֗לָׁשּורְֽי  
 

經文大意。這兩節經⽂是詩篇的作者告訴我們得勝信⼼的穩固與安全來⾃於對耶和華的依

靠和保守。作者⽤了⼀個地理的圖像來形容和描述這種信⼼。第一節，描述了信⼼是對耶

和華的依靠，所產⽣的信⼼。他把這樣的信⼼形容為「錫安⼭」，是永不動搖的，希伯來

原⽂是不動搖，永遠坐著的[ בֵֽׁשֵי םָ֥לֹועְל טֹוּ֗מִ֝י־ֹאל ]。ESV,KJV英⽂聖經翻譯為「永住」

abides forever。這是⼀種專注的，在思想意念上的專注的信⼼。第二節，⽤耶路撒冷的地

形描述了信⼼的內容。（體貼聖靈的就是⽣命平安！）這是⼀種在信靠與保守中的信⼼。 

 

「依靠/信考」[ חַטְבִמ  (mibṭaḥ) trust] [ םיִ֥חְֹטּבַה ](	ἐλπίζω) 。「信靠耶和華」是信⼼的特

質。稱義的信⼼，不僅只是贊同福⾳應許的真理，更是接受並信靠神，信靠神掌管我們⽣

活中⼀切發⽣的事情。耶和華是聖約的主。耶和華這個名字，表⽰祂是和我們立約的神。

因此信靠是⼀種對神立約的信實，公義，慈愛的依靠。在神如何帶領以⾊列⼈的歷史上讓

我們認識到神的信實，公義，慈愛。神的信實、公義、慈愛更在基督的⼗字架上彰顯出來

了。這是信⼼的基礎，知識上，理性上的要素。 

 

這樣的信⼼在成聖的過程中，會經歷許多⼤⼤⼩⼩的試煉、試驗，同時也是⼀種操練。信

靠，是⼀種經歷上的信⼼的回應。信靠，是⼀種從環境和遭遇中，把⼼思意念，靠著聖靈

的能⼒，轉向神，轉向基督。這牽涉到捨⼰，放下⾃⼰的憂慮，放下⾃⼰的⽣命，⼀種獻

以撒的原則。這種經過試驗操練的信⼼就必然牽涉到情感和意志的要素。 

 

錫安。這裡把發出得勝信⼼的⼈描述為錫安。地理上：錫安是⼀座耶路撒冷城中的堡壘，

原來為耶布斯⼈所佔領。⼤衛攻下錫安，成為「⼤衛城」（撒下5：7-10；列上8:1；代

上11:5；代下5：2）。所羅⾨王在耶路撒冷造聖殿的時候，錫安延伸為包含聖殿和其周圍

的區域。詩篇2:6節說：「我已經立我的君，在錫安我聖山上。」（詩48:2）錫安是⼤衛

作王掌權的地⽅，也預表基督在天上被設立為屬天的神國度彌賽亞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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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的意義。「錫安」在整本聖經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在先知書中已經脫離了地理上的意

義，具有屬靈的意義，被⽤來指神的選⺠（賽60:14，「14 素來苦待你的，他的⼦孫都必

屈⾝來就你； 藐視你的，都要在你腳下跪拜。他們要稱你為『耶和華的城』，為『以⾊

列聖者的錫安』。」錫安是指神的教會（耶31:12；亞9:13），特別是神在天上的教會。

彼前2:6「看哪，我把所揀選、所寶貴的房角石安放在錫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

愧。」錫安是天上的聖殿，天上的新耶路撒冷，都是指神的選⺠。 

 

「錫安⼭」在新約被啟⽰為基督作王掌權的地⽅，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希伯來書：

「22 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裡有千萬的天使，

23 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有審判眾人的神和被成全之義人的靈魂，

24 並新約的中保耶穌，以及所灑的血。這血所說的比亞伯的血所說的更美。」錫安，就

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得勝者的團體，啟⽰錄21章中的「基督的新婦，新造的⼈類，神

的新創造」。 

 

錫安山。把信靠耶和華的⼈比喻為錫安⼭，是指地上教會在朝聖之旅，邁向新天新地時期

得勝者的團體，以基督為元⾸的團體。這就是這篇詩篇的中⼼思想：朝聖者在成聖路上得

勝信⼼的操練。得勝的信⼼不是⼀次性的，不僅僅是淺淺的相信⽽已，⽽是在許多試煉中

操練漸漸堅固的。包括了理性上在認識神的知識上漸漸長進；包括感情和意志的部分是在

⽣活經歷中的操練漸漸成長的。 

 

第2節，「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耶和華也照樣圍繞他的百姓，從今時直到永遠。」第

1節是描述朝聖者對神的穩固的信⼼。這種信⼼來⾃對神的信實的認識。第2節則描述神

對朝聖者的保護保守的信實。很明顯，「耶路撒冷」是指神的百姓，聖約的團體，神的教

會。「耶路撒冷-錫安」是⼀座⼩⼭，有低窪的⼭⾕和群⼭圍繞。這些⼭都比耶路撒冷-

錫安⼭⾼，從地形和地貌來看，這些圍繞的⼭脈，象徵耶和華對耶路撒冷，就是教會的保

護。詩篇的作者⽤聖城的地貌，來形容神對祂百姓的維護和保守。朝聖者在成聖的路上信

⼼操練的過程中，把⼼思意念從環境中，轉向神的保守的信實。包括了理性的，情感的和

意志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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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聖經中對這種信⼼的描述，最好的例⼦是但以理的三個朋友對神的信靠。「即便如

此，即或不然」的信⼼。巴比倫王要懲罰他們不向王所立的⾦偶像下拜，威脅要把他們扔

在烈火的窯中。他們說：「17 即便如此，我們所事奉的神，能將我們從烈⽕的窯中救出

來。王啊，他也必救我們脫離你的⼿；18 即或不然，王啊，你當知道我們決不事奉你的

神，也不敬拜你所⽴的⾦像！」結果我們都知道的，他們經歷了主的同在和拯救。今天我

們知道救恩是穩妥的，因為在基督裡的不定罪了。即使神百姓的⾝體會在受苦中朽壞（烈

火的遭遇），從永恆來看，從最後進入神的國度來看，從神的旨意來看，是⼀條得榮耀的

道路。 

 
2-從轄制下被釋放的信心 

3 惡人的杖不常落在義人的分/土地上，免得義人伸手作惡。  

לַ֪רֹוּג  הָתָ֬לְוַעְּב םיִ֨קיִּדַּצַה ּו֖חְלְׁשִי־ֹאל ןַעַ֡מְל םיִ֥ק יִּ֫דַּצַֽה ֹל יִּ֤כ  ֮לַע עַׁשֶ֗רָה טֶבֵׁ֤ש ַחּו֡נָי א֪
׃םֶֽהיֵדְי  

 
經文大意。這是解釋和理解這篇詩的關鍵。這裡的歷史背景，是被擄的以⾊列⼈，處在外

邦的勢⼒之下。甚⾄在重建聖殿的過程中，仍然受到外邦列國勢⼒的轄制。他們在信⼼中

持守神的應許，在敵對的勢⼒下，蒙神保守，重建了聖殿。這裡講到「從轄制下被釋放的

信⼼」——信⼼操練的環境。整個以⾊列⼈的歷史就是⼀個從轄制下被釋放的經歷過程：

出埃及（世界），漂流曠野（本性的罪），征服迦南（與仇敵爭戰得產業-義⼈的分），

被擄歸回（外邦權勢⼒量）。這些都預表了今天教會和教會得勝者信⼼上的試驗和操練。

除非認識轄制，否則沒有被釋放的經歷和操練。這是基督徒⼀⽣的學習。這是這⼀節經⽂

的⼤意，我們要仔細地來思想。 

 

惡人與義人。詩篇第1篇就定義和描述了惡⼈和義⼈。「惡⼈」是指沒有重⽣得救的⼈，

沒有屬靈⽣命的⼈，像糠秕⼀樣的⼈，只有外表敬虔，⽣命沒有被更新的⼈。「義⼈」是

指重⽣得救的⼈，⽣命被更新變化的⼈，他們是教會的成員（義⼈的會中），從神的話和

恩典的媒介領受神的恩典，喜愛默想神話語的⼈，結出聖靈的果⼦的⼈。。從詩篇第2篇

看，惡⼈就是所有外邦萬⺠中敵擋神和基督的⼈。從羅⾺書來看，義⼈，是滿⾜神律法要

求的⼈，在稱義的基礎上，靠著聖靈以⽣命的新樣式⽣活的⼈。義永遠和神的律法有關。

世界上有所謂的「好⼈」但是沒有⼀個義⼈。我們成為義⼈，是神在基督裡，藉著稱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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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聖，把基督的義歸算imputation和傳遞impartation給我們。我們的稱義和成聖都不是

靠著我們都好⾏為，好⾏為不是稱義和成聖的基礎。好⾏為是稱義的信⼼結出來的果⼦，

聖靈的果⼦，特別彰顯在捨⼰的愛agape上（林前13章）。 

 

「惡人的杖」，是指外邦列國的統治權勢和轄制。「杖」象徵權柄和統治。「4 你必題這

詩歌論巴比倫王說： 欺壓人的何竟息滅？強暴的何竟止息？5 耶和華折斷了惡人的杖、

轄制人的圭（gui），」這是神對巴比倫帝國審判的信息。神是公義的，祂按照摩⻄之約

對以⾊列⼈施⾏背約對懲處。使以⾊列⼈被擄到巴比倫帝國。 

 

「義人的分」。「分」[ לָרֹוּג 	(gôrāl)]，是指迦南應許地產業的分配。詩篇16:5-6「5 耶和

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6 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

美之處；我的產業實在美好。」書16:1「約瑟的子孫拈鬮所得之地[ לָרֹוּג 	(gôrāl)]，是從靠

近耶利哥的約旦河起，以耶利哥東邊的水為界，從耶利哥上去，通過山地的曠野，到伯特

利。」迦南地的產業，預表基督裡豐盛的⽣命。基督裡各樣屬靈的福氣。 

 

預表的意義。舊約的歷史事件，預表指向新約基督和基督的⼯作。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10章，把過紅海的事件看為是以⾊列⼈受洗禮。以⾊列⼈在曠野的失敗看為是新約教會

的鑒戒，預表[τύπος]（tupos-type）。按照同樣的模式，從新約的⾓度來看，我們可以

把以⾊列⼈在被擄時期受外來權勢的統治和轄制，延伸理解為基督的國度之外的權勢和⼒

量。 

 

第⼀，新約教會。舊約的這樣的歷史背景，預表了基督在地上建立祂的教會的情形。基督

在各種不同低檔的權勢下，建立了教會，並帶領教會在低檔的權勢下往前。同時，基督徒

也在成聖的過程中經歷這種從外來權勢⼒量的轄制下被釋放，得著基督裡⾯⼀切豐盛的經

歷。以⾊列⼈歸回重建聖殿時期受外邦權勢的轄制，預表今天教會被建造成為天上聖殿時

期受外來勢⼒的轄制。 

 

第⼆，個⼈救恩。什麼是基督國度之外的權勢⼒量呢？神學家們通常把它們歸納為三種不

同的轄制權勢和⼒量：1) 本性中的罪，通常被稱為「老我」；2) 世界，就是屬於這個要

過去的世界的事物：物質財富。3) 撒旦的權勢。這些權勢對基督徒的轄制都發⽣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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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統稱包括在「⾁體」這個字的意思內（Moo），⼀種屬於「今世」的傾向，不

信神的世界價值的傾向，⾁體是指舊世代的權勢、⼒量，和⽣活原則。「世界」是聖經的

⽤字，指的是隨著⼈性的敗壞⽽產⽣的⽂化思想，社會秩序，⽣活習慣。雖然，⼈類墮落

後，在神普遍恩典下，還殘留著神的形象，物質事物也保留好的⼀⾯；但是⼈類的墮落帶

來的⽣活混亂，不只是個⼈性的，也是集體性的…世界的真相根本不是天真，中性和無害

的。（威爾斯-《孤獨的神》p.28） 

 

許多的時候這些權勢⼒量的本⾝許多時候（財富、健康、愛情、事業…）不是負⾯的。比

如⼀個病⼈以為喝⼀點酒可以幫助他的病痛，恢復他的健康。醫⽣告訴他，酒不會幫助

你，只會使你更加病重。醫⽣沒有指責酒的本⾝和喝酒這件事，⽽是指出病⼈愚昧的相信

喝酒會幫助他，會恢復他的健康。⾁體和今世的傾向，就是這樣，看起來也許對我們有幫

助，但是不知不覺地轄制了我們，成為⼀種阻礙。認識什麼是⾁體，是基督徒屬靈⽣命成

長的必要條件。認識什麼是⾁體，認識什麼是世界，什麼是「今世」的傾向是需要被教導

的，是需要主的恩典的，是需要⾃⼰查驗的。否則，聖經的真理會成為空虛冷漠和⾃⼰和

⽣活無關的⼀些經⽂⽽已。提後3:7，結果「長久學習，終久不能明⽩真道（準確的知

識）。」得勝的信⼼是從轄制下被釋放的信⼼，我們需要聖靈光照我們看到⾃⼰被轄制的

地⽅，然後有意識地，靠著恩典，在聖靈的引導下，操練從轄制下被釋放的信⼼。 

 

應用：路德解釋羅6:14「14 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

下。」他說：「 當罪不能攻擊聖徒得逞⽽轄制他們時，就被迫服事他們。「萬事互相效

⼒，叫愛神的⼈得益處。」（羅8:28），正如使徒說的：「在你們受試探的時候，總要

給你們開⼀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林前10:13）於是，在放蕩攻擊靈魂時，使

它更加貞潔；驕傲使它更謙卑；懶惰，更有活⼒；貪⼼，更加慷慨；⽣氣，更加溫柔；暴

食，更加禁酒；當屬靈的⼈⾯臨這⼀切事情時，在他裏⾯會升起⼀股更強更⼤的恨惡去抵

抗那攻擊他的。於是他的試煉變成對他非常有益。 

 

故此，如果我們服從罪（⾁體），它就在我們必死的⾝體上掌權；若我們抵擋它，它就成

為僕⼈，因它徹徹底底喚起我們對罪孽的仇視，和我們對義的愛慕。⽽在我們將來不朽的

⾝體裏⾯，罪不會掌權，也不會主宰，也不會是僕⼈。那麼，讓我們承認上帝的智慧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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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祂藉著邪惡使善進步，藉著罪使義完全，不僅在我們⾝上，也在別⼈⾝上。在別⼈

所犯的罪中，祂給我們理由去恨對不起鄰舍的罪、去放棄這罪，為要叫我們實⾏愛和對祂

的虔誠；並且就我們本⾝⽽論，為要叫我們可以渴慕義，進⽽厭惡不義——然⽽，前提是

我們要持守著⼀顆純潔和真誠的信⼼呼求祂。」 

 

這是第3節 ，「惡人的杖不常落在義人的分/土地上，免得義人伸手作惡」基督徒經歷的

得勝的信⼼，都是從轄制得釋放的經歷。當基督徒學習到如何透過神的話，靠著聖靈勝過

轄制，就得著所應許的基督裡的豐盛，就是迦南應許地所預表的，基督裡裡各樣屬靈的福

氣。神知道我們的軟弱，祂必不會讓這種轄制⼀直停留在我們⾝上 ，免得我們受到過度

的引誘、灰⼼、喪志，⽽離棄了信⼼。「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

熄」（賽42:3；太12:20）第⼆點，從轄制下被釋放的信心，是在試驗和操練下得著的信

⼼。 

 
3-應許審判與拯救的信心 
4 耶和華啊，求你善待那些為善和心裡正直的人。 
5 至於那偏行彎曲道路的人，耶和華必使他和作惡的人一同出去受刑。願平安歸於以色
列！ 
 
經文大意。最後4-5節，朝聖者詩⼈信⼼的禱告，祈求神施⾏審判和拯救。⼀個信靠神的

⼈，也是⼀個禱告的⼈。神在審判中拯救⼀直是聖經中的主題。神從洪⽔審判中拯救挪亞

全家；神從對埃及的審判刑罰中，拯救了在埃及為奴，被法老王轄制的以⾊列⼈；神從對

巴比倫的審判刑罰中（被波斯帝國滅亡），拯救了以⾊列⼈，使他們歸回重建。今天神透

過基督作同樣的事：基督復活升天之後就開始施⾏審判和拯救祂的百姓，⼀直到最後基督

台前的審判和拯救。 

 

雖然，今天教會處在各種不同的轄制和攻擊下，基督仍然不斷地在審判中和拯救祂的百

姓。舊約的百姓和新約的⽩姓都活在這樣的應許中，盼望神施⾏審判與拯救——這是對神

應許的審判和拯救的信⼼。雖然，在今⽣基督徒仍然要不斷地操練從⾁體轄制下被釋放的

經歷，我們乃是憑著信⼼，知道神應許我們在基督最後審判台前，不是定罪的審判，（雖

然我們要為「所說的閒話」受審-太12:36，為⼀切「隱秘事」「⼈⼼的意念」受審-羅

2:16，林前4:5）乃是為了得著祂的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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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的傳講就帶著雙⾯的果效：對不信的⼈是審判，對信的⼈是拯救。神的話是兩刃的利

劍。4-5節講到兩種⼈：為善和⼼裡正直的⼈，以及偏⾏彎曲道路的⼈和惡⼈。為善⼼裡

正直的⼈，就是操練得勝信⼼的⼈，神藉著邪惡使他們在善上進步，藉著罪使他們在義上

完全。他們詩篇1中的義⼈來看，為善和⼼裡正直的⼈，就是，不從惡⼈計謀，罪⼈的道

路不站，褻慢⼈的座位不坐的⼈。也就是被聖靈透過神的道更新的⼈，⼼意變化更新，⽣

命長⼤成熟的⼈，就是教會中的麥⼦，綿⽺。 

 

偏⼼彎曲道路的⼈，就是教會中的稗⼦，⼭⽺，和不信神的外邦⼈⼀樣，在最後審判的時

候，要受到刑法。也就是硫磺火湖的審判。 

 

這種對審判和拯救應許的理解，是基督徒成聖過程中信⼼增長的要素，所帶來是基督的平

安，神國度的平安。希伯來書的作者告訴我們是承受了不能震動的國。 

 

應用：1）求主光照我們，開我們的眼睛，使我們看到我們處在什麼權勢的轄制下，2）

然後在信⼼的知識上漸漸長進，明⽩神如何把救恩施⾏在我們⾝上。認識基督和祂的⼯

作。 

 
1-在信靠與保守中的信心 
2-從轄制下被釋放的信心 
2-從轄制下被釋放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