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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本唱
奈切地獻給
我最奈密的朋友
并福音里的開工
﹒已故佐治﹒雷斯理先生夫姐
（世居南非釣翰內斯堡）。
他倆在主里忠心的事奉，
完滿褲告的美杯， 、
友善的坪清及奕穌的交通，
「幫助許多人，也幫助了我。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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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引
章先抱著聽起譯自費恨之心換了本帝〈背進入持背道〉
的屁巴司寓。 J.k'ft.�有....a,;j已譜、T白，E尋已�j;全芋，率先2匙，會見之噶廈吾改全
芋，毒文學k學習乎到t芋，課程的蛤車全中， 雪足屯九�本帝宅T以成為迫
切已3鹿白色，單皂角已切接庫已。
正鞏固葛瞥街先兔的事息，已久T字一拌， 龍記丰富’的資料
納入看，F民的蕭蝠， 給每會提�急了不雄命文學的資料

a吟道

的制弓，’ 官缸.）、旅孟龜鹿錢。
先2頁贊言， 本帝不祖先辦沌，爭延中的處物， 也官記本
身色參﹒勾當卡通瞥，底的費年聽不特子。 章先姐仙人喜忌恨的心勾此
邱會， 持恤，-<45162,.一龍蛋1.-J退場T普車吾先命之沌的費牟銅
嘴，本啦。

1939 年， 3

月

朱先特局于
加拿」大、哥哥大略省
啥來頓會

／、

第三版
本帝，taJUit.1寸特在即，

袁世且挺沌，參'i-T零口增加的資料

旱，L﹔其中包括帶到巳試芝加哥r
﹒己帶去!l博企鳳尾，
局長敏〈苟且迫月刊〉。

序
a迪金鋒芋，聽話停蹄錯�

認真在TF－＇皂，宜地 一 排附品出版，

F皂

這一 讀育在拌均本帝錢換了車婷的實

車長。
在遲遲出版的lt.程中，

9年，為主在苟厲窗司長，寧的

學去荷永吾吾粵了一 系列起�（各銓的教學、捨特穿白鹿用〉
的作品在英圓�－出版的〈見証〉梅克主義氛。 瓷缸哥學
其)61；嘴巴爾認，皂，甘景唱來，

換看不動勾現宮女會后l淚。

裳，也司長嘯，是激越窗主主軍醫學品已高于新的�吟，

在黨＋

三章中.31用真想為〈吟道的？費遠〉的3、作。
章記抱著鳳祥的帶血，
{t奮進入持T贅述〉，

持本帝原起（l老遁入J'l）成為

如臥龍的版本 一祥，

處主哥哥身已經A

風車，看哥哥造試。
1951牟
TF者每于
芝加哥

七

第五版

序

雪鬼們哥哥拉扎尹羊城學�來會。 麓的珍惜｛

�a 自由〉、

〈主自學時1\!.｝、 〈見，iiE.} （英固）.B.. ｛取迫月刊〉魯克締
結予的.慧， 曾��置也討1.：，、哥哥戴助。
現嘗�白色，」f.!.I哥TJ之�：£白色，身以麓，

因

曾.iit.扇t�.tlt、 鐘L

滑、 混 t舌、T℃F巴、 文章苦和身已緝的且草包， 官f!.1贅述人家處可學
紋，

5'-祖先Rr'f告

神恩典的福音哥哥拉人屁事足。
1964年
吽藹，粵于
世討會3E.:ltl
－�興t1自�
1

八

海

序

海ν唱揖！－.圖足道峰，官司欠..留』。
原著暈目「﹒時遁入的資格」接？四’，
要」三章，

「吟道的結拘

J 女，祉，

「背道的佛

「暢通的神發」女’，

a 「吟道的食

「暢通的預告」三章， 「錢，包費科」乏，

述」八’，寺，帶本格之告﹒會為 一 ’， 即接＋互會。
此外， 為

a－，字看到逃之人物的中文

t己哥哥白色，生k是；�都學學歹!J7ffl"司令三斗，

.a;J均每穆巴＝－－

•;!t

4海

名， 唱中，

。

每章內均以司r-e-_�小獄后已﹒旬..目列出，中小鍋目，
帶給眉之司每次路， 方浪費創﹔

因此造JL勾』眼看，目地瓷缸勾

排到JA固不啥， 且像看注沌。

九

紹

介

（清細心關懷）
祖官.，世底氣﹒帶墨學，告，的預告r
是先宅r.:tUI尾的。 遮不﹒但A

a字r.－.的情述， -1'-重要

神的否看汽車足足每一位轟唔，

我都要特別崇于進！
麓的宙JIU'--1、混肅的，串串， 資深的于普通人因實世爾

•

進來﹔屯少。 祂官，－�忠心， 最屑一-1'-�一-t-.記哥，中的祖
膏，」丸m.�T。 甜l.S.i&均已迋岳重；.�克弘A摘譯自宅r
認「....督為組獨會的先」帶給每一龍企

的母M.舍，

as皂 、

先知 、 苟且

不勢必 、 越﹒信且已不會的感暗中的人7 �J回到1.J=之啊，一＋替
身缸， 沛，且.JI.珊品具﹔年，脅的會僥必須嗔幣2屯些英JfJM.±
迎留T.來的真缺！
主給每一1tt會食品已出明繡的命令
舍，會祖會給方民啊，。」（宅門，女

﹒

「諒的龍唔，又下

15 ）本唱出版的自棕·•A

替身8年費..i且唱，僥Al.ff主緝犯T寸的前命， 主要去t•A�誓，
龜，。 唱中肉司捧到1.:c.唔唔前清Ji.明， 方1!11!..龍111頓悟啊，按預
告「尋cif.告述祖會福「沌的草本...!11!1 o 車哥哥皂，足深入精研， 樓看
守參考其它會造的看悸。 布魯智缸辦著〈督停－之預告每每﹒惜
這〉栽樹，參考官？宜。
換看4豈宜賓吾吾司昏唱申請31用的金錯峰會，持細』屯M.，嘴巴，
因為re.111.－.－..：解，盔，要丸的雄本..﹒件。 要知道

神忱的

是于卡./A爾能准繡地加以31捕， 2龜兔氯揍，t耍的﹔ 因為又

a吳祖r息的航局已。

看是錯的錯又能帶汪精通人

。

這全省31Jfl

一旬「鼎鼎1醉如此氓，」駐足，宜，巴－73'次「建試式Jl!!.J曾明，

／

不怕刮起語有r矛盾」的隊....渦。 沌，r＝密的聲剝Jl：前
看，按

神的扇索， 后者划建立在人.＆犯稽的111.龍4。
龜看不鼠，當掠2時刻吟道之風測， JI.自己在，車，t.Jli'

眉」用各科詢于....-t'Ji$。 道已－－肉喝L如果．能�且已唔，

�a-*

Jlrj已fl"司令官＆神岳的，r•」＝－•誤診踢，有包z看棍，屯續『�Ji已。
早F議結』.：＆讀令示：能提碘﹒盼到包擇。....甩蝠， 先是不一’的
，串串﹔－.A�綾吵率先和神學攏，野草是﹒白色的嚇苟且，也不純﹔傳
盟”等惜 ， 藹，明﹒音帶摯都先錄錢，每ft
神純符合骨吟道的見媽媽給

到taa學的純7.J

O

惟有

的弓，民。本帝的目的是提

哄 一 些原則，浪者比恩賜的...唔，快-*.J取其帶血色。 一 局1會
乎吾鋒原則的壘銬，�紋， 先槍，克林it.良，也不能足為「背
道人

:r..r 」，

不守以犯吾先看見鳥、進刁....萄的男女以

F已

神寺和教t.:W.墨色的方樁， 說3巴啊，了一 －－現地色，帶嗨，

•a昌岳

些考﹒龍輯，斗智名， 現宵血色試�成均衡風，已息，島和祖鬼

神萄

的背遁入罪aa..1怖。
風叉的處鳥都比如且已命本身， 先錄3巴人的J含量巷，看，
,e3.賣自
的第

a底 ，

神哥哥自賜予。 看了足足”. 'Ul需要主編譯固執鼠
紙，已持，來�

神Jlr廟，由U他人，能宿。

a 「血色7.J J .a省的

麓的要合鈴「恩賜」、 「如故」
學刻。恩賜，此

神3憫之﹔如飢 ． 苟·1阱，舍、教很＃眉L

7.J白色吾吾司t.§.鋒章，車，﹔血色J昏， 則守在風.!!It��中帽，看見見，

（

的義算清逃到 1，因

11-12﹔提扇，一 6﹔曹先前四 10）。

本帝的主，II.Aii持這本。
潭a拭本。 奮，注.，"C,「'*1J&il」

a

re包錯了預告耳目T費遠的’，淵
「狼來」獨令淘。前看指頭P

J'1JJ�揖色的知飢﹔后司，指述如飲食台－＂＇ 0 .，寸神，�中的學＋
寺，E嘴，所仇恨是 一 間，’ 純文：諾伊

a.m�知飲食述給剝人

是，另 一 目，。 拉木必須�.g起踐中學扭。 因此， 每ttt.背道
人皇島�此魂，J哥仇恨， 持且J龐

x�音a用。

單l＊＝＇白色�jι足足

舟， 鹿鼎見，包諧與屠龍。 學男3度缺J旬A「取且比」時迫命學悅：
「取且比試，已車停秤， 只有帶耕科才血色典隊。
守��4.-.悅：
民。

」因此， 雪切1

「帶進來，足足帶進， 又有在吟道中才血色農

J
t吟道來的肉容包錯了背道人的資格、 吟道的迫切，悴

墨、 道主誼會台預告「;fat晃，包﹒盼到關？料的，重要。 �包結社.、
聾單l�A哥拉最啊，紋的1壘迪和接虫：.1會沌的方錄。

由此宅r

見， 媒見見�4.-.重要。
﹒借到t既然A
挺

神銀根紀祖會？每每來﹒愴的人， J司吋只．

t.-9峙，r號.

－..

神的活龍妒，

•.g.i$�·

D .＆丸，

會是柯茍﹒臥車是富于每福音，A

章，每龍稽可兔”已見明，’。 對于也請祖會旬，k

辱的方海看守，試看盔Jt.;;f丸，自旬，ir.g誨， 特S俱全帶進困惑亂元，
清龍骨余先JJr.－»、。 .:t.·游看動丸，已竭續不龜， 內容J』逞，
電r惜因為次愚蠢習扎爾﹒良久多�但納血色7.1B i$'31i-� 一 按摩
祟。 學習．先’的帶到t�如干底，昏， 足為桔總乏味的食物。
自此宅r丸， 音帶到t最大的要求見祥鉤的准脅，前已肉早早會予
追單單， 次路。軒然， 錢為清晰A-*.4l.--i$認真單且來這﹔
除此之外， 臭賀喜的發件，已取很糟，轉吟道中不守.缺的
腐臭晶潰。
帶到也3恆的原則2但是結總乏，鼠－ 結果些人甚1A�•
i$﹔11!.1會遁入章，拿到且其中的基趟， 才血色�中晨起。 物，苟b

t.•

＝－－�膏，辰、 2：一本、－�、 科，摯駒， 擎的..則 一 轉到的’，足
無先味，旭先響，噶舉JIU志告知氓， ,'71�看必須下咒發峙，
量，之處人懂， 童醫郁，記處，也摯勻。 扇，足的2主義誰先«智、麻

J1CA雄惘， 官1!..J已成昂卻大式都帶Jifrff"品的心血。 局已功，t

ue 目梅爾這鼠， 當先導rA位守，’。

幢串串魯智干譯自吋目寸·u

當令遁的錢奇、財物，爭看且轟轟斬，．． 結宅，....不會彌
可It

。

........宅r

本唱的自線是提前都嘍，看，爭勻的遠處， JAJ前句，唱S且已

貴的吋•J明！

龔自嗽，紐.珊學鈍， 11!..I包t己見，電r

道包局已。 .4iJ 曹﹒龜，能量是早，增tJ11.J9riJII「吟道勾償j， 真好，先是
先需贅舍的。 學主－亡rltl..測， 當持這看兢血色自無謂真駐地認肉
客車聲還輯﹒句是喜次，IUI.巷，井然有廊， 頓已司u�.••·成’， 戶
..4=_.身患紋。

.4iJ 芋，看又看在徊，屯貓研，錯鳴叫＇＂＇JJ!.14Jft持綠司之后，
司－禽色8、道i..f醫S曾告�－Jl!J中�孟t。 禹缸，世P已，r司的己彌r«.－聾，也 ...
重起草， 會是舍先敗告，各！
令中姥娘曾在JZA.-'F'J借此...材圓的以為符衛吾錯，*1紋
的帶到也木啡座，中鹿鼎。種L看4會1,a.曹營肉擅長不﹔到比婷，人所
城「紀帶冊的有包ie.鐵宅,i.�鼠， 抄道，摯血的龜ie.￥中， -if>
封k尋f;rlt.）、明包官1白色，且酋獨自品JIL!

a 擎的草本海則A「法啊，相處的JlU1巴， ..，巳培留下
相處的印象。 」龜司，航局泛接』ll..!ll!J哼，摯-*.Jfi'身色帶來的科
草色金辜負哥哥自底，，不懈， 會7.J哥哥泊的准膏， 。令鹿鼎在祠，
駒，已辱的會息中。
«.111；串串4每當是

t寸步合尋r*ft遁入 a�音帶到t.車少，t:-t-主要

題目， 即．
1. 1奮進入的資格，
2. 1老遁入的..蜀，
3. 會－�得宴，
4. 帶－�，足九、 #JI拘

a神，色，

一一
一一一

I
5. 辦沌的准告，
6. 內容的揖息，
7. 吟道的情沌。
主耳JS•承認式的，對此是自己世，t.!t.淆的主要目締。
寫 一 次混沌錯的但最先「也不知麓底童話臥龍泛的，治
會./A？」（路；：；. 49）為此
我： 「

不.11:.；瓜，息，直到

ta地主已鋒線.

'

M'Jt.fl"'i屯的，官， 建己處

含了。 」（約 -t-t 4)

.a.唔，前世到·3已位

集成功地見恨

，

神的看，述自寸， �1 曹長攏： 「且已走

轉身皂造了麓，麓，也鳳祥A塵封l1叡叭。」（約三-t- 21)由此守丸，
.＆鑄造世.m-1相L、排斥·i和司長
一

毛行，r的人，身的前， 每

﹒位...唔，我都鐵車，蹄聲造： J.lt迪、J.lt晉、J.lt曇譚”，見車脅

迫t入混世界。 果鼠的竿象帶﹒霄，且il-±ff縛，扇;tte寸， 會
見j告終T自＊•＂＇寸龍混：

「可想 �ta旬 ，Ir－＊.當成﹒傲的’”缸， 義

垂危挺可鼠的’”比過去匙麓的，且比。 」�番活增麓的來氓，�1t

Jι告壓迫。

神的暫且是，世，L最帶來的，止。 每 一 ttr.Jll督健的處
A4i*'A：「．．．．．．在世的甘冒晨，進行了

神的旨，沌。」（我

汁，三36）鹿「底線的主」激起每ttr.像看，的心叉，浪淘色臭仇
恨自己帶，憊的根草’，屯心覓處處輩學
費語！泛拌，

神.尾福音，的戶，前

神施甩扭』－人的祖宮，.::C.1字，

1:it.M.替我的身， 丸

a-s1早在每

，也..成均每 一 ttr..a.督魚島命中1肅

元，L的主， 凡是，車，L的＂＊＇一 主人（約十三13-15）。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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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道 人 的 資 格

第一章

佬道人的資格
唔，

象全明為織對包.每長雪屯的， 黑人在絕苟且中，已

吃旦去？精

a 香又是切爾區悟，

神

t舌

仇恨耶蛛且在督�花會

當智， 當已明已白色』屯5之誰會有r甜世耳冒，承l'F.主；...b\.牙、甘』

為主爾博學

安息。
主皂嗆會耶穌的追趕往龍惜這在督徒的帶進珊處，足。 ﹒時
宿舍的人線為「食遁入」， 7前福音的!IC.ii停則司車站「T老祖
會」（歹-t- 14﹔林后十14﹔參看林貪官一17）。
雪It'fil本身色紀T奮進入.＆.J毛背道主步71-。 與險，t..,
重足足「星星游」

「迫」章足足「稽﹒息」

「會」

「人 J ..豆豆「帶

者」 。 主乏正如揍，己的，此， 會息的紙帶取告終于背后的車，
世令嘻t, 其

m.-此，才II-JI!.泊，t耍。

唱是Z劈頭L提學木的會中哦，．
.fki-Jll, 要在主主些書，L但』屯﹔

「像要進慎自己和自己的

因為混雜行， 又血色事先自己，

又錯，拭呀諒的人。」（提前四16）正，好且承塊心中跨越的2個
其tra所垠的。錯文也扇品丸之了本帝的題目｛1贅述人每背道〉。
康狀先曾幸免． 「喻的行，為人為R豈敢所悅的活」。
Z吉普真芋，紋的1:t.良紋切IIJ之「人格實于苟J"�」 。 �食且也下最
R占切3之三ι的

a龜，是比別眾所悅的「人格証明其起」。

曹長歹苟會給帖揖t
嘻學白色， 當也．

.:r: 足，迦倉健，

說是祂哥哥自帶頓會

.a.

「雪切可后11依們會主的人， Jl.1守嚕，..吾』對宮、�五ι、

元宅r1旨錯， 手r泊之官ll'F.Jl!..告E.. 也啊，

牟fll'F.Jl!..值已。 」（柏前三

倩道

3-10)
錄尉，粵人J叫車，： 「陳先燒？」
起街所告訴諒的的。 」（約八
所說的數是述自己。
努以前，

」

種各道： 「..吳建�

25 ）換言之，

...督混： 「述

繪出自己的＿.iJII。 登山.3i!iJII·倍

在拿.草。三＋年，興農.j巳蹋的主活中一一陣�

了。 由此守丸，

口走掉啥，

車鬼鬼祥稽。

錯，L視，之， 化建們的心自肉： 「情遁入
是在本資格？」護首1特聽些吋J團付給背祖會
起持台J、

1.
1.1

a：宵的起μ卒讀F祥，。

a具有哪些

a•學

神活

他必須重生（約三3-7)
自欺的可能性
�i年多人來說，T老遁入必須貫主似乎3豈不摯的，興。

沮喪蹄，L， 欲以官汁的情遁入持法啊，會�

神的壘貝爾

海貫主缸， 會包吶？持不聽哥哥幫會看嗆轟瞥，L拯軾的息，每。 主哥哥

a她裊的人混：「護

口戶，前蛇肉遍認－t屯最虔氓、啊，這傀

與農志在的告呀學﹒你， 人毫不足8、水和善民主的， －－��色
云是

神的圈。 」（約三5)
那些錢看1聖先白色rrT.－.人認"TT.:ttt過成一支，－；取且k.a水土

的J可路， 取民芋，、 清偉、 會＊、.帝、 強r

�、陪謂之、 海

�－民，服香﹒之境的一科行此。祂們民主主「神φ.:J叮」、
「童安主」、 「吾吾旨，」、

「入會」

a

「試肺」的學譽， 但

看:p札未宜生。 結果，祂們不址是9忌器的黑人，死在自己
的不λ如果延中， t:t,-后1永值的閉晴世界， 越是.�./A泛慘
的事！返學人中不乏智昆、 品積皂、 農獵、欲轉、 口才A

2

神

的事丸，題已完：＂；然月三嘎干。
一世紀前， -Ut帶大的本特拉情遁入， 磨摩，辦博±
譜、屯九自己貫主k以前娘已全背了汁，年的福音。，另一Ut.Q缸瓦

倩道 人 的 資 格

a每每每備無先知，�

t寸人霉，白色的拉格﹔電r惜�果能的

耳郡的q-;1:;f贅述人莫﹒仕且盔， 即布會的)61氓， 堯在自己布
遁的游台，.t..Y.串通良！

.J1..牟諧， 戶，龍年，尋吾的狀肺后1主昌地的執

肺含量生游福音布退�身伍，ι拉著白色積顫。 啊已久憤填R甸地說

、

ι

全文橫頓，L舟苟的「惟看，不暫且的， 只會秘lffl..） �：） 白色

ι

torr 句。

神， 龍的會鼠，f:.�：） 」主主弄翰， ＊畫皂泊之績已JJjfi看？昂之耳目

�ff沌「義濃..吾吾」的害。 一世且是？ft道， 包車之名管真真
的真督徒， 告訴這年貴的布道者說， 哨己找泌的不是布且也
神的悟， 因為積額占的文學J!JJ之各鋒直至三丸。 主主

看3前晃

龍年，旁的布主也是曹先越自早年。 吳學？九五淘

r-地混．

「世，L

最弓﹒沌的景象主之一t缸瓦的布且也是安局1.1已在靡，中的人T普通、主
神生看法的活！

1.2

假基督徒的形象
主...督攏過14;;.沈太人的領抽比喻為「略弓﹒頓略弓﹒」

（太＋五

14）。甘肅五十蕭十女令我：「

＇

神�逗人混：� 詢電

之搗鬼情況麓的偉闕， 口中捉到麓的約呢？

j」依靜犯童話

泛的誠先知喻為「先水的外」。 譜μ神-:1t』呀』31－�主苔旬L吾吾b
不港的旅客，但都不錯，�祂們解渴（故居二17）。
處布．

「然珊， 眉，也弋的人不領會

以為)a!,拙，

神揮重

神吾？叉的事， 屁幫﹜

持且．不能知道， 因為主皂瑩，推荐r厲叉的人才

血色看這。」（林其1I;:;.

14）»、骨，.：；巴依扭圓的是直督健身之±口中，

守哥哥知真正，可學軾的隨軍�肺二州學手r:tb凡毛麟角。
3

侍
道

1.3

億道人須要硝知自己得救
每一"ttc.1奮遁入必須結自己錯局新兔的2主義明研先

地。 她巫見色混奧地見，注：
吾皂于會，缸

「看哪，

神是麓的絡通鼠， 通

， 步令司忘掉叫官﹔ 因�i耳F浮白羿色車已雪皂白色，::tJ世聾， 眉之雪屯

的詩歌，

也足了麓的拯裁。」（與；－.：：：. 2）祿歹-!JI這：「裳

因會， 所以如此說活」， 然后元銷會心地混： 「雪屯的也
會，所以也說稽。」（林后回13）拾到福音..t.的16}且，龍混：
「魂的的名學都在先命如志。 」 （�四3， 參看路-t- 20﹔
屆三-t- 15)
為了甘情這息， 麓的不進u

..t玲一首名幫會：

4ltJOl冒2萬�"ft-到t」、，
童話刺耳3前呀，

，tB!J當L

�耳'I$.承F皂

「詠1/1必須貫主。
＇

j

唱鼠1114當忌，已罩l單E
氓無道已12! 0
除非﹒時.:it.人槍聲
說納」， 又「.It

神的活磷知自己「在袋子里嗨，且

神的恩典， 因

.a.督耶昧的裁員與」’

a手r::tJ地，尾局已拆去龍的人「勾

才血色元毋庸會心

呢

神和好」 JJ
（ 學

一6﹔歹三24﹔林后五20）。
革最Z夢最終勾起形容為「�A旦食餘

，神圓的道， 特主耶

魯乖車在督的事教學人，拼音足有人..止。 」（我廿八31）情遁入
純繡是自己的孰甩珊�A且認會處﹒時述給苟且越看，意鬼蛇風
祂叭真心地會戚。 激卑和廉恥的惜這人著身已說，：
知到t

i龍 舟愴的呆籠， 包潔種r

血色曹長含量t

到那日。 」龍骨鬼蛇祖先......者只t龍

4

nt 文甘

「因�
白色， 直

aA主旦Z哥哥哥的會心

侍道 人 的 資 格

譯自錯身留下深刻的印象（提后一

12）。

2.

他必須愛主耶郵

2.1

基督的愛必須是激勵他事奉的劫机
事醫!P苟且包．

因雪色的想一

「原來且在督的單民激勵麓的﹔

、

唱1.;.(jυ 3已， 是叫

人民替余人丸， 余人就都丸之Y﹔＃且．

那些主管諧的人不昇為自己錯， 均為替瓏的瓦爾文章蕾的主
幸脅。

J （林后，五 14-15)1普通人均取貴的得要清布進持不足

.a.督的且是通l�局勢軌， 龍nn奮的這才有說﹒菌，。

瞥， 只嘴，因

為此， 背道人息，屯的專賦予車，先首要的司令降。
「

.a.督的民」沌旬在吾吾鋒中血事見了三次。

以9學所唱

三三萄肘，九常呆指麓的越來越明翰的劫、﹒鼠， ，也吳雪足1J'l瞥，勾
的官宣泉。 看F本來單弘括青�3i.司E→．四

a 汁，3i.申請起鴨t.均雪屯的�

舍己客車的主要激勵每場机。 Z夢見喵八會主三十五.：￥..三十
九呵？記敘述們主苟且督的�呆或者重到軍方，守隔兔的， 因
此， 主g,揖已1't:I會龍在主主音，L宙黑寸金色折的教

z, 。

2.2 基督的榜祥
神弓，直布．

「要叫世，人知道義單民主丸， 婷，且久，走祥吩

帶麓，龍就走祥行。 」（約十四
大叉的口t兔．

「告等物恥辱L物，

31 ）成為肉身以前，
司三是忌，白色......

'"9寸

﹝看哪， 章起來了！ 麓的事在銓卷4已銓混戰了。
神嗨， 畫龍眉』.－1t.ffll
回 -t-

的旨起行，

請看
雪起當也．

�a章足』屯．里。

的學t說

J

麓的
」（槍

6-8 ， 參看來寸， 5-10)
基督因民

的采寫』屯甘情鹿廠廠

室。世，L 。 主主廳通l�

的旨，電如說活來

�苦帶我直到辜百再見固， 早E.-"ll.

5

倩

榜告說：

道

迫農又-31學

「不要成數量屯的沌，屯， 只要成載

R!J.Je..已久， 結果， 「人打量屯的脅， 義語祂

打﹔人拿起義脆頌的制竅， 義自祂拔。 」最后
地， 心甘情A地告自
身丸。 」

的人敢
切的曹志，

2.3

神犯「雪切1余人的軍車都扭在

身，志的酷刑， 最后，

值的祖先聽（蛤廿二

一

�后1觸到盎

3]fi.J慎地被拿走在汁，學學丸， 永�香港的

世人的靡，加清

厲

的足足。 」

神因

的先�'ft.111成..永

42﹔事思主-t- 6﹔五＋三三 6）。主裝有要求

自己不曾試述的事。在裊的激勵中， 如用
呆會汰的完全物，祥（參創官瓦爾；：：，， 21)。

主基督給門徒的托付
主持久之后，給浪靜的指承特別注重t泛科激勵的民。

在加:ftl:f!J湖主a， 靠近情者神逛沛攔截的 一 曉華已， 車，�依
傅說：

「約繪的）（.，，于窗月，像廳糞上ζ沌些（指云直接.111.）臭深

./A？」注起浪靜回莘學說： 「主膺，冕的，
就克車每祂結A督的晨， 主組鎮說：

知道義廳

。」

「諒拭孫麓的羊。 」

主主洞見賣3丸之Y齊次，似乎是要哭出去？真督存智主主科居民的
必要，浪，已成均不懈的原勢力，述，入 一 切的事車，J:..（約廿

一 1-19）。
改可學也深深＊J罷了�－iJll， 她在唱會中旬到包：
督．．．．．．詠1tJlil然錢看見，足
見， 都因會

， 都呆展

「且已

﹔如今且豈不可學看

載有說不出來， 萄街看嗎先的太喜尿。 」（依

甫 一 7-8)J'l號約轍，背著吾叉的是苟且布： 「雪切1晨， 因
為

神��已望先叭。 」（絢麗四19）課!I) 內心害，峙，地說： 「因

為所賜給裳叭的委貝格

6

3i.5)

神的�混混在混們心里。 」（!/J

a﹒敢造祥椅告．

倩道 人 的 資 格

既然珍品在督的晨在于普沌的.:i:.1字，.t..是不宅r缺的，

'"-A

魯多1tt祖ri定都

�喂于，

jl鹿�

臭鏢，

站已車，帶義屈膝的椅告﹔
.7Jt�雪足足妙的手求一一一
量，

.－�

君是處單是

臭釋，

’。第！

3.

他必須愛支魂

3.1

德道人可能愛布道均未必愛昕道的人

偉肺守且已在寺且缸中品之揮自己的才血色浦未必。每』屯龍的
顧客。寺科底先宅r禹色事民自己的名鼎J1前不廠會龍的病人。
商人宅r禹屯在司ir�告我J..：恥的巴爾本混合客戶的J的泣。但是，
T電r;lttj、法回身存牙之身且只9萬包.:ttt.白色，

n月 a.尋夢務農句'?J白色，�＇‘屯，

啊自』

－.;;i之首己

成為是直督的處』屯T卜人。
T奮進入能以流暢的官淘影嗔l呀述的人覓一科好，鋒
段， 龍主鬼神j£Jj食請不是出于聽人民瑰白色切机， 'IJ!.i民早早蟲
局已為一科陷阱。 -1:ttft.:r:lt人才昂納民主混．
沌。 」主:t.t屯和善的民主l;.Jiil

「雪起善處布

「﹒取民骨詠布退的人嗎？

﹒賠進入百T以請看﹒賠進綠樹，自己， 主鬼才肉詠朱學不是一科
31悔。 跨出具』訣， 在游台，L別人注目， 民骨B!J人才自己
的，哥曹長

a鉤，已沛敲了太好前車皂白色ft刻也看大街人在。 因為

龍的心「自當自久， ..落在魔鬼JJr曳的知j詞里。 」（提前

三6 )
趴下的前干事， 景自一本B寸7流行的禱，屯， 宅r以混明
主鬼神風叉的

t跨越足以影明l話1守背道人。 它的題目�「一

7

40

3

營
的
人
耳

倩道

「鉛Uj了一 又野營的.::i:.n言，雪足＆略月三港地益挂在導干扶手
的特弓，..t..。 t千多人唾手拉起平瞥， 其中手r不少學者了。 再r覺
來氓， 雪!t.:(£..:1:.11言中可尋著害，悅， 麓的弟兄固結一家， 麓的
吟道每培臭豆寸拆述看看，明星的辦踢， 在雪兔負責的學k舍中，
會我們幸存亡弄 一 處。 想看奇想看， 章鬼不知不且也進入了取主砂白色
章，身。
主主B寸身手中來了一tt.不速之客。 T也身，L帶著各科音是真、
化芋，晶勾﹒訊器， 祥子甚呆漪，稽。
龍舟雪立起迢，可申曲子混：

r1鼠

的為院如呵？ j雪足以為

龍J呵護自封建康情棍， 也才龍的t舌 是抖起， 因幼童足球自己
的熱忱深處毋庸沌， 精品丸;1)·他知道了章屯的學院丸之后含義也
昔t3足。
雪足為占領會創立志是 一 科物潰，于足可帶子，入杯中犯r已取
出�j會祂量t-nt。 明t童醫lt.：＞＇令Jt.）、3已司已中....，，，屯率F量告。 吾先'Yr..!a
地說：

『

一

官帶！

j -j足Jl.,乎不宅r抑制內心的毋庸又﹔現具

1tt仇真地認質量泛索在攏， 持昔比手fT；結槍， 迋要繼鎮捨
費。 祂紀雪足足堆雪梅忱的＂$＇于成碎， 車先入增塌， 直在丸，L。
泛堆奈4兮兮崩實折后，’ 取出冷靜， 冷靜后我錯， 在妒沫
..t.liit出 t千多是宙， 峰說楊白色紙面，謂自主伊瓦笨， 界豆全迂9
2久的���口秤貫t, �泣不速之客�反手皂廠地TF'i己殼。
.::i:.1字吳學’，T也犯t己索道迢來，膛，L掏錢早已混了3、單勾
用情， 降了混r鹿

神搭車丸1叡j紙，卜， �.＊.－舍地實骨

了q
魂的記豪先．

8

主且兄街： -tt.身但總鬼冕的跟進入的秘忱＂$＇析結果．

100 磅

重量分析：

1 0分

令人野，心

23分

好受林贊

19 分
15 分
14 分
12 分

宗派的自豪
天賦的自負
愛好杖柄
神的愛

河人的愛
共計：

4分
3分

草
木
禾桔

「片」

頑固

封

拉向道 人 的 資 格

，忌重量

純正
熱忱

100 分

雪屯兵？不遠之息的悟t如？泊是兌』屯肢，尤其是T也軍官弓r

e寸

的祟，i費勾B!li舌， 看了�析欽目， 雪皂白色』屯臭如大A:3封已海。
說f寸見度娘泛�析的准楠，但k。但呆在呀�主毫不遠之學
的鞋乳之后（龍在f于中留了下來）， 義不悔不混興地永汰。
義商戶呼喊．

1

，

主嗨， 事文章足！

J

雪且在椅于�跪下， 手中

錢是去t之音， 眼睛我很看r色。 t己宮佇立刻表成了一宙錢弓，’
義者到自己內』屯的現﹜影， 泛泛景于.正硝元誤！ 望先看見，、 義
察丘之、 瓷水屯九、 章足懊悔、 張不宜流泡。 雪足品已

神�雪屯的

自負中路建成裳。 章主扎根底的1頁惚中肅反沛旅程。
扎爾誰曾帶告

神，求

持告或迫切且走賄， 昂之

孰'3tJI先肅地獄，．但現，在雪屯的

神裁量!tJl先貫穿

l

’

己j。 雪屯的內心

九九不血色平息主主拇乳，’ 豆豆到義唔，主的自己、 屯人車和主瓦爾宅r
車油::1哥？泊， 真早已克音可－－領看？

神賜3已兀自台息，等。

對歪足的.:C.l字真當身已B寸，章制學路色

a神至于的火車當全看tJPI>前，車rR

9

：

頌祂在我生命中主合我的那 一 幕屆示九」
裝訂1千芳月三宅T誓旦JA督的苟，亭。台貪官才持自己的峙，民
主伊析。
三

「麓的各吳先合辦自己，娘不足于民申。 」（林前

9-15,

.3'-t-四

10，林前-t-- 31）吾鋒中的響成呆「各人

4汪道察處自己的行為。 」（�口女4)

3.2

切氾基督溺東魂的眷愛
主耶穌慈督在世吋呆「耶和竿的仆人」， 又成為T奮

進入眷民世人民塊的好轉，祥。

浮白貓、 榮杯、 林貼、 i&\.

暴勾店買惜， 在四福音﹒唱中�先宅T丸， 遮不足足，
"tFs蚓、部�泛景。 莘學能持每一先i己景，「
回品， 會依持旅泣不錢。
罪人， 因

在絕望，中的

伶楓」的紐帶

以3已萄街是民的心鹿三伊品I」先瓷的

要「哥拉拯A」（蛤＋九

各銓t己哥哥

10）。

伶倒在暗中盡其垠的瞎子（太三汁，

成病人（守一

會:dt,.:C.

34）、 潛

41 ）、 在痛苦中的病人（太汁，四

14）、缺軾的仇看（太汁，五 32）、 在弧瞥食﹒汀中學自先哥哥的

-t 13）。伶憫的.，－.，jι

人（宅T突 34）、在此，Ill.之中的泊，記者（蛤

:tlJ之「Jt:J"划入內心的痛智主義共喝」。 厲的多－每少龍龍
尾J,kJt:l"J持 民的人非曲的精往衡量出來。 各鋒脅，當「＆督

（

民.舍，�根舍舍己」 1學五25）。其�惜吳學屯的T奮進入，
必足龜先慷留， 一心一尾地挺自己叉著已給且在督拌均
道。
曹長歹

a哥林:!JJ, 前喵寬肘，三章揖勾了

一

背

3宙�Jl.-M.

切的甘肅。 雪Ufl守以).k 中�頭，也超越麓的身帶浪的（1'嘗 一
帶），超越義們所S含有的（1'曾三令），超越麓的所能歉，L的（萬曾
三可＇＂）。 缺少了廳， 語1守札物都先牽.，－.，丸， 甚主退化為厲
10

i:Jt,:n-,�。 民宅r以指責、 瞥�*1警告，。 官長歹正因追�切龜
勾哥林9：甜、后唱， 處』屯耿耿地揭露1t己的風吳先漪，L的
弱鼠， 持且＿：；也正淘
不滯不蹟t旬．
頭已＆？

3.3

J

r-地指責龍的結主用』屯不寺，。

錯長男冬明包

倩道 人 的 資 格

5乏自9�陌芒。 主鬼神聽不宅r句是情，L的執Mi、 迫繩之丸蹄，屯相

「車道義越處處可缺叭， 裁越.!At少可唇線的白色

（林后，＋三15)

明碼領悟支魂的紛值
述的必須犯人看處看身陣的民穗， 不是看見塊的身

障。 基督�T白色

t舌必須J民jo章的可白色』屯弦．

「人就是陳靜

全世辱， 婚，L自己的先命， 有？卡�孟t.�呢？ 」（宅r

,., 36)

主皂鋒咕嚕深深印在雪切可屯品民主， 積已純潔切領會又魂吳先

官？是：.�。 書人說．

「除了人， 世·...t..錢看T卡�J.已于祭大白色，﹔

結人來氓， 除了民穗， 遂有？卡�呆手r1介哩悅色。 」雪切可必
2頁措

.a.督里記此歸去益－－之.－.尾的1\;.1介來街量民塊的吩宜。

麓的必須認人的柳隨看成是一Ut.lil督曾均旭先的給家，

a 子，．他誨的？看手弱之、 世全賢品或包世昆、 單已鷹。每系、 �實早已辰、
司已輯、 科族 a清宮。

牙之

事長2夢益，事厄扎電已列入5之龍的黑暗之k肉』屯的Jl!J�B寸柏克乳

.:ltt:

「幼童ltJ昏丸， 畫龍骨肉之哥哥， 車記吳自己缺3巳迫， ．局主＆

督珍禽， 義也鹿息。 」（歹九

3 ）先悟

神久久﹒能用呢T何智

箱脅和�真車里的事巷。 以言已列入于較大的領抽學窗，
自己先毋庸諱述的固泉'f\;.梅，
魂繞 ．

「論述

曾為

在腐臭的3巴拿已占為步三L訝。

實－－＊－祂1﹜可白色軍﹒．．．．．不瓣， 8已

劫、

JJr

旬的冊，L索抹麓的告。」（出三十二32）沌營活主主的筍，拌，
足以警惕麓的結世人民塊的背直主要手r

�a的汰，眠。

只手干

11

倚

在主主祥的真趟，L，麓的自旬，局長才血色逃到底視﹒白色棒准。

4.

他必須勤司歪經
T贅述人必須棋At吾銬。

4.1

倍肉 i哀 求知
背道人才Rrf.聾的要看噪入的仇恨呆起竭的要求。欽

芋，

aJD冒必2頁Jtg"�芋，如之甚件。 ﹒取材－tt.;f之4覽會尿的會5k

..肺2且不懂英文的英文學k肺導干1有r是想？話1苛.It召.吾吾吾
鋒的ft.:tt.人對然也.It召澤民各車告， 商者相輔相成， 前者
本身已缺少后者。 每 一 位﹒情遁入S.Jf色，已九五沌祥TF..!aiiE.:
「虫叮學居民身恆

的偉錄。」（詩一 首＋九

97)

.J a耳t .!l井已......全手r昔芒冒T白色劫、習毛。喜喜起色軍!J;i:屯程i哀，

于學泊t 、

祂且必須挺起本吾鋒8、義旗歪曲足。 著血色每三步科濃

250

學，

..身已在54.;'I、自寸肉犯，也換車已。 老每3忌早•All濃E.司t"IB象包和每
采曉...t.濃爾會新鉤，每年試宅T以換l日鈞 一 次，新約爾次。
2如果想結沌唱中之喵臺I&有呂鳥在白色仇恨， 相會�Bi啥的民
3、自台'f\;.說﹒。
背道人為了自己見恤，L的益沌， 必須將出吋Ja11宇祥
鋼和農娘的研旗。 ﹒時遁入很看守純仕看J.fl頑祂人的固地
珊，忽略了自己的因于． 有人宅T純為了回民抹祂人7前忙碌，
結果自己管，算不足。 導干人說，世，L看齊科換看， 一 科祥
吾吾鍋底， 另 一 神文且看呢。
吃，芸卑的牛又給雪!t.111一村民有吩宜的扇象。 也在膏，屯
的草原，.1;.a民轉自己， 萄街又自己的推肢， 根本進駕車j要鴨
幼予人。 飽餐之后，
12

re才毋庸呆地躺Tl叉疇。)A.革中辜的學

督我絢換吾吾銓不曾呈現自己的吳建鬼海�新刀， 沛，且血色毋庸又
自己屬叉的周口﹔戚，也TIT慎， 之后車鬼蛇提�令祂人身嘿，既
丰富，又「昆等的文幼」（型文章1r.:::.. 2）。

倩道 人 的 資 格

的幼譯自指紛．尺吳祖IF晶。 'eotA�毋庸足食欲。 J司早已， 草』

能以氾吃苦 i 迷

4.2

龍必須學法牢，t己梟些銓帝和威脅島。 道..；昆明t冒j.吋l31i-劫之
吋的都踢，

因為香鋒成了龍的帆風L新娘錯， 也是

神賜

給世人的泡唱（參創精T自昂之唱一 1-3 ）。情.:ftt._)j色瓦磷.31述
盡？拿告台包起�可人 祖先昕來留T深刻的印象，

�

神的收成也

�lf.F.美足。
背協紐帶最麓的方海軍益者是用 一 些.Mt地流良的旦旦
卡，

一

主a旬，丸公叉的出災， :to］夢見唱央司世三：.；－三王智， 易

j皂 ，宜地抄崇鉛文，

一主a

退卻旭先﹒全文牢記。 錯.＿；悴每日一

卡

自寸B寸混勻， 長此臥龍，

一

牟之后， 教少成三步， 數庸

365 ！位卡，主鬼神t己f已3已形中成了珍貴的處處。�片弓﹒以隨
身帶，L汽車、 3、卒， 以1果不吋貫主且， ...至!Jj色�身色華各象全呵？
零口出先費精可學正磷元誤， 著身色幣，嘿，1昆虫足協慎， 臭早年誨，弘
t已到 一 事不嘯， 主t.J之抹嘴，嘴說﹒萬，譚。看起沌的操蟻。

4.3

一面結研一商店用
惡之知的J'1路， 除了是指不懈譚口普d屯錯研到＼ 錢其F已

�吾益。 看...九坊的占苟F芋，J旬，看也瞥，再背TIT且已， .司長認棒，1-i長久春
在帶，塾，.t.;f之守。 又看.;f之T害民地接融， 恤尚缺.，"C,地舍己， 才
血色京已具司是祟，每t己。 l31i-、 切爭、 當起步台－Jil支農眉之－－固，Ir' 要�趴
與j曉凡是另一回事， 臭棋堆的是續沛不舍地給態下，急，
�才揖抖，但張－J'1芋，J甸的進益。

13

倩
道

﹒

-'tit且已象是主人在為-!k�特告曹長圓的Jl..弓﹒進行。 船銀
重誕前弓F喝�付，龍大戶呼，a

「蚊子，切記好好俐周之

脊骨、�！」－'ttt�JW.看·J句： 「詠氓的主脊骨�是指，....�
＊百？」龍魯迅： 「善}fl三脊骨，抉冕成功的苟且訣。 嘗 一
學﹒堯如鹿骨， 惜，用，也祖先人渴草成功。 現暫且發是頓骨， 善
用r巴..電r且人油1智，建省瞥，.:8成弱的最好';1j錄。 3管三壽是脊
椎骨， 嗽，用，已宅r以不可事地辛勤.:X:.1字， 直到芋，看見時成。」
久才的貼切3之九A「屯管不懈」。拿錢瞥，J明要在瞥
司的混在中-r.t..t..1℃脅。食遁入首先要背-r,t"f\;.吟， 不魯特駕
車且不富己情－··學吾吾銓。祂必須犯是鋒主告成「智，t

J

辛草草地提吾鉛各喵互相結賄， 持「特腐臭的活解釋居民
的，」， 沌祥龍才純珍惜中之喵吾錯看全宙的學Jll（赫爾
.::::..13）。
每'ttt1奮遁入全考臺銬， 必須試車j趴下

(1)

a成：

領痛不會：要這車述自祿，娘要具奮不屈不義的作
F屯和金淆的發』屯， 不舟因車很奇佬。 43已早﹒晨，早，起半
小付， 1民呆一 神明智的紋贅。

(2)

心處處混：祂哥哥接�吾鋒的.夢， 故自己的民龍海
這娘， 然后造車鬼魂人。

(3)

明鋒先非：龍必須「"5}"刻是非」（排一

10）， 排A撞車

’芋，香袋，1晃悠「按若L't三步解其主里的且也」（全是居二15）。
結果寺沌的一切鋒常耍 一 一考究， 苟，血色主屯.J.t..iE瀚的
結槍。 因』丸， 各錯中相處的企文要拿來互相印証比
老鬼。

(4)

學提翼翼：龍必須給吾銬的掙大真遞增位提牢固。純
正的活漪， 2口，L純正的道龜， 禮記培出純正的（食品l)
倉健﹔純正的情遁入情純正的沌，才禹色官缸l)l.;t‘者「在

14

9, 13：西二7）。
(5)

切合時�：龍必須仇恨自己在

牟學現.ff的步f文d中JJr

9屯的吋可℃地址﹒ 不難忘．他JJr.署長的會．每

學t-89令「文d雪苛

伶道 人 的 資 格

其道，ι，純金元成 J （參創錢后一 10，的四3：多一

且也！沛馳。
建華手r換看屯九�迫吳忠堆的前已﹒命， 祂巫£長會自己已錯
又韋造課題手干了明嘯的仇恨。 先守杏帆， 沌胡臭氧民瓏的具
T字， 在t"*P夷之手勢3已白色，;i:.1字， 是為世，L最好的主人所T字的書
車。 大耳的活寓，可學雪lt.111細心回味，
�揖昏告寺， 獻給耶和竿麓的
手r一世記但女才錯瓦

「雪且不背用自哥哥之物

神」（揖tT甘﹒四24）。

.m.久Jitt)j喜悅．

「宇先來 一 且也龍泉，

在現，自己 一 學成毛。 」錯�·久肋骨悅．

「沌且色的晨曦

街頭，時， 研究J東E..i全昆虫會不懈地每日勾悍，、.，，、自寸， 前后，
十五年之久。

一

學成名的fl]£�謂之＃錢看，在廳，中迂回于

哼是！

5.

他必須常常禱告
者入哦，．

人J詞

神帶告。

「嘯，幣，且1人﹒時

神t舌稽的人， 必須嘿，嘯，�

」省已先榜告的事$既元�"'*t..－且 一 又不麓，

苟言學必須侖，嘿，＊「脆功」陪祥。 多持會即主制學.7J壘， 3》
特告llP少、海.7J膏， 先學會會llP元珍貴。
的血色.7J范圍內安置了一

mt

「離子誰敢提世嘿， 降下身已拯

事先-Ht'揖．」的塌方。 珍惜和但切善用
會包。

神在每一 1tt倉健

�mt 勢必的人吳明智

「但那夸張耶和竿的， 且必)A新婚泊， 龍的必如岳母鹿

題，L騰，．他們奔跑都不困穗， 哥？其；.·卸牙＂j麗君已。 」（與四＋
31）沌鋒文房九抗新。

15

倩

杯特�帶告射下的乘出5之九宮的學背鋪車況， 「巷，告
是一神鬼鬼的第錄， 自由地潛在1曹先，L之主的旨，電
肉。 」換言之， 椅告拼法調試3t
食抗J司

神的旨，沌， 清吳祖先搶

神的旨，沌， 見祥龍舟祈求的.:iE.A.

予的。 鉤，當勾.:ftt.:

「義盯著煦

麓的， 沌堯麓的扁

的旨鬼祟"ft-4久，

14-15 ）正呆球比甫悅的。

欲地祈求
合的。

神， 認

..昕

舟存起讀性元慎的心。 氓無知道

麓的一切身求的，故知道雪lt1f1M-求于
（約皇五

神旨，＿＿..＿要推

神．尺Jaj't,.勾

骨

的， 先不嘻嘻膏。 」

試此， 會僥守以隨心所
乏實元，L的旨處所吻

因此， 每1:tt.a.督傀底椅告混：

「A

神的旨處處

裁。 」
位雪lt.111談談句句，體會，也蠅，相勢的商﹒件，：錢們的轉
A車l.� 。

5.1

禱告的榜祥
能麓的昇次「幣單，耶穌」一一

神吳學色的朴人， 扎

在世’，L的先靖宇，勻， �J市場已提毒，告的地址和會頂，。 雪鬼
們要B寸目寸姐的忍， 對

TF�人于在地，t.�含背包寸，

R良久的旨月t , 晶已盡于民主吾吾可了全心..
說， 主龐然以

3巴金廠

神的世i" 0 JJ匙旬 t舌

神弓•.:ftt,J;起肉身和人子的身，5j'滑在世，丸，

是在督我也可學以后l祥的方迋�兮膏， 完全娘，世久
吾民骨干領尋口賜予泊，金廠廠妥鋒的!A辱。

神， 龔自

誰會久的�

幸音弓r現f:t;音7當瓦胡﹒

(1)

自己的几包：

「于克車身自己不能詳汁4丸 ， 憶脅，看

3已久所T宇宙旬， 于才血色祥。 」

「述其母身自己不血色T掌骨

4久，麓，毛./A骨具－.
. :.t../A會制，麓的會判也是合平的，
16

（約五

19, 30)

縛，r混．

箏，告的主錯， ．

(2)

「墨人幣，嗽，轉告 ， �守

去，屯」 ，持以比喻中領謂不會的對人泊湖加以哦，明。
（路＋八

倩道 人 的 資 格

因為裝不求自己的足足，只求那聲進來看的足足。」

1-8)

路加福音猶....督成為人﹒予的t己學中， 者帶多學，告，

..s. 21）﹔貫穿＊·余人總自掏

的商手，如5見過付（蛤

� 16）﹔在山，L「...苟延轉告」（婚女 12），
的身珍貴首（蛤九

台包B寸曹L

的宙說試試寞了 」（J各九

8寸， 一 tt.J'1號E底是苟，沛要求

a龍的要求，

..

主導，告，」

:a吾吾麓的椅告，」。

說 ． 「求主

�曹先得祈求不誠先昂，（蛤廿 二

祈求， 「不要是－.1屯的足足， 民喜成

的足足 」（蛤廿二

廿三34）﹔

29）﹔童話「

「主持告

倉足足了雪!t.111單車站g屢見的「主持文」 ， 身患

��A11健的學，告文﹔

32）﹔線拉山品，

然后草車站.J'1健 ﹔

18）﹔在羹，已山，L’

程且親自科學L自

神槍告，（蛤．

42）﹔在＋學禱，L

�昔比人帶告（蛤

義出最后尪砌的呼﹒戶「足了」，后又特告「又

哼穹！章制，麓的民瑰又在

子里。」總后很訣，..，...甜言（蛤

廿三46）。
泛接t己學生昆明了主－＊－活在椅告的勾包責中。.＿A

世 前，

會R

也嘿，錢�榜告，（醬缸凋約蜻宿會＋四1--t-穴，）。

在約車會福音賞雪汁，令，中�I惜別的i1號能夠，官良每一＋會
我看后，先不是慨芳，手，浩然多OT!

�龍的的課學（ 9-12

常）、三�.B!J出來(13-19 常）、合爾為一（20-21 呵？）和總組（22-26

J;.

常）浦祈求。鐵會以冉的現i予， 章!t.111宅r 丸，思Jij,, ' 車，軍記起皂，學
賈仁智的，但會， 雪lt.111告已血色牙、稽之D.跨l.Jrl.

的品，錄（官瓦爾三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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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禱告的鼓勵
荷槍告的必要和吩龍，各鉛中各純的具包E.A.-a的，

也紛旭東或助每一

a.a.咱哥僥莓，告c•創太突5-13）。

因此，

每 一 位革替我.」摔成一帶告的勾慣：

(1)

均生活中的每一瑣事禱告
章先啊，一 吽事太渺....、謂不得要持告， 雪鬼們在久，L的且已

�龍洞「帶鼎的逛 一 切寒窗， ．．．．．．久久堯如沌的。 」＃

.a呀，「Jtfl

且

S良憊的丰富’， 在

.a.督耶佩里， 現

一

切身帶

舟的都先丸。 」（太女32-33﹔排自19)
與蹄，.t:..' «.111「

a 童話

一

先益處，只要人，請看﹒帶舍、

祈求、 和建樹， 特諒的身耍的告訴

神。

神所賜崗人

見外的平譽，此在基督耶穌里，恥乎可想們的心杯足脅。」

c•

四6-7）官借調，官： 「帶告或�芳，。」宵止如此， 也造成
裝了草督我嘎！

(2)

方事譽主的每一惡面禱告

.a.督給打我氓，：

以1*111童話通t

「要取的底線多， 神耳的人少﹔所

a祿的主，打-*..:I:.人也告』鼠

的底隸。 」 （太

.a.督僥帶嬰

九37-38）每一 令，官司長的�帝都帶情緒告究其。
幼，官司已哥，指學爾特告。 老血色誓，3、又祈求「�
31吾吾述，指成«.」（幫會如一
嬰幼哥哥智越特告，

-5, 7 ）。

名的.試，

3），﹒悟W-1賣學人4逃跑a.it�錢。

神且具車接恤』包持相當峙的特告而賜予（雅

嬰幼海JJ41L、 7.1...譚白血色泊爾祈求， 述科泊，車

-r 28-31）。

主彌稚的研站已且必不哥客車（善其創僥四23-31﹔與四
看，人后I；，恥純正尋求于奮進入的原含混祥J句：

18

多能干的食遁入？」1Ct.1fl固串串混：

「﹒你們要一 位

「－'tftj色重鷗在聽著吋

(3)

禱告在保�生活中的重要性
寓里舉辦家槍帶!J!: 混．

「曹又三肘， 覓血色重其呆。

侍道 人 的 資 格

接她R!L民主的人！

暫且吋、弓，』直是真藍＂＂＂＇ 在民籠，.t.�呆巨人， 其身以能如此， 全
會持會之功。 鞘�宜于考龍在唱會中t己擎的持會， 即守啊，
知祂矜持告的重視，（ .. iii.$- 16-23﹔三14-19﹔排 一 4﹔
百 一 12﹔柚甫一 2）。 魂不但為會我帶告， 也要求會傀�
龍1-\;.帶（］彥＋五30﹔林屑一 11 . . 一 19﹔帕爾瓦25﹔宙
自3）。 麓的軍已在的迫切骨耍， 晨，足以己身般的祖ii走，官接
歹說 ．

「花在帶告，之肉， 嘿，為敢冒1竭泊的軒昂之。

12)
�于持告的重要位， 路見，沌的插足

」（宙間

a浪會仇深刻詠

看：＇＂：
旬，會成章盼？科學瓷缸，
超越世﹒人Hf.A直題，已。
因此旅Jill祈求，
書記如噴泉，
人是鈍鬼說奴

B句t..；：，乏，也。
神，

tli.J包早已結自己

.lit.為品！｝..）.、商T萄＆孽，，＆.且已哥L
R商海中又起逗著盲目之�含音﹔
2屯．每禽，勾乞山勾已等r1守且每S辜！

6.

他必須生活奎清
官切II合﹒

均．

「清淨1Sl次于歌廳。

」才會我來氓，

a試

「清等數是很度。

19

倩
道

6.1

清冷的絕封性
..娃格言：

「諒111紅給耶和平暑S血的人郁， 學畢自

活。」（與3i.汁，二

11）情遁入在莘莘余先之中特別要先守指

皇宮。 龍「必須在.外看，好名貴」是指在司長會健之中 （章是前
三

6-7 ）。 因此，每位福音的浪看草委佳的鐵蹄， 4挂在取庭

中、 .:I:."tF ..I:.、 社叉，.t..尋a-1!t會中有「好名戶」’呢不很背
帶吾鋒的真龜，臭要「人，恩來麓的事先主

神的沌。」（多

;:;. 10 ）沌恩來包插在�－...1:.蠟皇島， 心口相棒，
見貞的巴金， 恤，情平穗， 行�.'iE.丸之k品位苟t

主清清清，

..«. 。 越些品格

所帶來的瓷缸嗯，比所"f馳9;t籠罩巴強臭啊，.7J。嘴，人貼切地說述，
是在督的會押在世J旬持司長.ff..沌， r皂迋吋吋﹒附帶車每頓到、的費
語（參創多；：；. 11-14 ）。
曹長�-tE.M長.:tc.J::t:..唱， 期且會電定能量，嘗嘗吾.zljl:_幸＊..I:.白色平
衛， 龍在且，→－3i.At-t-索爾令中主主祥，也結： 「官u鼠的先
宅r1當 車窟， 當l.眉苦到沉睡， 品已�哩，F曲帽呵，白色，世t1乞， T字

牟爭演講建

成的.JL,舍， 亦111..aa混世﹒代中， 好象明.:.t..ffll緝。 」沌..
A，屯口一家的先淆， 冒己會且IU會不懈的見証。 益增的韓三足
先明磊落， 宅r以貫初始終的串串jl:_命的道昂昆明出來。
導干入低：

「除非札又降世的主﹒龍在雪約1心肉， 不樂

章屯的依偎娘要后1周圍的�棍紋降。 」學年費，的脅迫人接
5足于t\t年增會我的忠告，：

「詠只要注，"C.祿的品行， 主..

舍，聽廠祿的名替。 」品行是＋入內心的轉現’， 毛瞥見到、
人才吋、人的坪稽。

神，till!.雪鬼們的內喝甚于雪!t.111舟、在的

行為， 因為內過主舉了人的言行。Z蚓、祖會且，一墨汁，
一帶身份的福真真是人「先世的，屯底」。 這直督插進入的

20

積��農科行為， 如「.，屯」、 「我陶」寺， 沌，且是給人

6.2

心口不符的危隘
"f.豎立足人,a;t:_幸脅中本身已貫借自己的故巷， 所造局已的組

倩道 人 的 資 格

品行的插足。

害， 是述看，？卡.＆，..Jl巷的了。 帶Z彥誰會看吾吾于§皂白色，帶領， 提出
一些別人深尾的J尚昆，

「敢說

Jt.a學別人，

這本書k學自

己嗎？可想帶混入不守會瘤， 自己這會身喝？可缺混入不宅r
好幸辜， 自己迋好港嗎？可缺£足足T員可息， 自己迋諭 JlSJ宙 中之
物q苟？敢指學帶喝：，.：夸口， 自己掏犯偉棒， 站苟L

神嗎？

神的毛在丹、插入中，困線的鹿三:rJ&縷，正如娃，L所泛的。」

（�二21-24)
頂，可學混沌的是， 一令人不能在主活中貫初自己所措

白色且包，

斌等于農濃

神的真車和香絡（參掏錢前女

1﹔ 9

，tmt

.:::. 5）。

委娃t己能尊rJjL拉告九五月于犯對」2羞恥游棒的2丸

學反A:

「只是可銀行述，亨， 叫耶和平的官L故呆滯早已濃的机

會？。

」（揖!lT十二

14).W..51已証明亨見車伏的戶，賞能。

智人才一位口才帶令宮寵物龍主U看不投庶的情遁入7
了越忌；悴的幣當吾 ．

「童話龍在游台，.t..' 章先梯，...龍泉J語已不要下

來﹔1昆虫祂？？束后， 義精...她永進不要昇志告！

t午9年前，

看，一首人清晨唱的短缺， 書已t苟鞏固干， ．

f ﹒世民日常言行的戶會甚鴨堯
臥車k世人帶.;r;;.i,J 嗯？倦的道！
龍的全看祿的官「行，
.r,:e 1飯的言行背Z甜甜。
平7.i'JJ!l以為，
﹒像帶進自己

»..-'Ii恨不懂的沌，

故宮r以局已砂欺S攝世，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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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巳輯L響所唔，
世人看這喻的一切 ！
有人為一���誓不足麓的情迪人辦妒悅：「剝走了，
龍舟辨識荐的是純金的風摸黑。 」跨海的1叉車丈罵：’「如果鎮
集本身色唱起呢純金， 純金的撥單又看啊，..（＆.

}fl'赴呃，？」

童話世人知道背道人�含膏，L智取翰的行為， 爾主鬼神行
為只J訣丹、累加以＊－1聾， 人們不﹒但會Jf.t,i:鬼神冉，毛穹的行為不
屑， 3巴拉人比�1已帶揖兔祖膏， 且．繼續主潛在lffl.足之中。
祂們帶試車來
果呢呆

a.a述，科言行不一斌的身窗，a.a地混：「如

.a.督徒， 那雪足于弓·�曹先且督徒了。 J

t舌稽的人必須准會tt' 出 .att'白色�1介。

.

.:it.處于費

神

祂要噶兔「各祥的

迫害」，以先過是辱車，的名和主的.:I:.1字（帕爾瓦 22 ）。嘴，人才
一位不旦錯， 但學p

神，t用的情遁入坪份說： 「虫不

明白�1贅述人或31人的身t..7.1�1守7前來﹔看龍的外蹺，也不
亦如呆。 」龍的 Ma. 回香悅： 「祂甄別人的原因是， 在
祂帶進的背后手f

.=.-t-年的香嗜血幸音！」

6.3 成名的危陸
在余人眼中， 于贅述人比一般人占有臭且是學的地位。
因此， 祂Jt.t自己的言行包哥哥相處地比其鴨人2口商位棋（�
3i..

15-16）。耳籠子里的乎家和先發...t.的科周先用來jlle寸。如

果我舔了， 民影哨，皂白色主人， 旭先申塾，L的科舔了， 帶多
人會民誤導。 試此，

.a譜的地位也要附帶官行一誠的先

生脅。 沌包給了毫不伶惜的自會， 通常一切已知的罪行，
.:t£.J展學情司已下， 甚互拒兔��脅中會棒的根血色， 革人�.－.督
的見証和「取三步鐵人威海 J （林寅宮女
22

12 ﹔林扇，女 3 ）。

生音。 迫包錯了毫不伶惜的自會， 進甫 一 切已知的身制于，
在弟是些情犯下， 甚1拒絕1至看中會﹒垮台台根龜， 品丸!Jt.,－－－督﹒
的見証和「取.'5)-載入！＆i學」（林草宮女12﹔林后女3）。

倩道 人 的 資 格

人會l'"！民茍已辱。 故此， E詞語的地址，也要附帶言行 一 致的生

爬山看明知鬼陸重重， 主E揖;J民軍民通k龍尾， 只因爬山提
棋呆超i﹔元旦穹的事曳。 �要逃到自祿， 明匕首，.，.、』‘屯

.w..w.錢包且已

虫學.:I:..J息， 譚口鐵龜鹿自己的陣身色。 苟LA'皂白色，!d:.早已中， 龍1﹜M�步
�瞥， £人民：...失足。 龍記£丸肘：.tt:.鴨r

神的T℃官人， 祂必須在

欠佳」L撤軍自不用贅宮。弓F始吋吋字可學好，是一 回事，

會主要

能給鎮1絡-*P呆另 一 回事（參細加五7）。

e:

夸張守能先﹒借這人最嘯，凡的缺泉。 等r 寸， 苟官價鋒丘之
連學會1崑簣，人先海辦扒出來。 插足接1守事件要戶守主已
屁巴軍先請付醫學UR告，。 夸張是都泛的勾慣， 于覺到包人不眉立挖 一
att.�ρ之ijt且已.；：：：：：.冒五＋址， 龍也不處夸大自己的鋒身品
嘴， 4九 封神學步F兮兮．
事盔、 錢L：妙

a�普台。

a所融的都均純

「人lttRr昆、 請看

明t.白色昌已見忌1�忌， 瓏的悅起1真， 項t.�

在司長用人鴨， 其S之前先宙人， 克青先來看。 」者丰富’的想
謂之_;;!JJ之雄靜的恩賜， 著用來夸張成沛成了毒草！ 色丸雪足甘1
當是棋提蹄， 先摔成立志，還皂忍， 封lJ撞事車，三已。
提到夸5鼠， 主t:ft.i:llH.種各官已自東首掃ν些困弓，去處哥于自台，見竭，

T'FJxl.'

尤有甚者， 又為于普通人、 拭賄罪口唱詩看吹草tJ志又

賦。 龍的用紙輸的形容旬貫蠱在 一 起， 為每當長注換看成吩
4皆以�龍的導干會帶昕 一 位「手r3已以來最看恩賜、

口才最

瓷、 滑.7J最先沛的情進入。 」
電T怕的是，看，甘情遁入本身，完看

自決自摘，

說如��足圓的f告牌進展奧會中久時.it.'ft'的推銷鼠， 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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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現采來現，看「世，L最做人的晨5屯」。象「神寺」、 「帶
3、」、

「旦采」、

「取l現K J 、 「令人很長」和「成熱」

等形容旬， 苟且具，償。 先給如1守， 主的可卜人，L主，自旬，見賜
布道， 切記自己是「革督的唱起看」， 不足足�'ttt「鹿己」
之主的令人（助長＝＝. 7﹔參看建廿令2）。
重i!.1奮試樂乎可真，與瓷缸，萬切不弓，陷入「搗鬼輔」的團各！
麓的守以記，也混汁哥哥甚為曹長棍， 祖這守主前A:..。 ，已必須看’
，嬰幼根錯， 3、帶會Al督徒的謙虛iF凡。 在T電r貫主的情
逗人， 著身色，之宙流�'ttt筒朴的「人， 是�

神那里盤來

的， 名叫約草會」（鈞一6）， 那1晃晃最好，不是的了。 健身已嘻
嘻l-tt.沌吳學肅的推乘客呢？
路�只曹先是先約翁的.召和民接到色的插進司長嘯，總特。
參網路加祖會主已，－

z三帝， 注.，－.魂鞏固1可－＊....31入這自身

吋世，L嘴，私有品，看， 如：宜賓擻提庇留、 本番號拉�、 4ft,
偉、 用長 .7.1 、 3E.�和故3E.錯， 然后在沌，世浴名單，的背后帶
出插足的商潮：

「獄迦3閥混的JL弓，約翰在

r野．里，

神

的活l拖車j龍。 龍..來到約1旦河一帶地方， 量已排悔成的混
扎。 」宅r凡

神看語世，t.�些有智迫、 私勢，的實'ttt者，

清按手持蹋

的大血色予一1tt.:t£.IV'9野、 機鹿和金清的人（參

創林前 一 26-29）。

7.

他必須善于取守
童話

「

神呼吾人，且學

神的喝幣，且是

時， 也局長魯澤口，售給冊費悴， 因�

的背起＆ J 。 童話

神耍

的造物屯掏，

..賜予趣盾。雪切1月三動看看�－－人在四方宙：民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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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身，L、 』包智，L譯自芋，氓，L的都要。

東性必須合這
雪鬼們對j足缸，色列在，一位， 以傘兵，E要位

4E

，s－1

、‘．’，
．
．

7.J

。

倩道 人 的 資 格

7.1

。

他必須蒙主賜他公卉倩道和教辱的能力

不是每令.－.督徒都在民恤，L脅，令弓F陪迫和欽岳長的血色
麓的在本帝的介紹中指出， 現，今世息，L的一切狼，r

先繪成功地義培人可串串·�恩賜。以路局喵間，令墨汁，突
帝才2龜鹿豈能哥哥哥民祥息，
恩賜貸給人。 ．．．．

．

外，丸肅泛的甘寶典﹒ ．．．．．持香祥

Rt賜的， 看我號， 曹先知， 脊背祖

會的， 有很府和鐵蹄， ；｛） 要成全養魚，
基督的身，幕

。

各忍其獸， 建立

」讀韋爾科足揭「龍糕， �知」風于根且在佳，

頭，在用不看（J學；：：；. 20-22）。﹒借宿省的取費主要是在車的「司』
均」， 利用福音﹒童話「炸草書」， 量已潛在其中的人札�J司的
�犧句地'tit中帶車長出來（�－ 16）。拭看克省自己的農傀錢
緝已沌些「�;E'」， －爾自..賄，島用吾F縫中的賀卡精品1Ul1C包
111·晏稽的會』屯

。

.然不是每＋﹒倉健都看”時祖會·JI.全省教；..：膏、

.}Jjff

的處

’t 。

具島， 實主脅吾官t.M.咱哥替之為P .liL;{J.M.唔，�la姐已。 因此， 祂眉鬼啊，根

尉， ，也寶貴語為主后1人見証主的A冀魯、 $恥乎尋Q7.J
結J可我混 ．

「詠111" ....要作麓的見証 J （我一8）。在鉤，當

講會﹒＋且，＋女命中， .:t.Jt:t咽尪官1當也 ．
述，

「不是澈的據述了

吳建S在逃亡'f1鼠的， 拌，且三步蠶豆諒的各結果弓，’

的身患于幣，存

1

。

」越是每令會我的取�

。

叫諒的

在新約中， 章先看

Rt獨自人接立的惜這人、學L肺..冊， 摸，中唯一插進缺
4立的臭者之傘， �金每J、自身已步忌、 J、�j全車會哼忌，I ;ft,17";{, ..
清才配�起告會的長�1覺悟（參刻我汁，因23﹔2，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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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令.－.督僥幸專車，的恩賜含?f-1奮福音

a－.辱， 持不等

于認龍安置在特划的昕紙、 寺且比領域， 且正誰呢比)61拿槍
倪育 一 等。 龍T老祖會

a－.學

神的悟， 是均主行龍：進特

錶的恩賜。 因此， 龍混視，起自紋，L商人 一 擎的刻、來， 以
為自己比其祂官司走強且有所不用。 每吋、搶食各視﹒恩賜，
采取都對各自試用跨海的恩賜， 以賀龍鹿隸主的，屯Z民主龜誠
和建立召會（參創林前十二

1

lif.才，因

21 ）。

軍已令在這在督...中提官司走過行民主i)";,{J妥跟人企和平會
我的試錄， 封記者新約金紐約有長鼓聲。 道L科底訪兔�不是扎
，神珊來，
且龜居t

F皂

�全是人的T字錄。 主主制底在現暫且世紀吋.31入，

:r 喝：.」克封記了的..輯、。
鐵棍，L進谷，泉， 雪lt111毫不明之氣， －ttt.禹色合弓F時祖脅

和教學的會魚， 必定先�己帶叉的主海主主特別的恩賜。

(2)

他必須按法友捍遠恩賜
是直督徒又是哥哥著足令骨游沌的恩賜持不足瞥，

t這

哥哥元主i)"�軍�恩賜的步，身色。

(a)

要城心渴慕遠恩賜
告各錯重丸助會氓，

二

「切切的水那又式的恩賜」（林前十

31 ）， 又要「追求晨，，也要切，包腐臭的恩賜，其中又要

議，包的，是，祥先知排主逛。」（林前＋四1）追星「＇＊＇知吟道」
的會J龜兔犯格來的事預先游說， 謂不是預卜來知的’，
足足章覓覓啡講學

神的活以造車龍骨述看， 紀主的心...－.·借這

T屯人。 可接歹童文吩啼會我「要切，包T宇先知帶.iit.J （林前＋
四39）。 占主主各成悅明T奪去也人首先要有足切和吾吾稽的心，
26

A成為主的T℃宮「人。 2鬼神』屯A章主義垮， 先看捨九的帶

..勾才集成訣。

(b)

領受恩賜后要「挑旺J
唱長�粵珀「給豈是學太．

「為此君足見D.1鼠， 竄，數學$

倩道 人 的 資 格

會、 金銓、 吾稽的－＊－含音， 排在主的.:i:.T)!..t..8晃動和主切地

神

諧音起草魯老手締結祿的是鳥，昇如此重龜鹿起來。 」 （錢后，一6)
恩賜嘴，如�追尋.咖啡中的槍， 除非記，巴拉旬， 否則，記
趕不了作用。 在全先翰的依料中掰命全見智， ，也先培－.

re 甜

起來。 J司草皂， 8口轉F痛不能旬章記追尋Ut果， 槍勾畫龍旬，

1JI'

4身處處相勢， 缺 － �守。 虫也底自己得不盈抽色，甩蝠， 最終
且已在呀眾中跳起麻級來！

t畫龍甘1骨Rr歹J'l的忠告．

學贈送私，物的，好，旭先甫的丸舍。」（黨廿五

「血

14），：鬼神于此

的情遁入這臥龍口說是旬， 嘴巴 E張牙之$鼠， 也帶本來激洞人』屯
的甘鷹。 要知道自己看錢宇rJ農科恩賜， 昕�AA好，的晶已
判。 金縫中的考車全是「足于T)!－＊，知帶沌的．．．．．．真命的故
對慎足明，’。 」（林前＋四29)

-.a足見島的方海裁是在三I:.1芋，L愧，晃地r� 鹿鼎，

學接

句B裙，體計， 續3育不會的結研﹒吾吾重聾， 持且不』盼這用已啊，的賞？
電車。 「－.

aJ

成品虫也希敢看本身的�；哼， 1iU岳些人來此書

玖。見JI,迫棵J超導r商方宙：厲

神．每風人的﹔賜予先

神

的特執﹔智心站研、 起混．每月三蹄地＆.ffl-*P是人的費話。

(c)

恩賜要靠事奉來投捍
恩賜措畢加這用爾這夕， 也因司立即？且，絃諦，覓。 好

比人結會主長、 乞＊

•1:岳宵-f'r)l缸，只有�·底哼，絕唱輯：鼠，盔，

食宿會．每A辱的處跑包本身已爾丹、。 瓷的不甘頓息鋼琴司已
.又跑長的情－·人的局已功， 珊，忽略了局已功背后的辛旁。 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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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人說： 「晃晃的十三步之九先汗水！」吾捨�4-..混：
人喜皂Jffl.»r婷的恩賜燒成：.G.
著手r帶進白色， 要蟄著
接著

, 1字

「各

神a:i龍尾姆的好﹒瞥，＊。

神的金官游﹔著手rA民害人的， 要

神所見品的J含量Jffi.害， 叫

神在人事，L因耶錄是主督－

T學取緝。 眉之．束縛已輝、 私血色都呆

的， 直到永永進逞。 河

的。 」（官瓦爾自

10-11)

主主祖先量的可注見到恩賜晃瞥祟的取費。車長督徒海恩賜，
�要安善地為主，故焚。 �淵明述其車， 是直督用爾-1"-tt.喻
t吳明爾令是宙。 在很弓咱包此，喻中， 每＋可卜入各婷的狼，
相等。 主人吩咕：
十九

「諒的各T宇先沌， 直等建回來。 」（路

12-27 ）弓﹒具每tit仆人要負起的費在呆相擎的。每令義

督傀告．有不周恩賜， i于如1守在有土之牟Jill事，

、

自己要

重L接�主食費。 在家血的比喻中， 每司、11'- .J. »ri學告..J卒，
「按著令人的才干」， 主車里所謂會貴的不呆費悟， 沛A才
干，（太廿五

14-30）。

所有且在營的朴人在f覺悟，L故此相寺，

但在才﹒干，.t..;f之后l o 費接見「人才

神賜才干的反底。 」

銀子的比咱t；鈍如福音， 吳先給每一＋會我﹔要龍為主人
尋找、嬴取久，已的民瑰。 單��的比喻悅明真督賜予

弓，

民�16)在底的恩賜。

(d)

遠恩賜可能因經忽而失掉
軍屠豆夢幼地提學太﹒

「敢不要語，兔跨海的見助。 」又

增B!l人混： 「要去t3E.1'.布說：香﹒要退嶼， 息詠8、主Jfi'tJ屯
的取-Jq-。

」（提前四

14 ﹔宙間 17 ）結－ tit站在督傀來說，

因

語，兔爾不能完成主文犯的現命， 既宅r，也只．﹔集電r伶。 A主
記述的抗因梧忽爾先貴的風歹中搭車先出來！那首豈不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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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著．

民L」具..圓，

如龍，

�t寸Z民

「義既然鬼鬼不均主人串身來麻顧自己， 道...靖T

留著5已成了，且簣， 1可不用

re 』鼠－麓的恩賜，

扎比學遍地

鐘；.雪音， 扭曲唱包人，F述。 」（蛤汁，九20引）

倩道 人 的 資 格

的令人用抹汗的腰布包車幌子，

自然興﹒嘴，林為「萎縮的又帶」。 」每殊的語1守成軍車母語
1事..i.t..J集T字，

結果放舍先瓷缸先用。 割的、測手， 拒絕用腳行

3屯的人最終�各行3屯的血色7J。 拉如j沌R支陣的肌肉因長久
氛已用沛T日新J龔締。

即＆.脅，身價「吾人」挺累哥﹒長久實拳，

結果去說過管犯子曇下。 看， 一 位對女殺人主車子手， 四！.－＊.誓音已躍起
月三漣暑，五汁，勾引 鍵予果， 萬再再見－－至盟， 純學混混悟， 寬然鹽，口
3巳言， 原來她的戶帶因長久，學
量n身患
給忽直延

Aι珊萎縮先用。

神呼召排站L恩賜予接人1告到包的血色泊， 主屯人老

m兔善用，皂， 最終且也久安足見她沛元錄背道。

色ι

量切可記述戶，r白色，與銘ie.，屯Jt!l：宅T鼎的謂不用， ��且已�
局已先用！ 詩人均比曾說， ．
「多年前，

童電傳一開＇A 娘子，

蹉跎龍的吩惜當t:

I mreJ,

重定必B縛fRlffl;
韋伯區會商定用 9
一

叉，

re果然�·茫圓，全！

因 一 時的管舟，

雪龍記，電路�－起來，

re原封不濁，

牟又 一牟，

今又妥當...要t匙，皂，
且在是燭3皂消失元屆會I

.a.督徒因不肯·�

神主持S恆的恩賜T功夫，語白雪月久，

血于．寄電警﹒龍泉台＂＇7Jlit休。 2屯爾科覽會，闋的議輯、劫不知載了
多少但聽不用的！£！jl民（太突19-20）。 'ft.111對中有獄以千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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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吋氓， 說是因均不知功科自的祉，沾了處
ff.,lit已具島的教L會 ＼
零a

-tt肺了。

培學月三＂＂忌， 明t.111早，E己且已．泊，已苟k買E的ft到t..＞、

魂的的�含甘家宙·...1:.看來足足功的， 唱主宅r沌的

是， 最終「先�」才是恰當的形容淘。 在這＆督的申，剎車
底前， 每一位且在督徒都要出席， iiJB步建叭，官司色的真正吩
龍串串�到坪咕， 麓的的主持�各人的靜先加以謝，（林前
三10-17）。鹿雪t111-t-剝

»..主口中昕割

的穗，寄：「好，陳

述只．良串串丸，電t,，屯的T卜人， ．．．．．．守以這朱寧農陳主人的快
采！」（太廿五21)

(3)

•-n

恩賜要在厲夷的那境中友揖
JJI.X白色，，'L.U揖串吾皂JJl.jj皂白色，；！）...JI巳

人必須眉果。

言， 車已官F且已， tt!tt.

己試、民龜兔，宜、 車，白色T卜人寓，研錢 iii 早﹒翔

的搶先， 像哥哥拾到好先：

「祂們的前命晃厲叉的，試比

.；£.官缸哨包官lJ.iU丈母乏民己局已當已－。 哨包111吾皂毒記揮手白色，車已祖•＇ ‘�﹔
主浪．他們成�－信心不朽的情遁入。 龍的要對己禮。
世’，九零學j/J:,.t:.但昂之， 會t

i巳.；£.頓開包官1牙主.;g－虫已。

會k揖已

n�穢的

、

許己的星皂對己世t:..）

».. 費醫葬智述的園春中特j/J:,.出來，試比主1良魂的．大智莘學＂。
龍的要認世人札嘻甘寧根妙的圈4峙中梓旅出來，試比之﹒院
龍的執濁氣已.；！）。 龍的喜皂紀世人8、喝令軍車司的峙的園春中，學j/J:,.
出來，試，已.；£.田開包官1殺人觀視，。 進一切都浪祂帆風已為T壘
遁的棋也。 」
「元宅T否悅， �.:iE..－＇走過�省會所帶耍的， 包昆主，屯
�.::t...x.�的種ii走屆時干的，屯泉。司法台J已在告會中的造車l..X.
T'Fll.J之后Jlffl.人情福音的..X.1字， 龍的海挺自己所欽的翼翼且
在先活中吳成出來， 成為見到l.fk學神吾原則的榜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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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建成的學巴划。 明包哥哥蟄吋·}fl
建頁略

神的借來喂.＃，自己﹔章，

神文遍， 于�風采白色，且已�﹔哥哥學龍記

吾F鋒的真單昆主告成戰食進入信已；峙中的每一部芳， 聞自寸隨地
－禹色TF血泊』且包的5已屆且， 勢必A..l!J{J眠的，屯告肢，F車。 權季r

侍道 人 的 資 格

要錢，會注神文封曹先能精品的特征， T奮進入必須進學

a

沌神風畏的�苟且中，祂苟，守以啊，誠地在車，的背苟因.:i:.1字。

7.2 身体健社
含?fr曾令道消耗的街神草本沼氣汰。 司ir.g每..I:.
消耗費，ι， --1、

在唔，神的

�a急于費.－.司f':T＂＇、......、�白色，事，..，.7.1虫步考'ti

0

身轉

﹒局又能。每系之密切吳越是麓的清純，駕車的。 ..背道沛言，
..單L沌的發吽晨在建....的身曹長中手r隨風巴的X值。 前已我約
繪了解沌重要， 在給宜的屯的會中清楚說 ．

「裳處可缺人，

子令j盔， 且，陣驚松， .:£*3詢電白色，軍已弱包子令4－－：－命學。 」（約金2)
4．E

、‘田，’，
’，．‘、

身体的份值

-tit.a.督曹長久哥哥給﹒地唱r主的Jl..,弓，的祖r中，
－、

恰當的幼告

．

「諒的身誰是�

曾造祥謂r

神，已福的;i:..J息， 畫？

民惜，已昆明自己， 試比喜皂咀直慎曹長譽。 」麓的的身陣又在
世，.t.�屑于麓的， 祖Z我P已是膏， 民「局主」J司在， 是「臭

•.a

學是好」 的。 主，昇朱時， 有長龍祖『我不兮兮，L清軍並缺錢， 格成
3t謂之主肩�形狀，和

自己總結的身手本相似（

21）。員林

為「畫龍111�卑娘的身，車」， 麓的都不守臭氧， 也不守化
F已

占用雪足111太多的甘J明和樹神﹔1荒丘之來說， 也不守，忽略

ldt紙.g.r色。 雪延叭既不宅r粗，』包大沌， ，也牙����厲頁.。 在．
迫害憫，.t.' 益比如在當年夕;J皂，己的曹志一祥， 風5屯和風人爾

'A"宙T翁F墨皂曹長虫，司已積to

出.＊＿e寸土對：－－1*賜給麓的， 雪鬼們單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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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笛.ffll廠

所叉，已的。 清.i\ti己， 民挂在晨，忽略﹒白色身林中元

今參看，瓷缸地操祥， 惟有果能在「錢給平衡的身E陣」中， 會
我才血色，辱 。 因此， i1(..J慎服服身雄主乏必須的 。
每tit.會號結局。乞的食物a_.，，，，屯進慎 。 人自知嘴唇食
品籠罩並撮暑f.:J:.TF絃辜的傳

r-�•.it.. 。

41文..食述三餐不飽

..吾皂單車�＇ F乏自乞錯LJ當J"'Pit屁巴JJi'揖學白色，會「·矛.，�忌諱口設，.姐告。 t是T穹
劫得多長指宮會D..14.純學會先港的勾慣， 注目喝酒、 抽旭要追沛
這之， 拉....�量多嗔11奮遁的效果。 吾鉛�尋常暢通， 不足完全
祭酒， 龍是�::f.JtT好物，拌， 最好犯31起學泌的呈長百�
以2色疇。
緬懷!J:1主唱，汁，四章說宅T知道一些員吳含情主皂白色來
，苗， 為了5克恤，L執5置的第丸， 也可學抑制。 祿2IJ 造祥說：
「元搶先吃肉， S之喝酒， 見？卡�剝的事， 叫弟元成筒，
一概不帶才好。 」（21J

－卡四21)

會僥JZ;t茍尾聲要進慎， 要掛底持合乎草本統。 種1守很翰

,..jj

的＊•都要棋錄還龜兔， .太平甫的服飾l1t.不會主a徊。 不
少1l.督我因來看太蹺，毯， �...

訝不能三r..TF。 稍看，幟，恨

a先摘，

的人都知道學者說，屯， 宅r

神不會為了

的于

民取消自然的見脅。 不少情遁入要8、結營的錯遍全中瞥，勻，
故此花奇，小心靠著才冒己為主用。
其次，

神仆人到訪的地方也可學....，＂＇屯。 花鹿進.!A:.,嘴，

J旬揖L白色娘尿場冊， 在追耕地方血事且會說福音的具λ且，l看壘 。
導干吋瓷們昕室。有些真督龍混． 「雪足宅T以紀是在督嘯，室。接T守
護舍的對包方。 」述說海完全，忽略了主所混：
己的牟來，放在前接走， 羊包眼看
32

脅。 」（約

「眠，�出自

j因為執婷

的責

-t- 4）是在督我本身已隨心所欲地帶土文，但都守以

�幸脅中進�.;f乏必要的危腔.＿狙獨皆知的，l".g誨。 玲 一
4、試用E犯失神入獅于口沛毒，告說．
9呵先看哼皂白色封r月賀！
犯的危1世行 ；￥）
頭i句英有L早·.ill!

J

的會氓，

「主嗨， 情阻.it.�劉軍

t很 有有r�.11..7揖..」昆明知試

倩道 人 的 資 格

發﹒全地跟隨主的帶績。

不少啊，司l"JI學習，血色的...督我因為總心式，電
明包建華略﹒」如�、』屯， ..宅r以9嗆人牟宿脅了，

因苟，尋寧、粗』屯和越遠喝草奧爾造成會亡見到、白色，事件欽本Jlt.
瓷缸， 述結每 一 位手r.$.l'Jta白色7"ft'-'lt..｝、臭氣式的警告！ 不久
前，

mt J

〈主日，芋，吋Jll）刊登了題為「章是們學口的

歹草

.a.督我明知試者已習映3位的，F憫， 遮不說危害自己的

出了

2乞命， 也危害到已辜的安全。
最后， 會我要注，電自己鞏固宵結帝，自己的身障。 要進
�因懶楊浦�脅和因超帝王T宇造成耗組爾科很攤。 要明
智地在食物、 這姆和休息，L互相慘惘， ;¥)

神錢給身，草本

隨風，才是萃，L白色，原則。甘肅一 官學三蕭＋四帝說：

t..:t. 。

如－－雪屯的的本障， 足令'ft.TJ"J.不揖t吳三

」注�－－最后的

t..:t. J

淘稽。特豆，這也督我以；￥） 自己是主曹長拿擎的，謂不是「三

祂官1龍龍因干劉樹底;/J .｝；忌彌－.:It－！！瞥， 因「神銓血統」

rt•

痛不能昇；￥） 主勢氓。

每輛.率都濟建帝明A脅，世， 起草

窗看...的危

膛。 知－－自己..:C,."f'Fj色，程已成爾譽？有許己的情且也人是明智
和...尿的。 啊，人混：

「童話故祖先鋒

m.it..-a.a.督我為主

＋�e寸， 龍（胡t1旦），且會請在背，L起﹒他（Jl唔，號）到死地。
有一 目， ....ill主苦－11tl't'且也J司..:c..夸張我最U持已。 九年對毛遠
B寸， ...迫步俑者聽�娘告會的卒屑。 龍的J司主�肩章先有聽
局已白色，司已持盲， 悅．

「雪足 ；￥） 車帶省骨文。 」廳主皂.:it.斑j軌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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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足為主陳舍的且人。 」

回香﹒

(2)

身体厲于主
吾吾銓迋拌攏：

是�身手。

J

「身弓，不是為港亂。 Y.:JA�主’， 1包

（林妨＊13）且在督龍的身，障， 正如魂的一切，

全厲于車。 錢啊，T卡4-..tt:..沌銓帶臭漪，a.a1董：
們的身手，且是各民的.嗎？逗壘晃晃8、

「也不知陳

神爾．來， 直在

祿的呈長的﹔＃且．諒們不足自己的人， 因為﹒你們先賣會
果來的。 所以要在諒們的身手，.t.J良組

神。 」 （林前女

19-20)
既如立志身豫不厲于麓的， 麓的一益不是寄居其中，
－＂.＆久， 雪lt.'fll.31:t自己的身，軍事處抱諧，屯祥的，飛i..ll:？吾銓錢換
了毫不含糊的眷賽。 首先， 建'fll澆.g;t/挺身詠獻給
合丸的血清：

「萬﹜耍，t

».. 歹巳昆虫巴滑的人，

神，持特R文章駐非汰的器具獻給
身詠獻給

神;rt.啊，用的車滑。

神是t

特自己獻給

神。 」（ !II=女13）其次，提
「Rt以第3已叭， 雪足以

神

的處a司已'21祿的， 特身陣講起，L， 童話1F滑喝令， A養活的， Jt.
神Rt.a.饒的﹔11.R'fll如此，..Y.:,晨起身童話糕的。 」（ !II= 1"';::;.
1）這紐帶錢明了娥，L身詠 �

迂吾清、有用和審尿的，官司已

��脅。
民航忘了身，障，說嬰幼

帶有妒T告。陳�J已混混：

「雪t.Aa.，巳己身， 叫身，Jilli足﹔足怕述情講會給剝人， 自
己成棍子手跑了。」（林前九
．每

27）麓的的肉陣.».. 出母給.，＿...

神�斌， 如今F皂誰在會我民宙。 �－郁的又能會傀

汁呈，嗡地用身，轉�且具采取這自己。 會僥要T,t發』屯，
別敏地拒絕「肉軍事的情欲」， 控制肉障， 不址，也宅區與學

34

且正在哲學讀音九吋－.：：：.蕭－1三可含混．

神用來局已組

。 3、

「林省耶和卒， 曹先頌

z·育者的右， 用汁，、弦的身忌器和銬， 用專蹲幽雅的責會．
旱，」民驚訝

的建晨， 每句足？告輩學

'19祖i呂鳥， 沌本均勢，。

倩道 人 的 資 格

最后一戚， 雪兔官1白色，且，事，L宅r.ia積起

品，詠書記注口汁，韓局忌器， 宅r毫不管接留地文予神岳的.5k.9i阿斗中，
1民血色奏出身口A，屯3室的主k曲來身已到農
創旗

白色，苦苦幫暑， 濟r」耳'3Pi-

ilf�司長客玖5巴且已
主ι
強告

神。 道汁，弦能局已蘭國民

的責膏，’ jlf.腳其L

所命令白色，叫忌， 一口站

害，自己的泊t路，

a－，屯

T'FJ\!..·証

全根管﹒緒。 主鬼才﹒令JI瓷磚著身已如此車長﹒句主， ..

.a弦，.t.

t皆，自己耳的是k曲。

張宅r龍來自鞏固地奏曲和

.Jl.$4!←苟且也．

'19 哥L
車悔

度揖學扁丈量定一主�
�·命舍3依為主舟，
Z龍混車站起畫龍且已間，

B a.,;r;..J研姐t.:I;,，！皂。

(3)

健康的份值

-:1

人在�告龍泉之后才知道，己的電r 簣，位龍為吋﹒己氓。
可宅T福， 一扯著名的神娃寺J科底底， 也是很啊，智見和處
會的是在督徒， 勾了欽本有逸事瓦拉的唱， 起已督徒老實哼皂白寸
J明創慎必能謹定且不淺。 其中以〈神紐繪亂〉和〈清麗的
益，督徒〉最為R舍先人口。 述爾本帝的內容概述了說砌的
居民頓，潛力， ，也錢有色。急于人草本功禹色的深厚如故﹔珍視，走
帶到t＝會提碘既良好又域，真的Jl.1J告。
喂已指出「隨風」， 「飛全」勾「壘渚」述三＋淘是
J司根啊，主的，好比人，象一鹿三是白色罵我物。底是已是「身

詠」

要息，誰蛤「隨風」的收司已﹔2暫且息是 「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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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帶給「隨舍」的收苟已﹔現曾三屆晃「

xJ

， 要帶給「吾

看」。 又能的隨處包給了插足寺妙注冊中每一屆畢神通過
白色，·晃東海口章，包T)::。
官學

�.a.督徒曹先活鼠、 看用的主τ卜， 現，在都被謝軍

－，瞥， 是因祂們在占地啊，按隨風的商學自膏，L先脫了。
每1it1奮遁入

a斌在自己身色 .7.IMa的范圍內..，，，，屯道，慎地.ffll

服自己的身障， 以1果有絃沌，$土，車足足「章先清風舟，
$的

7.3

神」（僥廿，t23）。

心智健全
接臺銓的裁制， 她

a啊，「道﹒擎的心」。 切t.f;;.組提摩．

太后一章，t帝， 「因為

神賜給義叭， 不是聽』倦的心，

均是別強、科昆、 道學的心。 」r屯智軌響的龜鹿因人珊
弄。 且l1墊在述方官T對績很重要的角色， 令人要對于本訪息
，用自己的心智來，車

(1)

狂熱主文的危陸
狂暑接�弓，線路.g.�

神。

「 .IJ、趙先造看 J

！換言之， 認毒瓦

輔地ij\...-i』縫中學部？真萬里， 寫完全忽很喜息，已部�＇ 氣
急了香鋒真頭，..詠龍的平謝。因為一些﹒陪進入魂，主鬼神「台
怪會決 J ’ ．四見議，

神的指脅和滑稽�人杯娘。 迫科人

t年 困頓悟.7.1白色，限制，

a

先蜂31周是銓中揍，也紐帶來淵明草

草M司長帶一帝的真單旦。
但苦學.::t,.jι憑自不平街的d屯智沛曲解翼翼里， 龍龍服比
�型文。 雪足暫行學..，.，，屯揖已讀』�壘告「電r間，」昂��冒T白色﹒惜別t.＞、荐自

36

常「像看布會峙，載，童話在

a 主主

•�..t.

明己的自旬，已巷， 因�除此之外， 龍BH巳M知。 學人帶
神窗前串串告」時，龍

「，也

敢看，可蘭說， ..主擅自己字，！

」（歹

-t- 四22)

魔鬼喜玖.31悔？每遁入JAii捧讀尋「吾錯舍宙的.a-9,J特
謂世令一些鴨4、人背國J畏的小姐已目， 情此純是已魂的吋J團．每輛

.7.1

0

現已椅且主11£'浮白嗜好·玩.i.tl9國龜－－－.B!.IA插嘴刁f�島，一F為

的主斗1功能力！ ilt.111喜喜��姐的己「＋黛�－

僑道 人 的 資 格

宅T且人道＂＇；祥說，’

神所獻眾的」，

所以金銓中的真通車1..aiJll如啊，接1可發逛， 要細心緒研之
是音司”身且可寸明尾魚的翁的舍。
全省T贅述人才真罵中的學一息，窗看了成丸， ..戶�1騙
車色。 越翼翼的局已冒著能接其本UC.A巳﹒掛A好

��」大，

寵若足足

A.a.每吾錯中S息，皂白色真毫不吻合， ..造成混亂

品

請口2步蜀t!..o �營房面，守且已發-:J-i，再來﹒預言的淵明， ll..A.a
會真車里， 巷1if.是掌骨t己會主吋•JJr用的全婷和杯的科袋，s

恥

一些看持各＋時咒的宮燈會長。

.J.

瘤，今...白色？每到t 、學學唱會身」晏傘聾的全于·宙個 h ．尺色色，宜，持各
次吾皂白色其軍皂、軍皂令台

－

.Ii全帶爾T字也﹒會怪且已．見的活， 道＂＇」是茍﹒

沌的。 主鬼神會長才祂啊，2良會白色，越沌， 家燒身i!.'ft,，屯智的小
漲， 消耗龍一切的見鬼.7.111-。 �科且已具E已映在﹒沌的一切
教學中！

帶來元槍祂墓骨11-4'嗨，皂， 龍混旱，會挺自己的

成具，穗，入骨逃之中。 清單t皂， 底線主九.....�看臺銬的
捧一真龜7前箱往具，色的真逗， 特旱，悟到包人 )A滑軍民的，官司已
中講起冷落，數是因為沌令－試。

(2)

明智和健全的思想
曹長歹－－錢多的會中強咽暫定舍的必要。 龍錢�「純正

的主龜鹿」、

「在其道，L鈍舍先成」， 龍3丸指出籠，，「會

乎純正的!fl.JJI.」的必要。 呢羽毛手倉健要「會借錢，舍，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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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指費」（參掏錢多唱一

9，肌.：：：.

1,

2, 8 ）。純金的會

悟道軍自純金的烏龍， 會k此， tt-迪人必須血色明智和請隨地

見沌。
在多人中， tt-!tlt.J、尤其辜者純

7Ja令人的主張中尾

魚駒，珊， JA.Jj時換昆明，的贊料中迪威會邊的結拾。足想机
智足于每遁入不守.缺的首要杏，牛。她的足令息中于司令冒冒
恥辱L角色的真車里中：

即

神、 真唔，、 吾于§皂白色？侈品，UJII， 人

裊的鏢，、�息和均已髓的福勾柄。 在追些t果真巴中， 宅r

.m.足

想建舍、 看龜賞和農她的必要。祂這可，旭東丰富﹒， 認自然
界和另泉，制.31 JflR!J真龜，L來背這給拆余。 切t己
要

神不

的弓，民膝蹈、 手弱、 』屯弱， 旦旦本身色路路！

7.4

字呎 r-t專
勒﹒會時芋，飢R良先持不守祉， 因�條2多人﹒逛街局已擎的

机會和收取j。 ﹒但Jill!J恨自學每回少自對都是先宅T魔鬼的。
每

a.a.督我要在自己家中的培占全主這紐帶一一一「懶惰�

耶和竿行穹的， 必�丸迫。 」（耶四－........ , 10)

(1)

掌圾的需要
對己司、J、到昆虫子白色車長起t::l.自台..:X:.�A,;f三哥悔自旬，r揖忌。 看手官已有L

費嗆我4i賣血色侈浪奧地唱

．

r:E.：如室走吠，

亭，’�.！簣，

給足誼會，啦，

你j6!,,辦起，

�主算單，

：£.，.，；鬼是...7t. .,

k命之主，

量起來f

神持不贊紙人的先知。Jill!l，.，地繼縷幸音在先知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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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絡會呆旦旦潔、 .Jt晴、 Jlt.:il主會ta.Jl�A悅色，先知， 在主﹒他-*P

說：

， 因吾先元 一 不知。 」另 一 'tit.JI寸跨

「主臂，義是瞥

入城：

「建筠自己的先拘捕晃過，。 」其中 一 人回香悅：

「是嗨， 像要是甜的，倩磷典很多！」
吾吾銓主主祥局＂＇＝

伶道 人 的 資 格

會因自己的先知爾自毋庸自曳。讀﹒ 一 ＋混雜的人在帶告中

「毒吾有人不知道的， ...自龍不知道

”已！」（林諧，卡因38）「在W＊宙才主的主作要這守彌止，
不用太汰真！」沌τ弩張r費·！逗得不到﹒各錯的辜汪﹔相反的，
也是社吾吾詹姆

r-Jι 正，地費爸的。 真督機帶－�「在

神窗

前哥哥.It書，白色， 祥先傀的2人。 」甚遠�＇主自祿， 祂哥哥瓢

a.，－.的吾吾銬， 不成真頌的准爸和

..t.最好，白色義現’， 注目司r，屯

安排， 井底切地背道。章t:u,..t..好的吋蚓、 .7J量和純必要
龜�－保留純文給主’， 用在
「

的.:C.1字，L。 磨T自�浪靜貼切：

的1-t.i裳配海麓的1好！」
�金色車�司吾土m－.起山區哥哥走:r:.J.,..i跟老皂白色J、 ’

。

f=..;:J之巷，至!J�台色，

屯入J司。 主是在迪和呼召接塾，11氓， 道由是「要祂官1嘿，如自
己用在，也要是色她們告T贅述 J （電r.=.. 14）。此后，龍的祥主
J司行三三年， 在最帶式的見}Jjfl'J1下與司， 終身才骨趟車
的名于安迪希a＊＇辱。 龍的先海頓悟帶多白色，.學L， 因為明己的
的「心滄海太退熄了」（蛤廿四25）。1iL督牟t裳，k學祂們帶
多害物，但每于龍的頓悟.7J看，限，不能曹先到。主說：

「義

迋啊，好些寧要告姆像叭， 但祿的現在全昆主告示了。 」（約＋

.a夢， 正如1iL督局眉立當年的，

突12）五旬啥？后， 情若是叉的

世之龍的回想起來， 明白主肉來，k摯的功棟。 �些功嘿，
結果成了她們先命中－mt采血色， 四L魂的在，車中嘴串串告
神的執戚。

，

培J的學粵人因哥哥學k背自見，3市鼠目寸先， 提已1 我們看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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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執戚。

-u

說�.；閥，早J、因揖是.－. 攝JA!.請？鼠目寸旬到已，
「章先導干瞥，J甸的..，I、民

J

， 其與其勻，呂每月三帶（我回

她們在這＆督的私塾中�缺乏牟，
膺，

對：.J'1曹長的看見已眉之

13 ）﹔因為

主屯吳世，L首屈 一 指的芋，

四已．他們成為最完」語的芋，先。 強于﹒晏銓原則倒劫、的岳重全

芋，牧草』招來人的結悴 ，
督童話物

nn字本掏出

一

惟見人情可學追尋呼，軾的倒主持A

轍：

jJ{J 要教學塾鋒真龜，我膏年，會

t

我仇恨浮白鹿動

神的 雷o A�些民官底是公芋，軾的人根錯

主»t.:tt.83槍，拌 ，

r-肅地、

清軍旦地和有穿越沌，E咕咚們的呼

吟。
不敢題，擎的會我看見乏張「知i.fl」的頓舟。 雪鬼們不宅T
吾吾屯人主．賜主苦
切，

的于民令穿越來�

但Jt.i!年多人，

瓷缸虫學。

包指品在營傀.!!t.1籠 ，

!!A然每穿越不見 一

.a��苦，L老金先看re

S已成頁地尬的！’t主持不最JJ削﹒官司定局�lJ恩來的智沌，

厄爾

弓f-�搶食， 加學7J壘 ，

。 麓

的抗

卓越地接

神的本足為績

神牙、民的智趕不守加以弄生先進民氓 ，

鹿為

神..:x:.

1F白色，佛要沛加拉丸.!!i;.j車。
曾有實位真督我進行了 一 給哥哥切的付給。 那官已誓，缺
氧富的在.:tt.槍，L有發看，龜，
結束付給 ，

敢說：

方棋晃地圓缺：

「弟丸，
「覓，

占1忌1:t,勢，

另 一位因越早﹒泉

神不需要祿的知氓。

亦像帶不錯， 不足，

」結

也不佛要

祿的先知！」
世，L先所謂神，全＋發」的事k賞。 語1可 一 ＋科目的
噪程， 只能為摯主錢換果好的瞥，本資料和方錄。 浪者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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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T以懶懶覺巴：眠的

.a� 、

智沌的學弄足，

前看足以智7J搜蠢，資料，

自牟內會見農民L的練車已。 如仇苟
后者吳學.知

•.:be

＆用。 看，如飢爾先智尾， 只身已叫人「自當

自大」爾為人去見過皂（林嘴八1）。
背道主語絲不是浪背道人在折成窗前結結自己的知缺
lit.博芋，’ 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著真堯如此，
l]}f-�.l晃晃！ 啊，人貼切地鐵．

F皂

倩道 人 的 資 格

也孔， 犯，也

只會議

「如故存在人的事長篇中， 文

昏＇＂人的息，Z﹔龍智見智誰在銅看，自己，電沌的�JI窗內。
如當孔－能人單捧讀t.., 因�如帶多﹔智足百屯人激卑， 因�自知
對:i.－，；，豆豆』！
-ttc.•JA.不善良晉升，原來龍自付4皂白龍重昆主誼會色，取t缸，
寬彼 一 ttc.軟龍年弓峙的)61亨取T℃。 祂結狹長章良綠色能﹒

.a ，過bJ:全車金。

啊，益，區三L寸，年的

「 �JI;步，

f 曹先

」根長.／｝＼..！｝先進．

「吳學像又看，一年，的公膛， 道��告遍全賈仁，巳亡了二三汁，年，！

」其

中的.切II呆la.珊.a.具:Tl
質特趴下的精..車帶回曹長．

「智越久血色隨i£Jj&-珊來，

惟有紀知氓鹿鼎在主糟的帶要每郭曳 ，.t.' 電:J-j色哥學串吾有會
見。 」因此知缺能增加入的芋，棒， 祖先龍泉身已于巴笨， 臭血色
需多la.車；.$.示。

(2)

掌圾的伏息
語1守策，看•j先純情動「宅r林頌之

神文，已雪足為緯箱音，」

的，都種恐龍的屯人真悸，勾（提前一 11）。 可布其混：
純為

神成為山羊誦的老吾爾呆好的﹔但養老身已成�誠摯

:tl臭好，。
一

「袁老

」8、鳳5屯的是見成看， 如果各方宙的能7.J相響，

位悸，故f搏的情逗人強迫芋，故成泛的。 .a.1老弱拾起自寸，

祂�文棒的仇恨、 淘泣的進用和次會的准磷都超越后看。
龍f’悸的知淑珍離現l在注和強惆賞月氣方窗， 用起來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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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足道。
麓的是過，

神， 因為不是全部博芋，9才的人都勾魔

鬼為誼。 學商S乏必智，L的巨人。 委鋒混：龍「瞥，亡了換

a

人 一 切的芋，洞， 混活行，都看才血色。 」過祂,t..,1[.會存按
2屯的財物和 .sk.月ltAl.札

神之后，

神，t用祂均以色列人

的頌抽＃扇－＊－祂毫吾吾縫中的3i.i告。 曹長��"ft已不相T自神，
啊已，已－苛已童話回寸，民芋，；，：，.、白色，aJ»冒且已喝到i1r 弋 牙、..三j""f;丸，昏的
奈

芋，J呵。 主語呢仇恨主后’， 1ltJIP叉，電譚口毫不可 留地持自己和
自己的 一 切叉，已主試用。 槍聲

神的廳長傘， 龍究成了新

釣大部兮的學會。
吾先們只要看看自己的喵禱，載，身已久且也帶多民最抑的
3、�祟， 都有發育的，芋，全民主哥5之能 o 站站告厲
令員每主

.161.a. •

神的學牛草包

'OE!.龍的「暫且的身患鼠也隨屠龍的」， 因

�龍的的莘學祥這不吋棍福勾起it.i:鬼
3-!t"f℃ 一 般的骨采比，.t.-1'!..

神的手E丸。

tf9a賣多。 9局l芋，串起給取

學已－子弟的裁剪『﹒苟市民的5度于一 換 一祥。昕來的’，.Btl禹色刀，
在是學A的元錢屯f播培﹒摔下， 比四＋年前的強海多。 沌
的來說， 主皂華學哲目的精文措旬出色， 是膏，清晰、 准端。
因此， 要求一 tlt1奮進入符合世界最幣2屯的會息， 用切人、
清晰勾准繡的精宮昂之惜這也持不J6!Ct.。

(3)

掌俠的提供
字字厭午1質對耳，且對巴甘令ft.itt

」、Hr彈串白色，字•i尺， f缸字·;t;.�S[:J]恥

！裝紙舍，JJi:ltl芋，勻， 才導fHr足。 可學食物的棋.＆A一 回事，
耳乳白乞食物都先另 一 回事。 在丰衣足食的�苟且中， 也導干人
因且l.-=i!t送來之食物浦個t丸， 主毫不見不弓•j色的，官。 現在注
42

神為于普通．人的瞥，缺Rr�哄的卒，推告。

量經

(a)

'f.每遁入響聲改善自己的瞥，氓水平， 持不？缺乏.fk;fs寸。

倩道 人 的 資 格

華國lTll司t司會

司lr�.J:忌，離蟬，結研善企全車且是一 科帶大的誓，J旬， 缺少了，皂，
人的芋，缺數不見，宜。 學)A 文擎的混成來看， ，也是超輯出
均已白色，。 「壘銓昂，賣了每 一 神看，2違法值的文障， 買宵且．昂昆主主
有學淋漓息...﹔如身泉、 預宮、誼會曹長、 寓言、 比喻、偉培
的潮，學、 混明、.切II、 都

唱會、 帶到也

譯自帶告，荷爾言之，也包!If: 古人樂一切還能的著作。」（!fl
格根）
各銓本身車且是一 處固喵僧， Jl.tt-遁入的日穆巴良棒，
宅T以「 )A中採毒是 一 切」。 世占全先看，一本帝宅r以．每

合令步舍，

re 相直是

，也叫 一 切1!t:裕的't'J"J'F相形見拙。 脅迫人認F皂像帶

融會貫通， �依為身軍耘的一 部芳， ..守以扇.自己的足
想、 官塘和行�學J.t.o呢必須成為「仇恨吾吾佳的人 J
.3WJ皂內容了如指掌， 血色:to 自己的會講故隨時31述。

(b)

理想的藏有商
�；f℃的是在督徒宅r以每九Z風浪．

「用鈍，給義的地

累， �落在食學急之災， 麓的戶血與在學是好，。
述的進悔，忽略了

t千 多博芋，�才的各鉛字，看，

費就在金銓白色且已庫中， 事$是在督和進..

」

（虫學＋女

6)

魂的犯樹神

的于民。 立志學

芋，看著唱留世， 說麓的承絕了珍貴的翼翼述戶， itTll若
血色暮��JJ用， 謹荒草本法。 龍的主鬼神舍己的功學宅r磷切地
喻為「別人身瞥， 詠1﹜可尋..�龍的Rr�營的。 」（約四

38)

A*tlt.;J主要忽略沌墊著T芋， 如果，忽略， ..等于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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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賜下的恩典。 －冊是

道

晃 口 造成見喵旬的形之 0 .J\,,.,11,昏地拒絕創換為霞，k廁所
魯迅的參考惜的人，
說等于1又增

也

神用來造載召兮的恩賜， 不槍

am兔拆it..111·辭退。 因祂逃命誰敢

神所提﹒哄的.吾吾（參網路回

11-16 ）。

口

文學－辱的ail.一身色刻， ..＿＿.之后看咱台進主主宅Tit色臭豆多！

述勾
童話會

我立志著T芋， �單龜兔棋辱， 祂勾起來比當ti舌臭進慎。 道L
些事學T字中的卒，如恨， 又視，動.7J彷研的人才能吳學（哥拉創
建三三

1-12 ﹔三日，26）。 元宅T否屯人，

各鋒先各人胸懷的首

逸， 尾隨目寸的良悴， 1J!沌些參考喵結果恤，也全是有令輔助。
毋庸�說，， T普通人知似的淵博不在乎祂喵弟，L唱本
的多.l脹， 彌足札唱中消化了多少。 導干好學鼠喵亭宮，的人
在如氓，L堯賞第先知， 迫5豈不摯的事興。 逃跑唱本要輸
挑細龜， 最好先世乎i旬導干鋒膛的真督號， 持其呃，些會主當f,�
�脊9占居υ圓的先.ffl.:f!,本， 現J�如丸脊.J\.,本好，唱。量叫1
持在后宙的清官相列出一些情進入帝聲，L且成告的帝本。
脅迫人，也宜賓相對f﹒泛地博混世浴著T字， 通口}Jlj泉、詩
歌A官典文字，。 �碎， 花既能增

r-J已肉，

卒，淘泣，

也

純學錢又流暢的活又來早已情這.，1[.。 麓的一久之中不知�
S色地浪費了學碎B寸J圍之多見懷人的， 著身已用來蚓旗， 且也
是謹荒草良多。隨吋堂，帶唱本， 曹皂白寸扼張網漠的根舍昆明
智的。

(c)

函授i果程
主鬼神媒早已不R生拭學， 于安迪人才越琳取繽目的題目，

宅T以按自己的得要進婷。 在曹長圍以�!I錯別的以為特斯吾
鉛悸，紋， 智不少育水平井已証明是導干鼎的各鋒慷早已。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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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血色'le.逗人一科

活又棟建、 噴啡章－－�噪種Lt«.新肉瞥課程， 主主.Jt9"ft.it.人背
每盔嘻計之ilA學已

神的t舌提碘司長}61�、穹的主主徒。

倩道 人 的 資 格

t:..a守』良�課程泉。

T守人只得辱，L迫切已地指

者苟

(d)

悟到証人迋帶多多切有皂勾T字。 主鬼神撞車司看﹒踢足龍的發
起， 又能提寓義情述J龍的身已刀， 叉守帶此�.'.iE.文棒，L的
謬誤。 在唱耳，.t.T的功久， .Jt9","L健全是有冬怯龍的拉劍，

因

，也綠綠會諱言F皂廠的車沌。 t年多拖混帶水的見誰浮白棋樣：商
穹的城明， 2如果能曹先提鋼揭頓， 載，宅T以坐龜兔。

批i平

(e)

祂入計結自己的游－內容、 昂瓦迪、 品已膏、 三丸棒、 學
，屯和學會..司也貴的批坪， T奮進入巫呆足接民和玖沌， 獨﹒籬，
�宿「險主忌諱仁見的錢，L身患。 沌噪摺L1'PJa均寸步舍。
純文還特自己的足想象這海清晰明嘯， 龍混．
事民學ν語且提γ�－白色，.:r:..1字會鬼虫子， 包指示屈不

「教

a 、 龍”區和但切

特告的准告﹔其中的告－�常﹒如其軍皂、 帶進的程.J事、 每'II
人的精宮、L鏽的文棒、 准繡的處膏、 別人入R皂白色家主主、
﹒浩瀾的jq,輩學頡拉、 措旬的清晰譯自起昆主詣的巷，屯寺，

金先有一

帶竿見宅r以危植屯的。 」看來進晃去民爭的瞥見盔， 草草莓P龍停下
.:r:..昂忌，

因為「贊助」的日弓，說要來l衛（百三

24)!

麓的不且要祈求「札..I;.事長來的智超」（雅一

17),

5-7 ﹔三

..！定要抓張吋軌這周恩姆， 成就那智足， 主主祥說臭富己

對「是在督的議是會」， 扎爾可尋著足主混「好， 陳述又良善
丸，屯峙的仆人」的贊梧（林后五

20 ﹔式廿五 21)。

麓的乖了不少：前4萬祥淡T普通人的資格，

因;g·俺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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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

每周n聾的迅先海珍勢。 雪鬼們必須這t皂，恥

道

又指象：

46

�a踢到也中的風

「像要追棋自己和自己的.fUJllo

J

（提前四16)

侍道 人 的 呼 召

早…
立

第…

伶道人的呼召
.......『、屯的已銓說明背道入海恩賜..主導召荐自JJ昆主車長
－�λ叫告年以1J!.「各思主皂取 J 的事。人主主義督徒都是「..
召作委我的」，

t且每月三全是「娘告詳情進入的」（林甫一
神 「呼召

2）。 主ι吾先1﹜可淡淡

J

1老逗人的原則。

蒙召是小別的
迅先祥是一其是在營我每土的事。 于召見是在督的＇＊＇
紋，

呼召合

』屯足的人。

逛了裳， 5主義悠述了陳1﹜n

,

�J'1號混．
持且，三伊

「不吳詠1JH家

s民陳甘1舍，結果于’

自吋

．你們的果于侖，存。 」（約＋五16）養跨混戰蕊督「隨自己的
沌，電，叫人來。

J （守乏的－14）主于祿Z霄，

主說．

「龍足道

Rr• 起皂白色，暑5,.Jl且， 要在河、插入和軍玉， ＊逗人建L歹!I.)、百T其首直L
錫麓的右。

J （我九15）除非主導告，車仇視，世浴勾神孝心11絃

也呆龜先用純的。 細看勾且已有恩來的口才和祟，情這J屯的血色
刃， 持不錯，挨一令人看，資格布道。 身陣驚松、d屯智飛全

n:-錢.¥!.I�長tit

浮白芋，故f傳單生占2忌1t.勢， 虫，也不久咎。 �格

T贅述人「說活口才流暢自若」， 立志學本潰固然重要， 都
不足拘處家召T普通的司令降。

1.1

令人內心勻

神是各人的
一打－

神的相交

»t滴「久，�.FJ,

神。背進入的..吾先

rr 議制造出來。

主挺﹒險箱脅的曹文托令人， 給可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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恃

強烈的最多哨， 現﹒他切，且成為

道

，早叉， 龍多次自都巷，「廳長眾」才骨口， 萬海雪lt.111留�1t（與

神的流言人。

神呼召以

→－.a 1 ﹔＋四 28 ﹔＋五 1 ﹔吋’，t l 等）。藏于帶多峙中的
「托 tt 」，令龍者是彌悅：「聲不ft�膏，濃濃有輛三fl」
（林前九

16）約喵正背伏下幕，才主的3已.!JJfl現：「雪昆主有？←

＆活吩啼仆人？」就在那地方， 龍主事之搶先， 成了鞋站
在香清之地， 待民手召和文況， 且主完成

神的..:i:.1字（唱

玉的－15）。

1.2

在厲支究氛中誕生
.It召晃晃曉﹒借著湖浪、 廳長，看皂、 教學告， 持抗勾

革龜中出現。 在述情弓已中，

風肉詠

神文

a 屆世的會我不宅r純知

道主主「做小的責宮，」在民翠缸里，的貫通。 .母耳才但Z彥悅
的錯， Jt:t每一t\"l:.會我都晃一＋指索， 「諒且，站在追里，
等建特

神的活情勾�呀。 J （胡t..t.九27):i.鬼神風臭的4l.氛

只有會我頭J,'C.「持身手承東丸，L， 對1F活費寺， 呆委會齒的， 是
神所害，白色的﹔﹒世R111如此，$均晃.所當然的。 」（歹汁，三

1-2 ）方能成試。會健在
領悟

神恩典的處處背斜切榜告，才能

神的旨沌。 這要在海知

神旨息后

.n..flP 廠廠， 正

如岳重告中的當年多筒子， 這祥才算呆呼召的先之勢發祥。

1.3

往往友生在基督徒的事奪中
不是秒2龜鹿的幽)*1�攘， 臭不昆在贊比恨的...督機車

活中。 巴拿己身但9「曹車主」付，

神呼召「嬰幼童昆

主步到民巴拿已埠。但歹， 告祥宮廷告她們所祥的主。 」（我＋三

2）學富在很羊時�曇托非以色列的積柚（也.a 1-2）。 .a. 旬
48

在打�e寸勾起逸， 要紀以色列人�＆迫中特�出來（企女

�此
是獸，

當以利沙1't'看耕圓圓寸，以現J.31瓦格外家給在龍肩且會主，

仇的急會（.:E..t."T"丸肌 浪靜拘捕la珊忙
可
Z蚓、�』且已罕見沛亭�B寸， 呀R!Jll學告的主聲音﹒’ 1民主即，

A但基督（太圓的－19 ﹔蛤五

27 ）。

自寸習七 主會唔L-i:3龍妥TF.:t..::c.

。

童醫唱r我哥哥哥L﹒作正銬，IJ'�的
義督當也．

「人翁立起逗著

J （約-b' 17 ）能.:it.a寸毫不杯繞地噶

的旨，..－.行，數4咚咚嚕。

行麓的所知道的， 意記守且人又深知道

的局承。 1守窗F穹的

活守以見誼L巫每一龍稽可走， 「麓的存宴仇恨耶和卒，
追求仇恨

2.

倩道 人 的 呼 召

11 ）。

.1d6.7.J

」（1守究3)

是明碼的
于哥的方錄擇自�曉宅rJ;.入迫弄，祖母P毫不含糊。過

神

9已't.t掃凶神苟官司切寸， ...萄的人必嘻嘻告研銬， 官之祂毋庸看幫會』屯
的喜唉，和奎清的身"""l.,

因為認知道机成：K

..a.·他的背后。

主4立步子，一一「義且也哥哥自和陳J司舍，唱起草很可學哥哥息」一一一我
培.，也白色罩之攏， 官已﹒地看身4\.宙才是各科i晃去t
輛車署一一一「耶和平勾線后1
能看呆魂的于會會（也付之

3.

..a. J

.

許已.Jt 手r

mζ揖皂白色

一一一帶有許熄， 曹長龍知道合

14 ﹔全女 12）。

因人而昇
吾吾考

神，克林呼召

的T 卜人， 會t..1115丸均已存竿見買Jill

才常我的又能3、手干轉血色。 注麓的看看令中情司已．

3.1

里伯拉罕：委鉛主尾聲「局已線的

地，L白色"H族，也要

給予祂明繡的呼召，只
因龍海福（健t2 ﹔也J"T"ζ

神肉﹒他具•J. 昔令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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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
．道

3.2

摩西：由接Ai己，宮－＝－星圓，先毋庸切II嗨，

神在那里恩

戴學富的悅錢。車窗結呼召萌啡－多襟宙的地方，�比
一一給每明繡的

a啡，

ll.1學官被幼Jlll1令頓悟

神

神呼召

哨包白9..因。

3.3

釣格里：

的S卒 ，比（唱

一

3.4

神＊＇賜龍說命和處吟，魯特品昔比龍看到呼萄

1-9﹔五日－15 ）。

基甸：魂是一＋賀龍卑的人，

••1很

接鬼魂拯..以色列人，

「敢到世通告陳述血色7J告 ． ． ． ． ． ． 不是雪t

舍的嗎？」在車，行吉爾令神逃之盾， 龍才對事會主

的手告和浪命（企女

3.5

神秘她為「采血色的..!ll±」，

11-24）。

以利之！〉：祂A.-1:tt.站在元限和輸J曹先沛的青年，在繁

忙的��看中， 哭無

神呼召祂jlJ;.,:Jf.,�、好俯逛， .，.入栽種已

先鼎的單時﹒中， 苟＂·＇＊＇知逗人現J.sE.。龍在’，眾中益增9年，

.:a室。龍主人月三．凡P巳爾持久�」ι。暗中9年，屯憾的，......
終于傳「合骨的贊賜」， 故龍成為以色列取措戶曉的人
物（玉，.t..-t-丸

3.6

19引﹔五下三 11）。

以賽里：三千五官年來，主鬼神大先知所見的S卒讀匙、呼

召和世U命的是人泛獄， 激進了3巳
們接曳，

a

神的于民， 帶頓祂

神的哼，告一一「混在先里， 情搭地建！」（與女

1-13)

3.7

彼得：龍瓦拉均勢， 會視，清7J。安哥哥烈量已祂介紹給..

主， 當色明了＋人貝
亡y被召譚臼5良9已1T的車u迪（蛤五 1-11 ）。
前進各凹各看不洞， 因為

神的方海先:JG元息， 1旦

真白糖勾結果都是始終如一一一－β也要來組

神，龍泉召

看悔恨祠， ，也唉呀且也看，3晚棍箱。"ft.111各看谷的給車缸， 排
在鋒按中錯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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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有扁擔。

未必是全取的事奉
目前迫切得宴會告， 是姥爺世，.t...:r:.1字有急轉自己的且在督

侯，袱，.t.."*1幟的自寸肉， 負起T贅述和.fk學
是筒，

t舌惜的祖先命。

神， 皂，豆渣手r － 零學曹i.銜的車禽﹒長8、苟F起已.:r:.11言， 1@.困地

f’久， .:r:..J.、車會9、’
會

神

�.:c.祥之久」，

侍道 人 的 呼 召

4.

»r缺扁三步。Jil.Af長﹒吳建守我是「當今
教起J可 .a哨t �’，Z且k.�當已． 「述的，且是

于學福音， 龍麓，”令鞋龜兔！

4.1

新釣中沒有﹝歪取人士J勻「平信徒J之分
每

tit.a..督我都是「用人」，論會之JlP「朴人」。

眾人企」勾「平會我

J

「塾

主主些名均純才不是新鉤的淘泣。

c..a 官1:.-f.尋常令萃，三；..￥，.三令

「吾吾取人﹒士」泛英文學的本.：
中是 「托

tr J

指的先

神全部的于民， 捧一小部兮的

諾阿走。 目前真督.中流行的金取人企勾平嗆我的民刻，
見人民魔鬼絡，甦下－＊－明的。 F己帶來了不宅TJt.主要虹的執唇，
背：..翠弘視，局已具易TFtt'且也晶t•.!li育專r司長

神主事身已經

神的且已督

電走， 每庭主主錯誤的制反.It騙沛絡先革帶給鐵獻。 令人d屯憊的

;;t,.

是， 結社些看，局已具島的話將鬼， .'.iE.�請示，足足悔過泉、 又進啊，能
每：；....晏銬的至于�.），、企欽哥、

4.2

寺 .ik 主主己的罪惡
主鬼神主λ司長賈寶E晨3已妞，不宅r。 全取局局長耳Rtt迫人的

見色B!JJ已在于准告會息、背道所干己的吋J團罪口財斌的來喝i...t.. o
處

*'

神記述的8、寺此主九零白金耳R'flit�的經指告中帶過良品
依哥哥前帝間會十會宅T以2巴稽可走札曲解委銬的周�夢中

專學�出來！愈益.－1t5J"�沌常重全文中的每吋、弓九 『已全文乎可益龜
暗承寺且比主丸。「告﹒人要Jffl.清靜的甩搗故此JIil害，7字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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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

官娘延民品的好，管﹒泉。 」
T字－.；：.�叫賣t;tlta悅色督我不;tt.J站起

神JJU已的彌足弘瞥

，屯的本主步。 導人會氓， 都是「用人」， 昆主的仆人， 在
主白色，車

.::c.T)!..J:..本主P軒經

1

。嶄露包清楚數學所視，會我都是

學旬，持遂有現今且在督學t.W.中流行的所飼「試肺噫－�」（參

5-9 ﹔扇 － 5 ﹔五 10）。

創依前.＝.

曾啊，－ 't!t費年，這＆督浪淘 － 't!t年，長且也督龍混：
祥肢，主的.::C.1字。 」考官我J曰：
「三年。

」滑稽僥按著肉：

「it要

「亦可，��九？」龍混：

「豆豆三年來諒肢，了燒？」

混活中的tfkiJIIJi昆主前品見，。

5.

絢成
約成

5.1

神呼召的因素
神明繡ag-萄的因，滯，好J\.,輯：

至支在內心的促使
委見誰在會我中， 渴望，「.31學﹒你們明白一切的真a J

約
（
＋欠的﹔�.，， 14）。 �「神爸的風采客人」潛能自由
地宜在義叭里宙，

z令仇恨

宅T以是場雪鬼們的』屯， 31吾吾吾屯的的...-.

神在雪lt.111－＊.滑中的旨，沌， 祖先麓的尊會不娘（參蚓

歹.，， 26-27）。吾吾臭的帶領5豈不品T,tJι.插足。本特主主人
有旬特會：

「又純..，1[.舍， 不能會情。

J

l益非「冒且咱不如

豪身鋒B」。 每't!t.lt召'f1!1奮－－··摯的會我必須在自己
局是在督文革車中、 在
J幫”口帶槍告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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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活惜的事民中、 在服臘

神的旨

神相丈中哥哥身鉛坊。 進科厲臭的是召�

1見拙著〈合乎岳銓的，E會原則〉每〈教會真龜研究其1i1l"）。

�ι血來生朝式的苟h駕車龍預見， a 肉雄居之勢的9點忱古詩失。

有帶9人民才是情均每步的影嗔l清淚屯九泊是

神呼召魂1¥

全耳Rtl9哥F患。

5.2

侍道 人 的 呼 召

呆＇

量控中明碼的活
神的活精說是為注目棕沛賜下。

神的旨，龜，

自然不會祖先雪tTil我都不役， 因為

自己所立的原則中自相牙，盾。
相反白色，

神不會議

劫、不苟且

的于民混漪，

會按自己的吋J回浮白方培帶領祂叭。 童安量tTll»r

對地9.UV跟車，’

會說麓的奧海的仇恨

當王耳R擇自竿竭7J追求仇恨

..t 行，說此龐嚀。

t兌 ．

道義的處處仇恨

「雪切可學要執

」．．．．．．「人若止，完這看

的旨

」（呵＊3﹔鉤，t17）。舍己谷頓4魯迅奧迪

「雪荒要站在于單冊， 正在旦發，L親看， 看耶和主俱增

雪足t先于卡./Ai苦， 章先宅T用于←./A活后1
)A.以J的芋，哥哥主乏真單皂， 在
氓， 仆人敬呀。

5.3

啼哭。

」（吟二1）獄甸﹒耳

神軍四次呼召吋﹒固眷話也．

r t費

.t..:a 10)

」（擻，

內心的同情
過是直督僥領悟到來海事先看的3忌器、 導干Z皂、 元耳。零四百7

�永這先義的危膛， 喝早!Jt;f費＊宿脅的迫切， 主:t,jE,J之站在督
舟J可我所指的「學自店1回現，看， 正主隸已役，息了， 守且人』民
倒了。

」（約四35）先守否屯人， 童話

混沌t舌目寸，揖鬼烏海ctl3E.:i:I

人骨干著t午妥)61身步湖水井， 沛璁1﹜可都骨是t

� 強人身1¥白色，

啥﹒主品，怔，。 故此， 罪，人的迫切需辛苦皂成了會食欲召的部芳
軍皂白。 可信號底學獵在
-1十二常加以

神冒7寅tr-.T 緬懷議會三＋四章，←

w 結唱主汁，:a 會－1·六帝， 排主ι

神的

活刻印在，屯)l民主。 正騙來說， 擇手要持不約成At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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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

龍都提D.會我

5.4

神曾進出的呼告。

厲旻基督徒的功勉
全民啊，人電T恥，忽挑逗鼠，

因為年，長的會我守以看出另

一tctlil督我的T贅述恩賜。 泛些長看�措請自己才
t吾的事長S金、 �

神，$白色�ll金

有3已成糕的頓悟，

a結

神精

神在人身，L白色耳T字

持給予通過的故濁。 道L神指辱， ,M.;J毛

主主�.JI;章， 每百T以珍惜�
叭不耍，兔學且看，鉛駿

神呼召T覺到t的輔f助因，「 0 Jl.雪足

a屆民革督徒的指學（�口三 2）。祂刮去步

神的旨，見智娘說的合辦血色J舍， 每每身已拿走祺厲5克白色，忠告。

5.5 神仆人在至東帶領下的吉行

錢學太教召寧寧主，也堯如此（參湖浪＋突

神賜給曹長 ！＇／＃ "51'僻的純泊， 看見錢學太「
護者，益赴

J'

1-3 ），

因為

.a.1奮遁的曹志于

1民帶Jal龍一起為主祥耳。 年長的學丸背帶

領年，旁的第3已， 參主苟且L白色，111言， d爭帶比重丸1ii1J﹒龍泉揮手已恩
賜， 章先1ili:度為此處咽，車，。 條主多字字久的？覺到包．人都昆主皂祥這
拔出來的（錢后回

5.6

11）。

神安排的孫境
神宅T趴在令人的主滑中紀

的旨，且也具陣化。 3:t.好比

神在這童話的自寸東Ji了勞了混愴的恩寺·41巴世，帶11宇宙色，J'1勢
所（屆三
�且已

8 ﹔林前＋突 9）。

an世t賢”�;I汀芋，

1!!雪It 111足要.，，、峙，

獄當身患．民黨乎對己世t話各;I;."f'F車兔子F 。
�哥哥拉人為自己的先活除遍都是

神旨尾的安排。 約拿這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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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約軸的船1J!.§-...t.，

看看急會我背道的其弓，實海先培

神的呼召耳目說命， 逼到了.

賤，..自己。 花宅r以狡辯混：AQ-JIIU好

神要祂造紙的明証。 清!»ti己，

白色，�苟屯需宇宙己會九L主且是各因， 人 才禹色成為

神安排

神帶領的明証。

己試民足先前是〈主日摯吋ffl.）的過百祟，地記

神

的指索拉人圓百家主4-l學招翎如土。 明t軍富了三三且也揮之后叫妥食皂白色
先。第一 迅先是「

t舌惜的原則」，黨.：：：..:ttt先是「

神

金叉的提承」 ， 3管三迅先是「

神的旨，

神的旨鬼清楚是麗。 在雪兔

們的游延中， 雪It111帶身口，L另外四令因景， 比肩
金，能玲，車

5.7

神

神安排的珠穆巴」 。 越；.a

迅先乘車？射入按說， 折射出 － .:dt.先巷， 成了「
處」 ， 脅迫a含 一 的指傘，

侍道 人 的 呼 召

.:a.�ll豆， 正是

神的Jl..

神的;lit.路有3昆明繡的仇恨。

召全的拳荐
稽可走必須哥哥歪曲召兮的屯人舟、 �.i&,.clj寵壞事苟，為主叮字金？

取寧寧。 金先看，人是自己..:J:.1開色方白色，說判， 因為龍拭宅fj色
當T言自己。
5之毯，L的軍存放風帶多人見T主主J可見報告元跨進加以曲
講孝。 吾F役的原則是 「祥先知帶進．．．．．．其命的斌對慎足明
9學．．．．．．先知的民鳳尾－�－＊－知的。 」（林前＋四
如果牟長

a屆民的稽可走銓迫持告勾考虎之后，

29, 32)

萄患1也不出

乎可特色壞事梨，7官司走T宇昔P耳咒苟F轉站台S旨苟址， 旭東好當處處!i:.�爾賈E
T合自己的接見。
義的要常常沉哥哥「
賣會」（林前＋四

33）。

神不是叫人混亂， 均是叫人曳，

東J.,1(.拒絕妥絡中的「繞絕勾原則」，

結果會造成當年多后悔莫2屯的苟言。 委公持不九條諮詢，自1F

－.�rr。

主張的人，請看私見和肉障的.7J費�所欲均純 － ..

J!l!.4i-tt.會我!i:.�.！之棉﹒頌， 曾聽卑、 機息、 不屈不J:i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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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

會』屯＋采取廠廠， 頓會

神給自己.＊－稽的旨，見珊處』屯取

筒。 要臥室。逛一 威， 會依兢哥哥但切帶舍，誰靠
的.7.Jit， 骨8、金5屯的帶績， 廠廠于
勾

祥的錯， 排且．在

神大血色

神的旨息， JJl蚣，爭

神的事$品，P混身瞥﹔正如雪t'Vl

前進祿9呆在「寧寧主」的吋唉，..

神呼告的一 般（傀

→－.:a. 2）。
且直督的且人若要在民籠，L萌試卒， 哥哥嘯，嘯，接主的借
故土的且， 在均主的，也昆、敬草草和行，中廠廠

神的旨

沌。種幸特博全錯5長龍在耶魯久，爭著毛的情.－.游瞥B寸鐵：
「身5元， 諒的手召是神＋的， 諒的.:C.1宇晨再見亭的， 祖諒
的祖先車，先鏽視，大血色的， 因此主的喜尿，也必成為諒的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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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道 的 需 要

第三章

i、

伶道的需要

拾了贅述人的資格和呼召
現在化建們請看
寸
E
J神的稽查H考？告別t的需要建們特談a-t方宙的

得宴。

倩道是
1.1

神命定倩揚福音的方法

神明星的指示（�十9-17)

述是切合心，已具皂的典型企告文．

正在

「足道貫穿﹒你不這

．你口里， .-1£.1恨心星：章且是護首1月于﹒時會主，的逞。放著口里
屯人耳苦奮乖�主丸，、乞盟主祖r

神叫

扎克里，巴金音，數4處可學.a

因�人站已告主毛的，..且也釋放。然爾人來曾會
站已

呢？來曾呀見，

，混血色會

’

......

，屯純

呢？封記者﹒時遁的， ，走身已

空昱呢？卷全民看竺空空，志身色空空呢？如錯，.t.所泛：

ffi.

箱會’，﹒陪審會的人，龍1η的－昆晨1守導能接！
A刻起的淘活中，百r以看出文中手r-t令榮健揖已；宴屁巴：
吭， 悔過缸， 求， 稽， �J\!.,' 背道， 以且已車接逛。每＋淘
精都依』比1底接相逛， 合起來罩之事已出追尋單位的次感。且已排
成成品1增進的因果榮系。主丸雪t1il諦墓地說，明．

(1 ）人永屯人真督是主。�"t「./A7 (2 ）因�祂悔過丸。龍對1守
得.？ (3 ）因泊之告主的右。花.;¥JW泊之告主的名7

(4）因�

祂相背了會﹒息。隨�，可相會主主會處？ (5 ）因為龍拆見了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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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會

道

起。龍為柯昕具.a.J.1.7 (6）因�背道人背了宿舍。情遁入
為祠，食宿官﹒7 (7）因�祂棋

神聲地持服服了

aa.i荒 島看因果榮系： (1)
璁會

1奮進入殺

的命令。

神學;I.﹔ （ 2)

神的道﹔（3）看入 骨了這﹔（4）骨省會了這﹔（5）龍

泉告主的名﹔ （6）因此瓏，已

神的恩典嬉戲﹔ （7），足足看

泉，挑起已督呆龍之命的主。試此， 札..iE.A111'-t'-次恩來看，
神恩典的積5本次學奧..先缺。背道人缺
也因此清姐肉

1.2

神且各地， 軍人

神。

神賜下的使命（太甘八18-20)
見太宿舍末，記載文滑持久，

神弓﹒哥哥口囑咐會我：

「耶郵遞妨來， 結龍的哦，：叉，L地1守所有的根柄都賜給
述了。所以， 亦叭要告·1吳方民非麓的J'1號， .$，,j丸弓，金叉
的名， 給祂官l i包 氓。.A.,雪起身份呵，祿的白色， 都.aiJ111也111.
字， .....嘯，每1a{1fl)Ei)a， 直到世界的束了。阿吶。 」
注息說命中的「冊費寸， 「7.i民」，
四＋淘塘， 她們這串起來－.

-m. 明了

「人」A「嗽，」

神在混世代中的汁

文d 。

﹛ 1)

祂「所有j的根柄
「久，L地下歸宿’的根輛都賜給雪足了。」要處載

的

前亡命，曹長混不會缺乏必壘，舍身色看在每tit.﹒時遁入的背后！
（參網路一

15-23)

(2) 「方民j成 7 祂的牧場
「喻的要告我7.i民詳述的J可彩色」， 述固地大哥學宅r以
容納每一ttt...:I:.人。．主辦還談到鋒文白色。每鑽回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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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龍..:I:.1宇宙9民蟻。」

「世界

神所起血色的宿舍唱起看 看又富多的，

(3)

「凡j祂所教辱的
沌t舌看，獨息，電足． 「寧主丸于香畏的右，給祂們總氓。

倩道 的 需 要

導f..tK,蟻。

.A.雪ltM-'!9"呵，詢電甘1白色， 續IS.fkiJll1也官，.－茍志。 」述說命浪費4

m.a

7·借到包。那些相會、海軾的人要晨起、瞥，沌，以
的恩典和智延中處長。 因此， 麓的$接進布，
其軍I.ft給一 切厲

(4)

神

神一 切的

神的人。

我就「常j勻你們同在
「章先..『帶』．句你們用在，直到當悍的束了。何的。」

2龜兔:Ji;..JJJII白色，嘴邊命令， 雪lt1fl�jji�。
為宅r福音末，看，耳，甚純祥的故命，

「 T訊官1龍瞥呆了

萄 人 T老祖脅，給方民呀。 會沛�義的必然可串通曳， 不會的且也
敏先Jfft。 」（晶宮r福音＋女的－16）接柯人都不會看管且在督
混t舌 的舍，:4ta已。 每-1'-Jl.督4走要在自己的�視中， BP自皂，
的「民蠟」中情福音。 A督浪者混：

「如果源不純金，

1'!.帶告， 處處人JI.蠶豆人�..學諒告。 」主說： 「學！

」�

主之所手rA督我要廠廠的命令。
直；.J隘到．．文章主

神來輝的右主a前， 又給予劫之J'l號另一

＋龍命。 �帶$喜皂昂之白色，盡全．泉，

悅．

「 1@.吾各民降l貼在陳們

身丸， 線的..必海若能刀， 持要在耶路獄冷、沈太舍地，
譯自揖t.JI吾�!13且， 直到地棍， �章屯的..!4ti.正。 」（我一 8）在進學
t舌．里， 且在督t久之r ..'l!

單巳9的真

到包， 5毫神割地氣， 福音要以..!4ti.正的形式ft骨。

1.3

神�施的汁划
在早﹒期..舍，J可我們頓民主的現命＃息d屯息.7J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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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

官的學一提的是， 各銓含量比車趕到特殊除鼠的「壘取人企」
負費·tt-.ll.浮白銀暑， 此外， 背道的.:i:.1字也不局限于1制定的。
說依rrtt-�、宜，一可$＂i己景了召會在耶路.冷的一次很
大逼迫， 造成﹒信號流前先冊， 實$，Jj!J-1令， 除了前的走拘留
在耶路獄冷外， 「i1傀都三P覺鬼在澆木毒口揖k竭�！）.正告
官缸哥走哥T"f墊→－一官管→－�呈L」三→－一 常

t己 君－迋些i1智ξ剪亨$，Jj!J*

后的T宇�’祂官1「直走到排定，這益和屆比路，持學錢阿 ． ． ． ． ． ．
情排主耳R縣 ． ． ． ．．．主持龍的用在， 會沛扭主的人就很多
了。 」在哥哥錢阿的召含章且因此處彤。
主主召會主先看，接柯官制定在幼lit.九准T成形！宅T丸， 耶
路擻冷的召會缺逼迫3主要現稽可走珍貴缸， 然后

神情看迫

營間，已的祖i'l定給予各沌的人會妙的很福。 文中見舍逛街
錢A;i志學耶路數冷的啥．我曾領取食遁的「�－」lit.勾起唱但
我「曇語�－±才背道」。故我行會十一 會汁，九帝的「帶
道」持不足指

a�會中的情沌，沛是指「龍的游混福音」，

亦即執智地在這對付或j「游說好，消息」 ， 扎爾頓了帶多
人會主 0 4-3已裝訂1需要的正是越科t佇立也者的游且也！今又
雪!t.111視，太多的「神芋，博±」， 7前太少「箱會官記者」。
到處誡我行情， 像看不堆成現，早﹒期J'1食為是在督非凡
注目寸的早已現， 是自然譚口全民萌寸旬琨于1)ι泛的。 魂的的事司忌
諱育學、 有浩劫、 導干身�譚口3已習貫血色7J。 祂官1也不杯真是地退
守主的富起命， ＃注明了

勾祂111rata浮白跑J珍貴的眉立啡，。

結果， 耶路擻冷、 拉拉大海aj鹿為J的3F..i民
. 峽1民T普遍了福音的
好，消息。 �官覓食行食掌＋會起， 福音弓F始3之后1「地根 J

t.

3個身患主 率P道tJi崑早已�;f三�躍u唇， 世t -3 是E再！..."f費品包了有置信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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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惜， �寅韋造的主171:覓覓3t1唇，且又不敢﹔2龜兔DJ!J.已成展的

看叫'ti.!J.已吋§。

1.4

倩道 的 需 要

另 一 方苗，。 濃密要知道令中單皂白， 章，吾吾考 一 本苟﹒掌的�

神使用的淘旬
結研新約吾F縫中央于惜這主主毛甸的原叉， 守以知道

情福音的方法學昆主飼料之的。 iJ:.i鬼們看旬的了本的回＋「"ft;!ilj鋒毛：
“ Keruss。

(1)

”

，且也指以2記者身"5)-車鈞。越是指令?f-lt.錫

1﹔守一 4﹔三 14﹔汁，女 20﹔9寸， 15 荐）。

福音，（參創太；－－

(2)

“ Euangeliz。

”

， 足足足告紙告好消息。 扎進原文英

文辦主出「福音、食宿音尋膏、食福音，」（..創太；－－
B各闊的﹔它

(3)
五

(4)

22﹔林甫一 17 ﹔加 一 8﹔來自 2 學）。

“ Ka臼ngell。

36﹔百

一

“ Lale。

”

”

.PP祥忠游說（參鍋燒圓

28 ）。

.:::. 2，我＋

即帶槍（參蚓宅r

「背道」�旬在新約中也
是指

5﹔

一

2﹔＋三 38﹔＋
19﹔＋四 25 等）。

a 112 次， 其中只手可食次

a.－.命中的于普通。 因此， 新約中﹒時道是指盟巴金學7:;3.已

之五、 方主之主的會，也﹔旅告好，消息， 祥，本帶進祖會﹒的
其起， 毫不龍泉地直指「

神完全的旨，見」， 不會的可沌，

大路，.t...lil.家中， 品υ、混混

神槍聲

拌均相薩r

居民手Rt賜下的恩賜，

的人所成斌的款處。

研換新約﹒風雪屯的知道， .）＼.仇恨主的人都仗義學以吋、人
混合＊見証來司已錯過良主晨世人， j,fJ 世人會命，

a主8、九

屋，文章脅和A主昇．來的來綴。甚鹿麓的包骨丸，主說：

「詠

111昔吋提亭學考？”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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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億道是見証福音的事哀
（參湖浪試行情 一

8

﹔十

39-42﹔廿二 15 ﹔約翰，已帝

王9﹔龍健行情廿女22﹔約給祖會吋﹒五27)

2.1

見泣的定文
當E..）、車已S旨見r掃』苟Z曾碧�·司t..!a 、 哥哥J;J:.�.:e也白色，J、。 明t莓＆

命「這氓，每誨， 全部的事皇島。 」

神墨人知道

汁，宅俱樂，

T老召厲

..t:.»r成載的事先息。 因此，

，詳見証。 這在督曾哥哥自處布：
約輸福音，＋五司的己最了
詳見伍后，

眼看混：

扎起�－勾吾先后1

人弓，在

的于民為此

「諒的特詳述的見，証。 」

寺：妙的.辱， 游奧委一貝格為
「穢的，也要非凡怔， 因為喻的

.a。 」（約＋五 26-27）由此弓﹒丸， 會我勾

畫各民]611字見証。－�A1穹擎的東營、 特棍和食語！

2.2

見泣的目棕
3已全且發弓之

神路予會我的扇索， 尹宇宙會我認扇承肩I

S之人!ifi:.；前， 每1tt£督健.＆宅r臥車．主 一 祥混：

「麓的

nr·朧

的先麓的知道的， 雪It111M'見，恨的呆雪lt.111見，述的。 」（約三
11）站在瞥處都背福音誠先要榨見証（太廿四14）。
宅T且人具λ正虫流t

一

位混入

a.a..JtEt 掃L人， 哨t宅r�•li學完rll..車主立門�包E 。

神于f匙，庸的滑稽， 大娘要慎足﹒

「著看，人骨具麓的活本

主籠高妒， 雪且不申，判呢。 雪起來本不是，宴會··�世，興. '
戲世器。 弄錯己章也不領吳雪t

:I!;, J.主要嬉

i舌的人， 手r啥，判龍的﹔車鬼鬼雪t

Fir辨的道， 在末日要申，判咚！」（約十二

47-48 ）因此， 福

音吋相會的人成了「淆的香弋」﹔給不會的人，車覓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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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的替代」（林后三毛的－17）。換言之，

n相會的人， 福

會見証會我永進J取告已福， 先會長 一 般的，r

�﹔給不嗆轟督

神會判處白宮的拉7.riiE.人（參創太＋三

41-42﹔屆三汁，15﹔我；－-t, 31）。
JL是忽略、拒絕和義學l........的人，童話

「寺

學flj但考？

侍道 的 需 要

白色’， 都成了魂的在

妙」的申判甘， 特逛街槍口弓－�自己辦妒。旭先前曾用
的油R皇珊，嗨，童話到了白色3、�－前嘎嘎口元言。祂勾
’宙亮「冒T吋﹒，

神

神「眼目如3、結」， 身色調學芳，官， 方物都

要「＊露成7f- J

1flL人是必冒旬，已跡。她且已讀甜味的福音，

屁巴本宅r以成�裁員如包白色， 如今其成了祂永逸�.，巳迫的混
錯。 這.J..

學許只t

�冒冒血智M-當色。每7JZ,丸克訪白色，世t:� ：

「龍的JI.

rgj-' JI.牙切斤， ．．．．．必知道在．他們中網看了先知。

1t1a蚱， 且不明·.

「龍

J

又混．

t舌告·i房龍吶。

．．．．．．詠又瞥特雪龍的

（結：＝. 5-7)

2.3 福音見証彰墨 神的真理
尹字母舍， 福音是犯「

神的真起司已明出來」， 四L入明
’

白。﹒時2龜兔犯福音的真3:J!.j 穗芳，民， 晨已
委銓迋t己瓏，

神銀軾的7.,錄。

「到J日期， 請看f.壘揚的王先提

的.;it.且

明了。 」（多－ 3﹔林后，因2）奧隊」忌， 局其混祖官－�
白色賀電班長， 牙之鞏固茍已

神用，但來扇承

Jl..于J且督和

神

于fl,；＇、自9

拌均（參網林前＋五1-4）。 因此， 華lt1fljj賀喜皂對己且屯...單E肉：方
民且已動。 背道人的根且能完全在手槍息的道i.＊。寧與..t...
是

神嗆人的口處訝。背道人完全不能待會自己的身旁，

權磁帶靠

神賜下的稽。

說i.f.臭星島在一底， T費進入接鹿三Y布會處才干普通。 龍�
會，屯的內容量比看，自主紋。 龍不是』沌，血來漸清可串串膏， 彌足
8、各銬的真草草哥哥室。。 氓，想著看，一to:.,f哥哥哥叫絃弓，認會息﹒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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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

予旬居�.;;f忘記會息又能清楚， 只混－

道

自旬出3-Jt！」諒結沌，看，柯是想？啥放被嗆祥「耶和誰
的官記者啥激$耶和誰是色進結官位混﹒

「注明奮起在途中會

J （故 一 13）處又9人

芋，勾啥放的轉

2.4

使徒行德克清福音見泣的氾載
T賣到t .J、老�id茍ti己景：－.在四L曹長守'T"f宮di!.白色封令且也持學草丈孟晶L良

主參。 注3籠T贅述人鞏固1可－＊＇犯忌督的主命、

t舌塘、

三I:.�， ！！兔

死，和文章苦的帶式，真說明， 然后犯真龜鹿鼎室。昕造者』屯
里。�蚓吾先停在商＝.i削'Tft三斗會＋四ll.互汁，才亡命中的游到包，
組察第三已＋二可舍－ 此外易.00.：三司H﹒三：..i二三汁，于叮叮舍， 細茍$
賞雪汁，3i.-:tfi﹔又創間會�，1；－，三令﹔ 可提l叉的自絆， 它宜，
-1五十四常﹔依帶結哥足流所說的t舌， 汁，會主已＋回車，
四十三已咕， 鉤，只前三三＋九命。 司會帶1'=..tE.�WA昆、 告于錢F穹
的帶到皂， 尹乎是全考龍..t£,3E.略已宮的帶到包，頓的走行情才’，t會
二十二1.＇.：三十一 會， 身已細心站研�學吟道的內容句鋼領
呆可民好咱包絃勻。
元佮世人相會勾杏，

神的旨處是，要抱宿舍帶給芳

民。 入學相會， 就且也哥哥事先﹔著不相稽， 重j嚕，判

a －.元旬

以辨。悟到色人的費﹒倍吳先福音的可lr�1昔委娃的.z,t·情勢，
持認結果艾先

神。

3.

伶道能蒜醒信心

3.1

信心本源

神的道

「守」已會到u之H、骨!flt來的， 研2籠呆)A.Ji!.督的t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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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汁，17）主:t.i雷拉易水怔， 「來曾呀丸

， 怎能會

」（歹 -t- 14）當比軟3E.11自、以清、重那旦旦、3E.11自拉旱，詢

子（�長＋一

4, 7 名， 17 ）。進些人待會

神的活行，L一一迋

車且是會d屯。唱起人可學軾的會』屯是人�...督、
的種r諱，

揖每�.－.，醫治A-*., 相會

白色，世九 于.轍

白色..其臭， 持永挑起已督是主。 會心混．
只t雪且當皂， 事情也墓志，學成..。

J

的世r

「遠會

a.:r:.�

倩道 的 需 要

哼已？

研成..
神

;.t.祥

（我廿-t:-25)

3.2 信心需要目綜
會心本身退宿，曹長瑰。 ，也必須拉會在目結身，L。 述自
棕先是在督， •A謹？且全身店喝足的真單皂， 帶﹒陪且也痛司已沌。 君是
的不呆會會』划，紋， 彌足幫會相袖口良主義唔，
事先（jf',.;::;.

8 ）。

a

自3.:C:.1宇章，

有特旱，人給資金不論的銀行啊，是弱的會峙，

結果祂們 一 先的車主管ff'骸骨 一 旭， 成本先扭。 寧與証明，
發起干事p:,安全的間，t"；見脅的于本身， 3前不足存戶的可信心。
神賜下宿費’，
逞。 」（，；， －
'3lr

「在'75'圍之中叫人為

的名T智取其

5 ）梯，T自來帝的作看拾到帶些人混：

.ro..的到t.勾龍官1元益，

因3也會已們追尋r會，屯．每Jfr'31r見，的且也

娟和。 」（來回2）帶歹�拍攝＼’足迦的會我像：

「因諒們

神的到包， 章的頁晃了﹔不以為是人的到t,

拆」已章先'fil»i"﹒陪
:PJ心、為民

「只是所

神的過t 。 �－蜀每在是

神的， 4字且．主運已哥T

a：除

的會主’的人心中。 」（柏前三13)
嗆』屯不是鼓掌自己，

:PJA紋爺自緣。按言之， 可當＇＂＇

智昏要虫學撞車， 不是芳析。

rr.

當a屯．

幣2、白色，當a屯，

揖量已接缸，P且E
1.1.{!.

教，，

的.di.帶﹔

圓頂宵嘲笑不能成畫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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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

�：浦東址：
一

：
，�可－－�.M已成'it.I

位風叉的強食，缺人JiiJ-:

嗎？」虫也因串串混：

jJ

r

「詠A=K�叫 ，·屯的

「不足， 雪足足球芋，大的

神智背心爾

巴。 」

3.3 信心是得救的必要象件
導﹒卒J明軍最!!I' :

「吾先童話，屯祥行才茍﹒以哥哥�？」龍混：

「主誼會主珊誅， 源和1$ 一家都必幸，紋。 」（我＋女
．賠進入的且非凡是鴨γ＊主，帶﹒壘叉的能7.J看V時
神血色嬉戲那些結主持a

30-31)

神的沌。

JJt完成的.:C.1宇啊，會峙的人。 帶歹

給提苟且木的幼地是「學要背道」（錢后，回

2）。 如果背遁入

為'?Ii-到也的Ma.ti間t"D急了3已告串的伍已揖量， 田開比別具司a白色明智s屯II.
樁， 龍'ft.111..，試F也不會，呢111格要自己宙結申且側的后果。
「.｝＼，.拆具品賞月三�警來的， ．．．．．．龍的車兢必扭歪曲自己的
袋，L。 」（結到t

.=.. 4）主語絲， 處娘的情進入不會�骨遁的m

a采取「語軍取舍」的，屯底， 均是處切和處氓的道珊，
功人「勾

神和好」（林活五 20）。

4.

倩道能使罪人重生

4.1

神的道是活渡的
神的且也是§脅迫龍的’

銬。 「

，也誠先賜予－＊－命持自能•－＊－命的香

神的去也是滑鐵的， 先看功鼠的， 比一 切齋月的

會J.Jl映。」（昂之間

12）像帶局會給且，凡的能：

「詠111.lt汀，重

先， 不是由于．能棒的科子， 均是由于本能郁的科手， ...
幫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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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色看起民幣，存的道．．．．．．惟瘤，主的2龜兔永存的。 所會

給陳們的宿舍，足足足道。 」（也瓦爾一

23-25)

神的道賜予生命
牟fli頁堯L白色，對伊旱，lA: -1告別皂， 三L吵？到t, 主已祖i;til哥哥，t且已。

混成.:tE.�.$Jjf-惜一司肘，三討會中�ft.嚕一清二楚．
9提D.�.$Ri'S9會僥幸學軾的最苟已﹒
到皂，

-.A.�

「Ul'fll既吩見，耳邊的

叫陳111哥哥紋的積脅， 也會了...瞥， 頭午讀鳥鳴r

－－�'J'Rr.＆.背咱色，杏文為即t己。
司肘，八帶入移到恨與．
量兔官1,

其中帶

侍道 的 需 要

4.2

叫麓的在

督自己車告．

J

J司祥的真還在雅各唱一

龔自己的旨沌， 用真.itl.-*-'J'

」

RT遁的7.T4命中錯，象銜，俗的昂

JiL

「龍去:ti:敏們所說的稽，直且是叉，車覓覓－＊－命。」

（約女63)

t舌足以封長喬A，屯，

浪靜的

注且也龍混．

神早﹒已在

祿的中J團絃逛了麓， 叫到、跨入�i龍口中海呀福音之道，
頭fA相會。 對l;tit.A,"'99

神包�祂官1拌了見，怔， .吾！＂�民

給龍的， 正如給麓的一掉。 」（我＋五7-8）情遁入)A
永�亡了元宅T比軾的特紋， 自
箱嘻t"ft"?fo'

克，錯了厲

沌神鬼

神在﹒沌的－＊－命中成截了家

濃烈烈的式，Z 。 龍去巴主t,；－.精�1之�會﹒滑油色．
CJ

自�－JI且， 對己

神骨干頓成�

旭先嘻的軍人拆后相﹒稽， 永這哥哥－.，

會J燒著白了，l,.31皂白色，』屯弦， �一點

神

「雪兔述，攝入的

神的稽 。 」泛正是每一tt.1奮進入.:tE.�竭

J:.的口老子。
／

帶9年前， -tt.腐臭的車，朴裁J次情遁入的一吞活，
今．宋詞守通t.－＊.每一位宿舍試看：混們的自棕A神沌，
一成要在起步吋繡咒。 雪切，.且色鬼才瞎子說．

.St:t量宜于生先．

「骨見， J ﹔給先入混：

沌

「看見，」．

「活起來」﹔..郭先

讀缸中皂，腐臭的拉紋路， 混「拉撒跨出來！

」麓的看見且，

主紛紛tt!為？當It111-l學永吭， 除非是進混們的－＊－·旬章屯的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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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每

種多.91!.I雪足官1-3'巳Rt血色。在已

牢”事雪延111JE司暑盔，D./A.Jl.持宮前�

學學

的人，..龍有一 件，真；.�禹色成，屯的。
啊，T贅述人， 如果嗨，也站起來見証自己的純刀， 月三
:ii口缺缺益，F﹔在正如果詠站起來紛要見A且大血色的主周要成
的書， 那諧，是 一 片先明。 如果麓的龔自車，1鹿鼎麓的的心、
義們的口，

4.3

神的血色J曹先元旦曹先息的。

神的道使東命成長
神的活血色姆予祖「我風5屯的Ji;.＂$＇， ，也純培育�JI;.－。

,ta哥哥華l1足弓舟到皂白色人「要晨，包D純淨的民劫， ’、才兔的嬰
孩晨苟且如一 祥， 叫陳們因此漸長。 」（像前三1-2）倉健譜
表瓦全錯， 民命1見成長， 龍本身且不自兒， 龍﹒局認 一 起
的祖r僥且也血色明

.a.地看出，

現「在雪lt.111主.主耶蛛轟督的

恩典和知飢主導可長道。 」（改后三

5.

倚道能造就昕道者

5.1

保步的三童心應
帶，；，

賞自棕：

.,a已，已歹官冒唱
「畫龍吶？告姆

學各人， 要認令人

一

18)

..＝..

司r三L吋v、可＇＂1三吋－.1t.,可？當t:.��

是用清般的智逛， 功，已令人，

a1'.督旦晃晃含金的31�

a

神苗，貪官。 」

站起已督嬴取 一 吋、人，tJt.持不只干-Q昏， 哥，軾的人得要在t寸i
喜悅的事，L得到會4沌，L的魏堵。 悟道﹒旬－學
吳先t

a� 目締的進麓， 包＆i寞是每

一

神的精精

.91

世巳悟到包人﹒旬，t 軒的

＇�已見。
曹長歹竭，且越車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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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于民之心， 宅r以J、﹒他...�.，學Rt

告會長帶的惜別淘中清,t.4t'J已。 「如今瓷攏，鼠的叉，已

的人J61i學且比。」（食品，卡32）浪靜紛地勾龍 一 J司，寧的長
定的漪， 精貫4屯t忌， 掏出 一 擻，
字字白色，

s羊勾丸，

童聲聲

「學畢拭摔在訊官1中均1

神旨，.，－..瞥龍的﹔不是出于跑遍，

侍道 的 需 要

是沌的道﹔述道能建立詠叭， 叫﹒你們早口 一 切.al-§.

神和

:;:,

是出于甘』屯﹔也不是因為貪財， J:,J走出于尿足． 也不是
繪制緝犯

5.2

n·你們的，

均是T間拳羊的嚕，掉。 」（型瓦爾瓦1-3)

神活培的七童工作（提屆三15 17)
圖

主主會處宅r

,;J.,.»..曹長.3'.:lt-t!t年4吾.，..－人的會中看出。

軍接歹地眉頭祂墨寶草屋仕的腐臭脅，籍， 也是音色的身帶吾皂白色。
主ι麓的注J司已帶

神的扇爺在岳重告中喝令干’的令，t目祿。

4．，

’，a﹒、

，
．
．
‘
、

得救的智蠶（第15令）

綽約2龍混llJ!.人可串串每智沌， 知道自己佛要
是興，

(2)

神所賜的

仇恨..尾的方合舉譯自塌鼓聲。

教訓 i
主ζt司幫均已扭身...吾皂白色..切II譯自...單皂，員已雪鬼們諭.，屯的有tA,

且學園會我的會＇屯。

(3)

督責
至于銓不沮扇承翼翼j

J司目的揭露 一 切幫會謬 。 ’巳好比 一

發給基挖 一 切主事委娃相造的都罵1點露出來。

(4)

使人阻正
F皂議會我按各鋒的扇爺來�.:iE..ff沌的足想和行為．

3、31學祂試.:i[.：躇唉， 順8、

(5)

神的旨沌。

教辱人掌文
BP蚊1i1J稽可走述看這智皂、

城皇島、

正J盔、 自制和她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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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

且已幸脅。�祥..宅r且人犯祖膏，..誰給"ftt.�浩田弓﹒中織朱巷，載
的人。 足些損于聽見已古龍主活中的特征，牙切合晃已」缸，已廳、
社泉、 .:i:.1字lil..l\.舍的圓弓·JIL。

(6)

使基督徒成熟
銓命中的「完全」是指在主義督耶酥的恩典和知iR

志成長和局已撼。 主鬼神成長包括了＋人Jl:J"哥乎其和行
，鬼的錯膛， 官長會我有資格

神旨

:a學那些在相當』屯...t.lt..自己年幼

白色 。

(7)

預告行各祥的善事
神耍

的于民身長魯莽舍。 一＋舍先垠爸的基督號，

說象一J闡述看娘

娘告的棲身，其J旬的3位，堅實持學﹒、 冰冷。

脅迫人如果九條
的效果 。

神的活自由進行，..會帶來行薯

童醫帶�勾「像在背. :!Jj,見混入窗前ψ'j-J已龍舟，k切11

的， 也要3巴托那，屯心血色教學剝人的人」付， 明已峙中所沌
的， 正呆立鬼神人（車是居二2）。

5.3

億游

神活活的三軍目綜

于普通看見自述的的文培先當局跳進、 JJt賜予， 為要
逃到趴下的主賞自棕： 「成含金燒， 各忍其取， 建立...
督的身豫。 」（旦學自12）注麓的私營吋J團全看此翼翼。

(1)

成全歪徒
逛一成章!t1ti:lE.貪官一是t.e...t.全

•a 。

2寶貴九九月三純且已者已

是一神危樹。 可無�＇！蛙�哥林旱，會僥覓A「嬰敘」， 因�
祂的風肉詠﹔加拉太會我完晃「4、致」， 因為龍們看賈
偉吟（林姑且
70

1:

�口回19）。�爾神情司已中，犯愴的不是很

12-14）。 aJJi冒必須准岳和會主主會息，

龍骨2且看﹒在不用的風民間？居民中悸，勻。

各克車其取

(2)

F皂

白色鹿鼎f’這﹔有吋要響到且會號（帕爾瓦

伶道 的 需 要

B冒沛晨，芋，主（比較＊－3i.

14）﹔看吋

要大A旦賣各（提前五20）﹔除此之外，有自寸又要2，也（柏前
自

18 ）。

不搶先11-4'的研耍，﹒惜這人都宅T以札-i』鋒中章tt.iu

龍骨耍的會息。

建立基督的身体

(3)

建立

�x帶昂之

神的弓，民見最貫耍的自締。 起i.；是誰會吾

真正「轉起」的話佇立也（看林前汁，因

6）。

A丸，曹..a汁，一會起，

章先官1百r以拉出于學且也．人的辦這血色吾吾�呀洒脫身帶來腐臭的牟平
直益。 Hr＝有腐臭的游到底都是8、
盡』5之白色1�貴 仁

自

持清泉， 種普車身...瞥， 3色看

神Jfr，錄逸的人情骨。 看，人貼切地混混：

「手fl皂白色情，.，..吳先

神的真單昆明智地、 啊，�地尋ciJl.ijt

Jill�對包l'l-?1-。

6.

倩道是戶肅的責任
品已讀甘冒T雪兔官1曾愈益..－.歪曲�.：！汀'F'J\t.包E.A喬長－－世t

費在。

、

神�祂們的吩啥是 ．

.a.唔，曹長白色，

「只要P色里，L主且督�養。

手rJ- J句祿的』包中啦？聾，的緣由， ..要嗽，T字准告， �ill,；種先
畏的心回莘學令人。」（程先前三

15 ）目前茍

、，

TFJ\t.包E白色，.:C."fF；丈3巴拿已起？﹒－二1,， 揖lJ-

對己吋、J、TFJ\t.伍已白色，青草岳

束之會J蜀， 甚ldt紀 F皂 苟且逛了。
主色學汗�且也主事J\t.缸瓦嘴，明星皂白色�J罰。 不是每一位真督我
都看，�＊＇食指脅的恩賜， 看，泛科延民島的祖r健帶要�5: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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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

1!t局已，沌，郁。跳對包商已用。

6.1

億道人的本分
因�述是

于贅述人不會因自己﹒陪了福音浦縣敢自鼠 ，

瓏的本芳， 正如朴人民命于主人一 祥。 且督在主人均仆
人的比喻中地結混﹒

「沌拌， 詢電們非完了一 切所吩甜甜的 ，

'Ula.合祥的。 J

民主話說：麓的吳先用的朴人，所祥的本是，義
(J各→司令

10)

耶利米察且也1壘;Qt.呆主給龍的托T寸，認必須肉主食.1腎。
然沛瓏的擒，也常常遭到以色列入的嘲矣。 有 一 回龍混：
「義不拜見耶和卒 ， 也不昇$
逃進自己的費語
乎乎亨見兔諧的丸 ，
咎。

J

（昂三討－

的毛骨拾。 」泊的是要

祖最后祂傳承仇．

「雪t'B!.』屯旦且的學似

所2且在張嘴，中 ， 雪足..含混不宜 ， 本身色自

8-9﹔看詳細饗汁，三 1﹔給＋..：：：. 10﹔啥一 1﹔

3IE.� 1﹔為一 1)祿9材于贅述的托甘曾迫祥混：

「述情福音﹒

底全民看守學的， 因為望先是不哥哥己的﹔著不情祖膏，
看執了。」（林前九

«.'Ill

16）童話I已永迎海軍.J:.,格說苟且英圈也足現參

加特2口錄加昂之仗目寸 ， 命令下風記述會處在船，是主在危錫
起一一一「今又英固期待每tt.合民治區 .a 逛。
一一「A尾的3已.!1111

J

「今久， 站在，峰期且每一位厲

6.2

億道人的托付

的仆人各忍其眠。 」

福青先.：：£.；給每 一 位仆人的神巷，已
「JJt站已于瞥垠的

曹長2書記宿舍司皆非主的先1!t（提前一
72

久的槍，L說：

3鬼們的主

一一－ J司祥在最肅的知鏈，L錫起�稽

，屯：

會且可會主主祥勾;ttt:

J

T寸 ，

看F林�常帶回

3主要祂臂，也丸。 」

11 ）。祂l悔瓦爾粵給提學

「�-!J是好的仗義已鉛打述了， 當成的路義

程暑，t，屯最已對包當也

尾地祈求錢學昆、自寸，
帶苟且．街抗ff"'J;鼠的，
司長白色，悸，J峙。

驗單單世－：·俗的lt氓，

」格來看，一久，

眠。 在革督的台前，
林前三

6.3

9-15;

．

」（提眉目7）駕機
「提學木嗨，

和那雷拉真.itt似是清

τ

告←－官已眉已.＊.白色， 卜J、吾皂局1一主3已

源和雪且要走祥文員長呢？（提前女

.3'-t-四

可很喜

倩道 的 需 要

a了。

皂，鉛跑忌了， Rt啥﹒的.itt·量也已錯字

20 ﹔

10)

倩道人的欠債
管長2言!ft.告 ．

Al拙人，

「先恰是特利見人，

可之丹、人，

聰明人，

望先都久龍的的會﹔Rt瓜，情A忠義的;IJ壘，

膏，也﹒借給諒的a.3'1屯的人。
互之自己覓食札人，

」（.3'

一

14-15）社會主九看報

沛世扉.Jl."ft.白色，致費者，

有λ告﹒車趕快旭先活中的一切耨耍，
三多姿多彩的先生脅。 相反，

特福

魂的辦單但世鼻

能．他在尋f�之年事：.�

且已，每曹長對己世7扉．當局已，阱又A,

沛T

自己是久，已宿舍的食。
3之四t：者車里主昌禮��"ft.白色官，叫賣，

』沌。

"'3"1安福音看來說，也是如

一世記貫穿$，J3!H令情箱脅的青年3乏這目的地回寸，

tt.贊賞養的情迪人說 ．

「雪足足；；｛） 這背痛來。

J

告訴一

她才「因為

雪足呆不可早己的 J 費語調，自知之明。
如果義的看，見賜食宿膏，
在弄敏、

先知、

在！"*I>�且已己耳咒，

�華各且已看

迷會.ol-"3"會,rp電真不接』屯的人又如1穹哥哥祖先

呢？
「吳瑰哥學先娘看，
8、

神可學智趕看，

吾土集結果暗中1.£稽之后l傘，
湖口不食宿費的莫還？
事鬼尾嗨，

.A,lf!.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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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道

吾先要.錯辜會，
直到表蠶豆海舟，
嘴海軍餌，思足之毛 I
弓F丹台﹒苟且雄。A�吾固靖T盟主持u已－3E.轉tJIL事學.;g�J」禮記白色，
倒劫、人， ，也先看，恩賜的T普通人和.fk.!lili。 祂泄到包的崇旨，3已
成均每一ttt.1奮進入的－.Mt.和樹，拌，

「以諱言學-;t;"�色情福音，

�.a.督珊...福﹔指吾吾 神
的Jl..女學攏在J&.1if,JIL居民的知氓， 31學.a.督僥回到...綾

宮之罪人早年暑明白如T穹情會』屯接

奧運中， 紡車也祂1J'1Jfl

神的活考駿谷，。 揚子手發言民主丸，

1足道義督．我J明白色且，丸之晨， 31學忌，悔傀臭真切地持世興－
�刻， 持要芋，司帶頓
＃昆主式的甜墓。

神的召舍， 犯﹒仰望，真督的昇束對

」

a每本自己唱中的扉賀

自會辦覓一ttt�濟學k氓， 龍
..J:.勾蝠，．

6.4

「甘為金鋒朴﹔噫惜這中，」。

半途而康的圓白勻悲劇
且直督伏宅r禽色遭迫的處尉， 吳先錄完成A督要祂逃到

的自緣。 �豆豆曹長歹，民式的..悅。 龍混：

「雪鬼都不臥龍命

t.�.:t.
耶韓局頸鹿的取害，注明 神息，屯的宿舍。」（我三-t- 24)
本來宅r JZ丸，寧主爾多結果手的 .a. 督徒， 最終覓根
為舟， 也不著.;¥J.3!費， ．尺墨守T!J巴望屯的路程．， 成誠君

神文.;¥J

「 3、Jilt」，

主主晃守泛采守曳的！話1可入一 想起參

到＼ ..＿ M'5'il、 底為﹒句英龍的人， 都會且也可學惋惜。 祂官1弓F
始得很好， 但卻以先敗告終。 化建官1哈哈銀t寸造成主的
可卜人在獄吾吾勾T費福音，L遭劫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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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伯人的， 陷入ml�﹔惟啊？會會耶和平的， 必哥哥
安鴉。

J (J1建廿九25）不少人因怕諷世﹒俗單位風世的且在督棧道

倩道 的 需 要

4

、‘，’，
．
．
’’，‘、

怕人

成「宮，怪」謂民阻。 !11!.i辭其龜兔不會缺噓了人胡亂的。 帶
旱，賠進入因要能量戶自己的名巷、 JB.盟和地龍爾先告，車，的
贊骨。 于費進入�.tj-不能.tj-人何現$泳。 于告別包人啊，弓﹒純為
了主皂台..卦已采的口味， 又主持9巴人民骨的活， 爾刻，電記處散
.巷的真車里只乎不錢， 且扎!A:.,自己殺人晨，落。 這曹先帶都..
入主主陷阱， ﹒保9咕咚前后，不一 的行為祥出身依恥，屯她的
費各（參銅加三三

11-14）。草無歹J已混混：

的心呢？這是晏海

「雪It�是晏海人

神的心呢？龍也是t寸人的喜玖嗎？

著白1日甘人的喜挾，君是說不先是在督的可卜入了。」（�口 一
此刻、’ ？老逼人也不放自述t寸好， 因為益強全能．

10)

「不

求自己的客說。 」（見.�-t-五l)j龜兔參跡失敗的原因。 全省
T也要學非J手＝！.）±人為宴， 蛋：.」父母費各自寸過．

「處陳給麓，已

JBJ5＂－＊弓﹒， 因畫龍害，悅雄。 」（全＋四3)

神的活_tj-j鬼神結合

的發止，竟趕不了話1守T字用。 牙ζ步台'f乞討t

� 袖人

自己。 有人悅靜恰﹒對．

「自述塑造、

.:rc..,-.t寸好

祂

白宮的寸好，的人， 是

粗制混進的不良F晶！
每位于安迪人底放立志t寸

神的4年啦。陳�勾道：「且，

3已1J'l, 麓的靠著主昂，示承恕的，
正�t寸

神的害，白色。 」（帕爾回

一且已t寸

神害，悅和敬畏

．．．知道懷鬼祥行， 苟﹒

1 ﹔百一 10）以管是一 ＋止，屯

神的好轉，祥（來，←－5）。 悔不到

主贊婷的A督機吳先宅T都稽的建A!I（林賞雪九24-27）。

(2)

懶散

T老逗得要站研， 站勾？即晃..:J:.1字。 背－多人不玖逛逛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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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眠。悶悶悶要甘出吋蚓、仰和舍己， 都法國
躲逛。不少自私自砌的人每當－�X.TFB寸， 采取「注別
人先試」的處諾言鴿牽來擔當學己費。 結果祂們原本宅r�.ffll
先祂人的兔，-*P殺「置于」懶，虹的泉一F（太五

15）。Jfr!J:J'1

描述懶惰之人的公帝， 雪鬼們要細心胸頓已、 見想， 持抗中
混取－切11（黨廿四30-34）。
...車，全能：

「超聲白日，瓷們必須作�聲雷起來者的且，

與我帶到，－�導干人血色TF.:t:.了。」（約九4﹔比軟約四”﹔
蛤；：；.

49）「令人本身已久于主人。 」（約寸，其 20）。既然

的.）l..,于晨麓的， 甚R.挺自己賜給瓷叭，

神

若要求量切1搗鬼

-I:.自己、 時J明、 精品零口，喝t,.，屯的，車， 進這是述三步嗎？當
封

神神式的.Mt±是人肺騰的活：

「諒們學畢舉圓， 不

守播電步， 咐，嗽，竭7J�1字主且， 因為知道諒的的學瞥，
主旦宙不是我糕的。」（赫爾＋五
宅T以

.»..：：..令：短旬中

－

后14會綠草草地， 晏海
的典型骨。

(3)

」（牌之

自私
處處處強A

:a

58）帶!J: 學車站車，的處處

l尪先述， 「哥？芬芳，’，毛泛背后，
神

:a.a.唔，那穌旦A丸，L宙召雪起來哥哥

8, 13-14)

壇， :;;!J元坤的會號久不乏人﹒

會主其中看﹒帶

多都挺進些特征3冕成于追求彌足自己的央趣，L。 龍VI早﹒
出頭L姐，

t 辰，此， 執當金嘿，

民！·全路不出�JsllF...重

要的主，耳。 帶9告成剎車屯的商人， Q9t,.牟吋慨吼道：

「在

屆世的，ir�..t.養員，屯費品毒沌， 祖 － Ji;.覓含熱JltJ足于自私
自砌的，且，t.！」 （參創電r

.,, 36)

-tit匿名的先知告訴3E.啥玉的比喻，萬．哥哥雪鬼們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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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令人在

障，L白色吋誤， 書人帶了一 ＋人來， Jt:t袁說，：敢看守2屯人，
者認龍久了， 諒的能可有it且鼠忌T℃替龍的借口司，﹔不鏘， ．你4此文

憶道 的 需 要

其起話頭J，屯JIil..！：.（玉，L二十35-43）。祂才三E悅：

出 一祂連帶很手來。朴人正在忙亂之J剖，那人數不見了。」
航空L列主．才龍混． 「﹒傲自己見妥了， 且必鳳祥判悔？嗽。
主息時， 先知指出叉，會主大車又在錢， 都隨..-.jlt早年旦旦主主主1民
啥沌， 主主§＇i;;度商量口出一轉k。
他麓的車長會﹒混世t＊－；知的活． 「祿的仆人身碌脊氓，
都白白3龍成了吋蚓、 恩賜、 萃，ZJ、 很會、 客尿、 要接悅，
結果逗，能會，也久，但！ 主瓦格是歸宿，自私自別的人進吋措1�
神.:X:.1字白色，自白。 在B寸洶的蟬，L布萄街了「宅r禹色」的錢，裳。
主屯些人頭j處追求自己的混沌， 結果氣急了

神原本要鵰

給祂1﹜可白色吋J濁。
挺好斌在台可寸的比喻， 混明了，此掩揖..!AliiE.;J:.1宇宙包
與詞。 1督必須「在．凡事，L居首位」 。 'ft.Tll以「耍，Ir-*,

祖先」�准則， 合令且.e寸B寸i1l苟志，已lii:..9l!J司－jf色Jt:t
學和哈＇＂＂付章Itill

啊，冊費獻。

「不守懶惰」， 要「尚昆3、峙， 幣，喻，肢，

主」（歹十二11）。述教學明且要進們切龔自秘書7前箱雄主
白色

.:x:.TF。

”會放的活宅T以錄合�： 「土的.:X:.1宇白無3記名度，

t訊官1自己這只顧自己的，比＆？」（宜賓一

4 7）先守否仇的

是「好事穹純成為主好之穹的昔比人」， 先告

神最好的

福5)-呆呆下J團最糟遁的事！

(4)

花詩
「雪色金先看T誓旦龍的恩賜」， 足足章是TlllB!.吋守以拆到拒

失色尋r車主的托帶。 主鬼神托帶義毛主是自以不’運皂白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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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

道

(a) 沒有察噓本身所得的恩賜

�•

除非一 吋、人悅見和且是按地告即怔， 否則祂3巳海知是
自己呆杏嘴，背道勾－摯的見觸。 金先有人宅r

況看別人

游泳進槍聲細棋手干。每游泳的帝本彌＊揖游泳的車覓覓色。 ’，且
一

的方海呆且先進水中學法。雪叫1曾否控告且自己的惜這見

路？學它是 一 次持不足箏， 章良嘴，人能在短短寸，次八次絃勻
后車鬼蛇封給說，已。 如果屢次學龍之后，’ .＊.11t自己與在全文
字n覺到皂白色，用J晦， �;Q之咱已啊，J吉1凋色， :t;-宅r可F且f!!I卸F 。 現是3、’ 雪屯
的己象告，鴨山..對包�ZJ浦T泊。

(b) 沒有察覺恩賜是借結研和操線之后才能投摔出來
會，辰、 �苗等采訪是槍聲很絃沛成的。

一

直普車已令繪

出的﹒時遁入起步吋﹒， 很少ll..J1..乎吾先看， － ?I-錯，l.liil出自己
會成均有足她的情進入。 情－�人本激起指示懈， 祖..，半

t.茄i..。

品

(c）沒有用

神的活完浦自己

嗨，旱，自尋恨不純情箱脅的會健談起仇丰吋則口譜是
縛， 主誼喝不絕。 進.iE.4.JJ舍了「因�心里所元毋庸的， 口里

-t-.:::. 34）龍的精研汽車的原龜，駕車鹿a木’

垂危混出來。」（太

，多年拭哼， 結果說自自然糕的談起汽車來。 祂們的』屯訪
?I-切..喙噱不﹒休！逼人的心元鏽且已瞥，

�o九.$.31摯，

－

就渴Jl.�j旱

的見蝠， 畸重母娘蟬的福音。 九五錢，：

「龍

心里精品役時，章的合歪曲il.�..:E稚的’， 麓的曹長吳快手
怠。 」（悔四十五1)
看，一 叉，

一

'tit背道人通見 一 位居于「錢看見賜」型

的弓每年，會曹長， 要求龍說明現J蛤札每9年的－﹔龜，鴨 － 3i.一
78

}ff )61祥的方蜂肩11屯人帶進祖先息，

「司每年，人， 如果陳

神此，It".ffl1想！ 」沌扇

學的借故﹒他牙，車頓骨， 8、比泊之情福音。

(5)

倩道 的 需 要

→，對色封字真垃j#』"fFlili.車里是L是膏， ﹒惜這人混．

未串的罪迂和厲世的生活
輯、勾慣和不正主詣的熱尿耳其會起來守以風得好，多＆督

會u麗芳于主斗3巳9已會t官1白色，.::r:.1字。 如果，忽略了持會和全袋， 逃
還龍舟且已督執鏢，’ 不參加召舍中的聚會， 章良樹就lffl.譯自悔改，
人垂危3忘錄在揮主晶的見路。
我敘述科扁豆拼音逸，壘晃的唯一方，啥是值心仇瓏， T
民午;j.恥屯，

回到吾吾銓車、 教學告，巴舍， 為主T字..ta混

a 出席召

會中的各科Jil＋。 然后可哥拉丸，巳固， 勾主先適用行， �祥
每鹿忽略的延民暑才能帶v.J.�草草宵�車，所用。
接T穹因，忽略沛先海完成的主且都是守悅的。 又要建
1盯宅T毛人單：.成
學

＼

i::.n言 ，

尋司伊，含量!t111白色，三

命先白色食踢足d屯中的平

浮白哼已�白色，是已站忌， 車，于帶來在且在督會主倒台前宅ri旱的食

具息， 臭不在活下。 帶�己ft忽略軍缸瓦忽略土耳的這在督號，
常常，本身色擺脫「雪記本宅T以旦旦為主，用」的會決所因此。 A
主犯護首，�主鬼神支旦司長的自雪延中特

f魯在喻的憧憬中，
看見

a. 出來。

神要買俱i走局的／自己

J

�;/il學報章鬼不會成.#J
事已令自立入為叉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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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億道必須深入人的位格

7.1

位格的定文
人的ttt.絡系品一F－＇已久， 因為r已不是守紙張縷的寒窗。

麓的守以提

re 插進泊，屯，也、到t龍和民籠，L反映出的特妹

勾恤， 即人在』屯智、 述情和沌，屯，L的母l嵐－

JI. 稽，風于令

人JJi'甘、知、 }Jj-,tl’比如JJi'會鬼的會行。 人的位特ft.局已了 一 ＋

.».‘人每人的車晏海包中JiiL索出來。

人的全宙錯？舍， 電r以

7.2

位格的表述
人以三三神方互之家主主自己的ttt.特： 』屯智， ��鴨血色串

通皂、 軍無存取車站如故﹔是情， �官鬼魂血色�自己所知道的
有所

a.a ﹔處處，

沌官鬼魂身已�＇屯智和述情，L白色坤﹒岱T字也

接見和行濁。棋會之， 每＋人都啊，每先，恩來的知、 見和
行的純.7J 。 述三三科血色.7J.M.1J1忌， 在！."*PA..：持？ 一 的屁事長，
因此心智、是樹和沌，屯的每神行筍， 先屑于聾＋人的行
意'/J 。

7.3

各位格都必須被基督吸引和嬴取
嬰幼且直督嬴取一 令人， 必須包給干，述三讀：

(1)

心智每lt�Jffl. ：

對

神真禹廟的活幫會帶錫的會，也象沌，

人的心智U!...先敗。 雪間1以前，也曾像述， 在
﹒窗， 福音月三只是帶像

串串。
(2) 是情教

.H. ：

一

些

神方

神予的本身勾.:I:.1宇宙旬，

沌守臥).k�福音信息的1覓處迪威。

(3) 處處祥之吳先：只看在心智，L句食宿舍的農姆像戚， 是
情殺..底， 人才能作出正綿的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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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分重視某位格的危隘

a

／－1

、‘．／
．
．
’

迅先帶彥.，.且也J、3、民屯的地方，這L鬼按鐘3前來自旬，J':

注重，屯智的�.!JI珊，忽略是，間，如月E建L， 結果FJi:..了合

伶道 的 需 要

7.4

呈長化穿白令黨的知訊主丸， 龍骨述看成了司已往一祥冷
苟且先情。

(2)

注重是憫的甄別浦忽略必智和處處， 造成了淺薄的
是情主九零叮囑k情i丸， 善各單j守臥車皂白每一＋接融祂

{Jg.）－、。

(3)

注重處處的�.3-ln宵忽略了』屯智和述情， 越成了粗r
的令人主丸， 官已﹒旭先說每每人相災。
...t.述各﹒神方處都1扁舟一窗， 所接融�白色，只見一吋、人

白色，片冒r

,

�－－形成了成平，L方隨著「各持這場」珊祥出

a翁。

了車L洞永稽的所謂有r
到「成績

a帶晏海人的「發

結果如鹿瓜，聲。 祂迫不

定」， 是皂弓毛色上
于耶和竿！

因為﹒借這人竭息潛能為晏海

神�－

」（草t';::;.

自己的工﹔她忽略了「.甩出

9）又看，迪人的

先＊肩已：取魂。 當缸嘿$，

神，才能過t入人的滯

•

當已Jfl人， 哥哥自帶頓＃賜予珍貴，

按﹒岳重全中的�測， 這�味道看咱g，屯智、 感情和處處。

4!E.-iι麓的�.Btl看看要紀人帶入真瞥， 事�－－息， 告＇＂ttz:.格
必須袋i穹的2主義。

4

、‘’，
．
．
’
，
．
．
、

7.5

心智

神的稟賦

神賜予人－禹色刀， 心智...其中最重要的。 一些﹒惜別包
人很T會心智 JI. 足籬， 寺注在是情，.t:.'
道♀；神T科學不港一告。

組吾吾吾銓1民宅r知道

a學雪屯的，

神塘，E』屯者已到t

「此，

不會之入我泛喝了旱的神乎乎瞎了心眠， 不叫起已唔，鳳姐祖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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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

的朋帥的。 」（何回峙趴裊的時，妨以
的覓到已恥，t－＊.的J含量， 是3己繪得看過低息， 前t.ffll人明白祖
種寄自gJI且還星。 4屯有5"且鼠忌站買色ι－§..!fl幫會車每－§.j全自g.J包車昆虫已.M.。 商管揖已
以外， .B!J元祂述（林姑且14）。

(2)

借所僑的道， 蒙歪果光照
「

一

的會惜一 講學勢，:tl.:Al也見先，龍應人逼迫。」（帶

首汁，九130）因此情辦

神的 t首要清晰，竄入.g..a,頌悟，

元萄街智，俺也克宮前錯，ZJ。 委鉛錢�「＃且..M.明 t訊官1峙中的
眼睛， 官lt.1訊官1知道
帶告：

「求

的，也召看呵，指...」（.1俱一

帶麓的眼睛，現麓，也

（繪一 官十九 18）只啊，
;ttt.J'

帶錄中的寺妙。 」

神血色賜予厲叉的洞，1-Zl 0 「學畢情

「先給哥，甘示章，甘」（錢后回2），都A.麓的的本三步。

陳g:宅T臥龍秤， 3E.浪歹守以當鬼鬼， 龍惟有「

t長。

(3)

18）。大且

神叫

re-*.

」（林后三6)

伶道的財象
可無g:白色情;tit.敏究學.g.�「音捧讀軍隊明

Ja 「辨她每幼化」

（我-t--t:: 3﹔十八4）。龍舟旬的g:晶帝在隊述勾這輯龍的
文悸，T宇品中港總是最曹長的。 扎克tr）事直到結束， 碟，居已次
訪司馬、 推辭滔滔的注明摸，＊＝＇措。 除此之丹、， 龍剝用次路
子軒然的繪成， 道慎的見錢和強7前看泊的混明， 毫不拉繞
地注明了當帝的車，旨。

a府和帶到t人主耶穌漪，是揖已

在四福音，中， 最芋，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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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每長白色，...單l'ft-躍皆

�w 且已切II；化身忠

喜皂對包對己

Rt喜皂

"9�劫之。 直

民品，

在那里挺自己的主張淵明（善良創太3i. 23 , 29 , 46

等等）。 祥喚回調會裁不雄看出之不甘!Je'Jl6明奧運里， 繼珊

學！J鹿三T道叫聲抄巴， 于告別也人幫會

”U昨

神的3、血色4時已2頁忠信鬼神神

寫﹒今蠢， 認真單皂清清篤篤， 11珊尋r.7.1地以智，ll.1t'*'

倩道 的 需 要

認自己的主單位加以蚓述，界用，且淺和會遍的混活T會Z緝令台。

.:tit.龜，！＠長卓i!,建買喧 几 明包必須深入和扇..*-.'31i-別也看的悟恤， 四L哨包
們呀，后，至嘻嘻閻王真是， 正如

神多，且E龍的身甘、﹒眠的。 要這..

�目祿， .!l令祖「息的結祠，記幸，次學＃穗， 象這清晰，
屁巴﹒會通t

�

推車皂的迫在要濃濃， 學詢耍，r混鳳尾泊， 持且．結

會台奇，星星。

7.6

感情
是’，指令人心智才會沌的1覓處。道，人.�自己所骨、

Hr凡、 所肉和JJi'；劃皂白色通E商品t..aJ農科S已＆， 其中有.a...SF...ia.
痛苦、 民ll.恨、 J司咽，.底是、 累積置的瓦文、 慷慨JI.脊背
苟已。
會祖脅的追程，中， �含混起述情．ι�A＆。 A間明.
的且罵后，在人的民龍中緒激起憎恨的晃晃。對人詞，

神

的活知道自己要先在廳中， 張接再膏，正是備的智雄目寸， 人
會Jl:j-，：毛是備的命這在是情，L戶車，連棋是。 談到過良主以民
嬉戲的試書，

為人3已寫宙材的措可智雄F﹔韓持續，直是音，

J、

內』屯的]61僑、 處處和晨，已'Oil油然現宵益。..尾的方錯既已
其實卓忌諱白先績單民心地，已這先述， 人在是情，L自然會戶�·
盟，、客站忌和平安， 足足，且沛易見的。
封記者人呀？＋學聲色的試，現宵宅r

�述情木然， 先穹的已

義的。 主鬼神是情，L的1't.li且守以A丸，Ill.求中漪，E司，曲，

「詠

的一切越厲擎的人呀， 沌，J'1鼠的不'11-:C.嗎？祿的要積i』看，
者，比起！惜重j麓的第瞥曹先看7 .....耶和誰在

且已.1.'！舟皂白9日
83

佬
道

于故宮lt"i'曳的脅。」（泉一

12）由此守丸，箱脅的，蚓、試，

持不蟬，�扇－＊－＇屯智， J司時是為讀I;.－＊.骨余的是憬， 品丸JLUk

u•虫M1l-沌的稽，也。

月

7.7 意志
(1)

神尊重人的意愿， 以不勉強
神...i青人以自己的處淹接見

孰足足給予「人處處的 J （扇廿二

的晨，持不竄入清車。

17）。...唔，的慨吼，已：「然

珊，可缺們不對·R!)混沌恩來得益命。」（約五
冷處乳混： 「－�次見，－......傲的人女
處處。 」（太廿三37)
來喝。

」（鉤，t37)

呼嗅：

40)

�Jll5J島，民

······J乏足澈的不

「人看渴了，電r以創建逗里

且也備軍人混：

「入學普車延，l:'jll.的人，

-t-- 28)

守以對義�里來，麓，且現祿的嚕，聾子沌。」（太
布：「入學立起噶層
，台

17)3/ls.唔，不是每每鼠，

，巴

的旨見行，..必鹿巷，�－切II。」（鉤
不錯翊啊包人的先糟。

哦，： 「司，

哪！瓷站在J'1刻、叩J'1， 看看﹒骨具雪tJlir會－�J'1的﹔雪足要

-a勾穗， 祂旬章起
.a.唔，••－＊且也f－＆•..＞、， 在！.））、河ζ

..

遞到祂那里舍，

一

用金庸。 」 （扇

軍區哨包111冀魯�

a

20)

�A.:l:.. o

戲，電必須由骨越看自己心甘價見一F發起。

(2)

神要求人在意志上元余件的降服
處處是人又瑰中最是會才降JIil

神的軍區匙， 帶月底的白

嘉興不升起，－..tf9.&.Q含章足先蜂起Uk。食宿會咱色，最絡自祿，
.&i寞是帶頓昕看接�唔，�－車， 埠。象依
祖先出勒令T

«.犧般的發見。 除非
s

一

＋人在處處，L認自己叉

，已.主義，峙， 禮吾貝 啊包牙ζ．能H、蜀E白包苟
84

吳先命的車，

�通k電涉..�苟r先－乎←的。

且祖晃』屯智，ι的降R民譚口尾f膏，ι

「章先要起來， 創建久哥哥那里告。 」�活且

承8萬叉的峙，帶了雄， 因為龍郡遍存諷和租車壘的心已銬在

t比其是＋好瑚弓﹒。 新郎敏先1

「 111{

三位主中懊悔。 播扎的

....－.暑ι�岔子�111{會樁，已于嗎？
營管已．

伶道 的 需 要

穆巴弓﹒混．

」如果呢一如慣詞地回

「建處處。 」統管新娘寸鐵 J句：

I $A丸噶r.孟屯男

人為詠台海呆久嗎？ 」著跑，也困苦： 「雪起搏，鬼。 」混亂
呈長1晃晃去缸， -.JI:會新人成為3、徊。 �:ti'.:it丸接ti:,.站站，拘束
宴，二人會爾為一。...唔，J可先局的處于：「敢要跨進嗎？
然后才混． 「拿祿的轉弓，走吧！

」（約五6）參看己處畏的

制于（蛤＋八 41) 。

(3)

f會 遭人必須譽主的名要求人在意志上作決定
a�悴，J'-t,.' 「要童醫 神的吾會帶」 以哥？鉛拌均
.11
��＇啊，

帆風（也瓦爾自11）。秒2主先茍悔？宇廠廠的要求，籬，人電r 色拒絕
沛T繪�－•， JC.母身吾吾也�必�嘻嘻每句司長冒冒.：：，－﹔ 其已＊＝＇強n恨自「，

白花主苟且已宙結宙萬車發， 緝i,；是Jffl..）、．每Ai白色，早oAJ司，且，

封k

啊，人守以為龍萬軍發， 民胡.，也自苟且的呼喚：

f裝帶戚，

曹先帶廠﹔

童電元增拜.成／

u;

.

幫會詠唱？會3、裊的詞 足
咽，R色的主嗨，
祂才能哥哥紋。

(4)

量，

I J

于每道人不能用任何高思手段

「�.:il;.1,屯的－.，'l.」和「久，JJ;.j*, J 的是許屠龍說血色增加
很多但都也先且已命的童車毛基督機， ，也越成風叉，L的危膛。
常』屯軍車芋，瞥，造3、批歌紛處旦起的跟隨看，

a一 句，只聽.31

是情的方錯， 41@:.月三留情地在于老祖會JI.A學

神的管中

85

倩
道

�m。

;be 鈔λ

因此，精華學和接見宿會，包含－－�人的1tt.格：』屯智、
述情和處處。 每令人必須骨、 會、 Jill才血色錯房－息。 A
雪It111准各自己宙才注.::r:.1字， 以'Ul禹色「1'¥ft到也的三已久， 思」
祿的取三步。 」（錢是音回5)

(5)

伶邁的測斌
背道是音三三＋要－＊－出的J明旭先：其一 ， ，也是否扇－＊－＇屯

智？其品， reJt.否通t.－＊.尾，間，？吳三， F也是否要求處處..t.
的發見？看，L昆主已令J可見的善事昆主宙﹒的， 沌，Ul.真正
的ft.ill﹔＃且.31學呀看鋒�.'.iE.繡的見雞、 五繡的是鹿鼎
正涓細9-ff'濁。
T費進入且必讀讀巴述情哥哥清清超越， 品頓悟， 會追輯， ，
混明翰裊， 以追

a，屯智的要求。 龍必須T音帶真慎， 克留寶

善蜓，rA:.浮白是人。祂必須先，已先棍、 ，建L龍潭白帶串醫執成－ft瓣，
誰會

神的活�且也督鏽擅長封封t:I會的處處。 ...唔，號A--1、心

智，L已成肢， 是憫，.t..�激勵和處處，L己扭正的人。 麓的
要再次強惘，只有

7.8

神才宅r以成..沌，r先的神沌。

查考至經中的「心J字
先宅r杏屯丸， 委鋒中提＆「心」的地方都包指＋人3巳

聾的1tt.格。 看壘各地方，

F已

注重，屯智﹒ 衡的地方注貫通僑﹔

2足于其F色地方划。每系丸屯�部主步。
全看各錄中「a屯」出頭，的地方， 宅r以學看其實泉，
�7'、眼看零年益。
(1）心智且必息， 主龜兔甦雄器官，所在。 「祿的心里混愴的
A1'←./A呢？」（路一 位，

86

66 ﹔二 35 ﹔五 22）注.，－.�旬

「』屯中看智足的

J

JI.單車智，也（也廿八3﹔划﹒一

6﹔外女1) 。
(2）是，清軍已是曳， 主龜兔l覓處器官所在。

26 ）「麓的的心色不是丸，裊的
32 ）「』屯且堆述結瞥」（林居二 4 ）﹔ 「，屯

魂不附草率﹔」（蛤廿
嗎？」（路廿四

「人想起．．﹔···G"f='習，

德道 的 需 要

稽，

一

里付，捕，tw弱智」（11'九2）﹔「

神的民混苟且在麓的心里」

(!J:.:li. 5）。

32 ）﹔
「 .tc.，之心iitf. J （健-t-- 23）﹔ 「』屯呈獻All」（!J=女 17）﹔

(3）沌，屯， 主龜兔"5)'析器官»r.:tE.。

「一心－ .，1[.」（燒圓

「�心里進行」（JI學女6）﹔ 「述心里所見的」（!J=-t1）等等。
(4）心智、是情和處處結合為 一的地方（林居回6﹔太＋二

34 ﹔11'-t- 9 學）。
因此，

「尚昆相會」（11'-t-

9 ）包結尾想a智沌，.t:..J寸祖

會真單皂白色仇恨， 是情，L會盟的反底，

毒a.,1[.沌，L見全J司且也

車盎�且直咱哥 Xi 吋、J、tf9A.＊－毒口且已肯于是：..＊－ 0 F支手f�.:fi芋， 才守哦，
軍人的r屯全無組風車在督。
鹿龍的1'F1費述的都以』屯食』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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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抱�﹒槍，

ι 到t本不且也局'ft.it.宿費，也﹒句精遁入手r勢。因此

�.」

一 ’呢吾吾蕭相見鬼，車

神的全耳R1贅述人在4'1JI賣

局組「濤，L的文章是，也是會鹿的。
麓的己絡也混沌R!J「全取」背道﹒旬「帶取」背道的51"
剔， 又在于吋J旬，.t:.a包車色JJ!.1局紐帶..t.的文章是。 麓的也司t!Ct

a瞥，k中「壘取人﹒±」和「早會號」的戶兔， 持不乎會
新約吾吾銓的.學。 所有的會僥都是「盾，悍的學旬」譚”風
「

神的學旬」（扇 一

6 ﹔租瓦爾；：：；. 9）。 今又迫切的都要是

一 群為主獻身的真唔，魄，唔唔告

神的，�賜脊背道駒，k辱，

會世裕的.:J:.1字錢給主封﹒＃捕時Jal＆學

神的稽。

神， 因為不少義督僥己錯接i民主的呼習

麓的是姐，

和龍命「色各吳學背道」（僥八4）。 龍們鳳祥是「車的令
人」， 正如金耳咒，車的。 麓的巷，因寸�·姐li忌， 典故「寺且比
之三ι」的息，也...珊饋，「后1.＆督導純一 滑稽的心」（林
居

-t-- 3 ）。

一

些最有恩賜的情遁入歉，k肺晃「�；命， 哥哥

（

�TF1銓害， ..守萌兮兮給那缺少的人。」 :J魯回28)'ftt.1f1
紀帶�－－J防線歹J之迦會魄的功告， 「劫、自己的，1司房子
祥.:J:. J

'

（

司乏對不雪白地頸鹿三r 棺前四11）。

a辱不是要帶，造Jl..1tt全取，$主的.:J:.人，

益于袋中的

包劫、一 切的T贅述和品唇，其命的人則先Jfi'’，﹔相反的，
每1Jt會僥故各自T宇主的且人， 為主各恩典取。 每1tt.＆唔，
89

倩

號都是且人， 因此， 龍必須為主嬴耳民

x• 。

主的功會是

「又要心里高興i.a.督�塾， 看人Ji:iJ1恨的心中防翠的緣由，
車且要帽，神准脅， 以混暴、敬畏的心目卷卷入 。

」（曹先前三

15 ）主全民看�「各取人企」.「平會僥」蛤予不J司的�息。
址麓的﹔但此，銘ic!.7峙， 拉扎克�目前 .a. 瞥，已的勾﹒俗»i'混
績。 當l.i己了沌，r胡志，
取，司已

aa-tJ:.雪t 111 全書已.，'t.'E已符合色？于...唔，健全

神的要泉。

1. 歪經提及全取倩道人
童醫翱翔告會因�財學3前刮起銜，自寸，氓，走蜀，l-11號，
功地龍的S韋造，tttt. 看好名戶的且，凡句道 。 隨們混：
吾先們宴會，心以祈椅背道站，。

「萬

」（龍女1-4）迫地方最少看，

→－.：：：.世b舍耳R曹先主志的人。 軾尉， 巴拿己和咽，』Z劈頭L塾，已帶
頓非全取，車，＃吳牟學神

神尾處的.:C.1字（我＋三三1-4） 。

述后，雪鬼們又嗅到：

「郡虫學管背道，k吾吾人的 J, �些人「配

，已加愴的祖先 •J

.，－.指快給祂們在錯濟志的，聘用。 起營

,

企取T贅述人在金鋒中缺形.'3-�：

1.1

一一

「是主所呼召J （徒十三2)
麓的注見到， 龍的是在主的.:c.11:=...t:.忙碌之吋....告，

神浪者呼召幟，兔的且也督健全省合耳畏的正人。 各捨清楚混苟
「�費暫且」的人「不守，乞低」（柏克音三10）。且毫不宅r

att民

的AiJII結懶鼠的且已唱，智l*'Mt.'.iE.A�Jit.T筍， 純收一計具
此之瓷缸 。

1.2蒙主裝各
90

沌些人民了主的恩賜沛曹先主.:C.（第四

11-12）。龍的在

am� 主爾來的

尾地。 是我們因此靜地說， 証.JJfl魂的的恩賜。 -'tit.a.視
恩賜的﹒賠進入－－�步息祂倉健的帆風、 9世恨和學帶中加以
當�。

倩遭 人 的 支 援

「－－－l
告會中玖玖轟轟的局會我相叉， 自由地

1.3 蒙弟兄拳荐（徒十三3)

...召全取，車的第3已除了自己內』屯�是苟，丹、’ 這要

告會的J司征。 ..食、 帶告，、 童聲.!J:.屯人條龍叭的...告， ,&Jl;t
龍的的;i:.�－虫，全宙的又過。 童醫學L召哥哥磷屯九后， 明包官1
全心

tt入追究，已中，

，已

一必－.，11t地完成主舟，已甘他們的！

要注3皂白色足， 去鬼神按 .!J:.吾先看，給祂111「T贅述駒，k串的
根研」昆主祂官，�「且人」， 因站在沌，以前， 祂官1早﹒

巴－��，字！ 新約中全先導r，時鳴驚到t人的皇島止。 然謂．

R

視·-1先看tJ主義故我ll.1*-健身指垠的人依.:it.（我＋四23﹔�一
5）。安全是阿召舍的龍海民＊琨龍的持巴拿巳恥，最�的將傀
文遍。 ��又主敏和車，很低.f.t兮的「故我母元錢」的穆槍，
根本元海JA.·晏鉛ll.�.!J.已中加以求証。 雪鬼們要進實現悅的
成：鼠， 牙之晨1奧會皂白色，牙、組ti
后來， 唱暑歹主苦巴拿已回到安提何， 「緝毒E龍的被采
人JJi'挺身足

神之息，要劫、J.lt.:t£.JJi'祥之且，－. A.:a泛地方。」

（我＋回26）述后，可無�虫也述了另一'tit叫宙拉的J司且，jlr..t..
許已先平，二次T制止的缸述， 「...且，�111犯祂3足于主的處

.a..督欽的「按

中。」（我十五40）草主義串多4久前籬，見舍不象
.:it.

J '

呢們要鋒!it.�科試玄， 才守以T普通、 施龜兔ll.「主

領土的曉餐」！
學：. '

可布，且， 起.."ttL揖！��.），、車富于且L白色，讀卜也請T到t

曾�;i.直唱（.�.毫吼道﹒

「龍們只是記處處的手按在旦旦
91

巴

爾
4
跑
長

調

的

倩道

一位來嚕，凡用心＃書長彌合耳咒，•t$.::x:.人， 在﹒晏銓
中章且不�，，.佐証。 童話線， 告會不巫豈宜賓悶，ι司長等語可守會僥11:=
全取，$， 除非當官龍鐘起一成長時局1注明了自己延風
叉的：會行 －

a、

勵屯、 看見跑， 排且．是會乎吾鋒所豈能

白色，.::X:..）、。

1.4 被牽東派遣（徒十三 4)
會？歌，r辜的人�...皂白－ "1、暴民會JI.A盛情命暴漲， 沛
3皂白，几學棒，
嚕，

「..訂�龍的毛瞥了。 」（僥汁，三

3）終身啊，

神吾叉的研頓和賜泊，t’ ，已．他們的？”t帶來很大的

棍諷。 在量比項特別委畏的J珍貴彌合取，$臭豆，./A白色，時吋
久，r， 胡雷UW&'fJ'! AIA.·嘴一切神，瞥，已賞 、 劉口rilU底和..

tt:a兮的學棒，

都先渴呵，已－ "1、人••A 沌成la.t$.::X:.1'"F。

t.�現J3E.喵圓，究會中己，明了，

「�

A耶和誰提富余．．．．．．不是鴨F到缸，品， 不是鴨rt才血色，

�Jl

神的香吽在訓

待會麓的吳方純成，。 」

2. 量經清楚說明全取倩道人注蒙歪徒的甘
心事敵支持
啊，。每�－學的最龍鉛三ζA哥林步前喵丸，一軍二三吋－
2已帝， 會我

.a界;a緬懷，

其中J\.運賀喜成

.a彌易見。 情久

..來看．

2.1保歹的根柄：他作主的使徒和仆人，有真碗克i化
的事妥証明（第1-3哲）。
92

.aa.91ff尾隨帶歹

書記太

成�龍Jt.·命中的闕，辱。咽叫1

re�、路會我帶入骨垮台台抽回饋，

唱，繡切的混 ．

「諒官1

建f';f三強哥－司長宣言的獨巴串門曳，的（..’ 不能悟過丸。」（僥＋五1)�些
「背著31進來的嗯，凡」學述非法，帶歹的浪健身旁﹒ 在

4）。帶��口

對弋蜀侈品;fJ 苦？中， 主主插足的閉苦無非常成劫（�.：：：.

倩道 人 的 支 援

身語法

拉木帝是指出乎轉世啥是會的管娛鐵學﹔在象司F林�唱中祂
也�自己的故健身旁辦妒。全盔，電弓F美白色，因丹、J可見， 看各司、

tEA
rs－、

、、，／

JiiJ其惡的香察都是JE.宙的。
「表示A琨僥嗎？」放我即「�逛派看」。她迋祥
弓付危苟

「$

．

!J: 」（林后
一

一

神旨，沌， •·召T字耳腎，承

1)。旭先司已

.a.，峙，前走白色喂，』

c..a萄。（，也注3巴林后，

神旨.：

1 ﹔�一 1﹔加 一 1 ﹔第一 1 ﹔百一 1﹔提前一 1﹔

錢后一

1

和多一

1。）不是人賜龍混東瞥，

�晃來組

的主哥哥自揭給的。

(2)

「雪鬼不是自由的嗎？」龍)A.挑太缺的枷售貨中碎紙也
昂之，

「是主所帶鼠的人」（林諧，台

22）。祂看完全的

自由唱起用唱起我的根�!I浮白紙血色。龍不虫1.:f.£1宵的采縛，
龍不在接1可暴民會的取根之下。龍有自由運行
白色旨，J屯毒a

(3)

:a吾吾

一

神

神

切的稽。

「吾先不晃晃去也麓的的土耳F蛛嗎？」述三E.Jt.1字祖先燒的
先去與各吽（比較健 一

21-22）。呢哥哥眼見去也已銬，巳滑外

又只．在�i唇線萬皂白色且已督。龍在香袋中 J!, －赴混：
「末了也JiiL給述看」（赫爾十五 8 ）。足聽縷的S學家見
合成寞了龍的－l缸， -tttJA.擋車是澳

神只....迫且已唔，

我的海尉，粵人， 寬然成了機血、 農總和忠心耿耿�

午學弓吋$宮女又可卜的A, 結果呢Jal主的單民超越一 切， 也為
格訓、民營。

(4)

「諒的不是雪屯在主里J宙Rr11言之二L嗎？

J

哥林多人血色

成為主長督僥．正好是龍作故我身旁的明証。 主t.A司F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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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
道

!J>,.層4肘，乏，主翠玉帶的中心丸，皂， 「'fa{1/1龐然導
站lll.1t.a＇！延旦宙龍活的3巴揖﹒．．．．．喻的地要自己省患
者嗆心浪者，也要自己當尬。 」龍們「看會心」沌
，與現注明龍的故健身旁，「
因
...唔，在雪缸里面像管」 。
此
因
， 立也是學哥林豆，人不折不扣地成了呢「非議我的
印証」

c•2 常）。

2.2 保�狡支持的杖利（第4-6令）
(1) 龍有吃喝的執�J（黨 4 常）。祂民均主暫且，娘要看，會
物品已組虫，瓏的，rJIL。
(2) 龍啊，其祂喂我一祥的執..：，，J。 果
如
，悴耍， 她看，紙帶到
明已111文姆， J司吋如果昆主的旨沌， 明包包手r；飽��自
由學真相間，

其
如
，屯
�
，已線一祥。

(3）龍啊，不會鬼1!1:'浴Z祥的執�J(S-6常）。陳!If:戚本守以自
哥林豆，人擅長助－..：：比縛， 呢-ii>自己身瞥，直車， 以先居
龍
』屯�良看指贊她吠聲，現j用哥林罩，人（僥吋’，、1-3）。
在帖訓f(.]rlli?.,迦吋”也堯如此（柏前.：：；. 8-9）。 其它吋唉，
還且不用情苟已下，明包封勵屯...且忌地接到L饋贈， 對l'F�
主爾來的。

a•.:tt.比令中，

塊是欲地

a 函司民眾咽，見

(Jlt.四10-19）。
語1守人平方JJ!J以為一ttc.全取主人身，處世裕11芋，自
給自身。先后逸的家現，。帶!I' 執��容錢如果，骨耍， �祥世k
d令�J尾聲社會旬，。

2.3保�教支持的英揖（第7-14令）
(1)

日常生活的例証（第7令）
�說明此事，祂到省像帶 !!IJ,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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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企：民國家文錯。龍背傲自己的底層，

因�龍記

E／

ra－、

、
．．
Ku

－－＊..章良予圈，已。

取文：請取非4會主主糟。龍謂也圓、婚神、＊己地、施肥、
』亂響曲。 取文�自己鬼子F耕耘中義奇，食物是述三步嗎？

(c)

倩道 人 的 支 援

(a)

學丸牟人：靠牟祥先幸音。龍�身依棒的羊鮮海羊毛主事
牟劫。

(2)

至鐘的例証（第 8-13 令）
祂繼縷管也：雪足晨，Jffl.人的.，"C,.＿見混沌營活嗎？曹嗨，示，也

印証述原則嗎？然后呢8、各銓中求怔， 昇學一盤吾爾品的
制于淵明魂的繪成。

(a)

冉，見兔的牛鋪毛許是特逗得回乞食物，

因此進啊，人守臥龍j

·.:tt蹦谷吋認它的嘴完了（申廿五

別牛屯的私利， 不弓

4）。 祂又J回到t：推進泛偉培又�.＋：而旬， 這是
扎比詞中啊，又重要的原則， 當已明
呢？

c•

神

且人放婷的文.

9-1。有＇＂）

(b)

持孔夫指且�自己的野營中停車j食物。

(c)

打谷的人在回中學泊，

�.J皂�自己的辛勤中，

言？：革

會？再龐。

(3)

人勻人交往的例証（第 11 令）
社會的域，帶吳學泊的放手r相

「主人傅志說﹒是底童話的。 」（蛤

a的回狼。 真督且已轉：

-t- 7）按�祂人的學泊爾本

予JR酬， 是....卑鄙的忘恩負丸行為。 )iii龜， 接�居民的

a學痛不以金我li1t.物JJt固紙，
(4)

Jt.4-J:度加以隨貴的。

利未人的例証（第 13 令）
J的來人是待會以色列人的＋一草紙來，良先。 Ji\純正

ff::-學次的學司制晨，

在...督吋1-\;.己紐結束（見，梯，袖來唱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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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 但悅的原則卸的不寞。成全F獻身的食
到t」、， 4益放自主的T民甘』屯的$臘文縛。 如司令所啊，白色且已
督我知道和Al.ff耳咒，骨， 全耳P...;:i:.人車且不象缺乏文撿了。
神要泉縣的于民甘心鳳尾地進札紛來（也廿五
特jj!J單明

2）。

又渴且甘.，屯尿，電台包扎物。隨哥哥注尾的是，

因以言已列入的慷慨解章， 結果學茵河之哥哥不JJtJ.it..龍的1恥ι
學肅起（出什女6）。會k此，新約中Jfl.!l.!l蘭會議份甘﹒尚且忌.，1包、
自由和舍己的$紙，也不足為寺（見，林居A主丸，）

。

2.4理所造然的結洽（第14令）
楊益沌，

「.:t.包Jl.�祥會見， 叫T聖祖脅的章看福音

。

早已先。 」吾F鋒的...汁，：'7}"清楚

.｝＼...車，召和追垠的， 持

•。

自車，��奪取錢樵清明悴， �龍位是槍聲主的弓，民成氓， 只
要i屯九3。這舍， 接1苛責擎2且都宅r

虫”昂特遁入法啊，守，主

的呼告， 主屯人起身L搜「仇儷逼出」， 嗯r..it..1贅述：試越好了！
主的T卜人服A民主的命令昆對缸氓，

「于刻、海人一先所

取」（約金7）， 憶猶幣單，主碘眉立。 龍守純宙才會心、 .at:.，屯

·.a�背離和會掌主的道路，L，全耳畏

和廠廠的考﹒盾。 只看

的三巴人守以銓身真正的醬，績。 �宅r純Jl.1刻，糊口的「A丸
子單j口」的實瞥－＊.含膏， 會主只要是主的學習‘底， 這啊，摸，
S見好，的快給方啥呢？
'ffil錢－1tt•'f\!.主丸看杏屯人
真單皂， 又不會告強全是

re

.a.督的永恆神位和且要的

神所獻魯澤Q�3g'宅r靠自旬， 草草﹒卸先

后1全耳畏的寧寧.::r:.1字， 神盟主的文錯， 龍血色�龍舟杏汰的
!tit.譯自Jlr單E績已白色，.:t.�Jlt哥哥J.�.:::P、J文虫，穆巴？ 且屯竿P輯，'f\;..:t.Jι.謂民
絡且也3、且缸， 殺迫在當哈中打;r:.;t:丈滑，聽取眉立哥哥的Z簣，
96

吾吾鋒勃地全取戚，主的三巴人 「背起主秒.XJ會」， 沛T
那些不是全取肢，主的包要「血肉自己」 ， 以見，忽略自

c�費幸壘。

��竿， ＊魂的但嘯，、 會虫、 自由和主k,.�1皂白包車歉，

倩道 人 的 支 援

也不會建嗎？

且，Z主的主人提鴨蹄，悟。

主持四dfl龍官1�全耳RA

3. 保�因著恩典放奔眾支持的根利（第
15-23令）
3.1 德道人不可倚靠人（第15哲）
－羲耗曹長�証明自己看拭哥學會號文助， 但祂學守丸包
不過人所瓏， lit.以「執研」成道那些不足甘心局忌�1皂、

a

司豆腐臭的車獻。 因此， 一＋人﹒局告會t寸前．這世r燒，足每牟

»、本會、

的薪金的， 元錢自申
成L宅r..!4!..,

草委錯接呵地方挺直J；£＂伍。

主龜兔霄達..鋒的原則。 唯一「�祖'r-tt學」的制

于是企肺t己汁，，台，女帶墨汁， J 、會主L汁，一會﹔沌，r'.＊－.兔
�1!,歹：�L＞、白色I$
對現§，

自

，. 中， -.A

.a

「令人在�1t沛行」的日于中。

持自己曇身于綜吩謂是肅的車，人昂，諧的T卜人！丸，屯

會精且昆主皂隨�宅r伶白色;f.�來人的槍，掉呢！
宅r怕的是，不少人堯看祥芋，拌，.!l.-sl年底「人的奴仆」
（林草if-t 23）。主皂些人成曾殺人「Jfl.」，包宅T以殺人「解雇」。
因此， 5庭帶1費進入的最大游足足1壘混合庭主喜朧的道。
�蟄居L」主既然��-1皂費用， 自然宅T拉做j龍。 相比之，F,
各鋒的�.Dl!JA,j多4.,..'r:t.角色， 因為食遁入厲于主， ...全私情
錫主，的會息， 3巳J、宅r

ιιJil.D'f'.

聲，z車的紙箱、 指SI和文隸。

因�－他JA;c.派的－＊...wJSJIL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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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道

3.2億道人組自向主負責
人會子，金鋒的情遁入電T以混： 1'壘尋置官
�己紐f已甘雪足了」， �此， 花自己要直接�主食費（林其Z
.:1t.. 17):

(1)

，局長的范圍：不恰是家 $＇ Jil. "Jtt.$＇， 都是主的耳踢，
吳先a祿的 一 部芳。

(2)

，學的能蹟：不給見情箱會....學， 才象是 一 切少
年男女和成人o

(3)

軍車的方或﹔守措紛回家、 旬好片、 統布成與暢游
解。 在正處不用道..�.:i足的人不要給自？用的人！

神的

忠告是「像是愧，覓份由？別人的令人呢？祂lit.站龍，
且是先筒， 自寶龍的主人在。 」 （見歹汁，因

1-13)

3.3億道人的決心
(1)

白白的﹒時福音（讀暫時常）
祂要「叫人不令已能得福音﹒」。常看福音，見1會我．每司長

誦會我乞求會是－文助， 是造反吾車全－iJll的。 且無
試用非官司定提﹒供

神尋r吋

于民的婚宴， ﹒但沌神情司已與厲現l刻、。

為搗在律錄中5豈不稽的， 龍
旦旦錢換食物（�.:E....t.-1--t

神相J}fl,e泊

的仆人以J的

6 ）。 朱利大的本人看待慷歹勾她

的鳳祥「看，非常的情？」（我廿八

2 ）。在于贅述人的情況中，

守以看到�司長會決中哥哥文局的表示乏人。
鼓樂己如此， 主鬼神8、局長福ri走中哥哥的文撈月三守�晶色。 帶
��者在﹒借宿舍之后犯Jt..:lt.1'告9月�

*'

tJli-;.Q之鍋獻。 行垮朮

的百J'1臥龍求各民的大禹色目寸， 像帶丸正淘
「源在逛逛，L元三步先勢。」（我八

r-白色指責龍：

10-23)1穹 曳，吾鋒啊，當：

「逗人車危害寺， 為那和竿見帶憎足。 」 （或寸，五
98

8)

象足科研耍。 有人收到自林為「會心見色食」的會祥， 血色
域自己的婚宴，

處求'ft.脅和附..t.－＇長苟且，k較之文果， 拌均

來昂之揖都已看的汀網骨梢！只會主鬼神，官， 主的活宅r以記述的
的杯娘一龜旬漪，

-t- 8）。

（太
會怎

「祿的白白的帶來， ，也喜皂白白的會告」

.:t.,

對穗， 若是主的;r;;:f芋， 主身�－

朴人的婚宴。 金車全混 ．

主禹色瑰花站宜。 」（

倩道 人 的 支 援

唱暑!!JJ浪者以'ft-－人身海

自然會錢

「爾且．穗，也必要站﹒龍， 因為

!!JJ-t- 四 4)

8接魯克曾刊出T.:f!J 一 對百r固守成的混剿，晶悴， 其中
文獵槍

a± 回中用金錢挂肺的－'ft.�Jicl。

-t

「且其敬之召」爾旬的一甜敢想會（僥 ﹒女

F皂繳了陳!!JJ因

9):

奈愛的渚君、弟兄：
美于你們不久前函邀我均實地耳其頓工作的事，i青原
涼我的慷訝。象我送神地位的工人怎能在知悉責地背景
板少的情況下考慮、你們的要求呢？
在我未考慮之前，我希望你們提供一 些教掘寄交我在
特夢里的地址。
一
首先，我想知道耳其頓是教牧區，抑或是 小主教區。

i主資料封我板重要，因��

一

令人卉始巡察各教匠，就

不能再負起主教的工作。如果耳其頓包括超迂一小教牧
區，我只好坦言相告，我元法答允。
除此之外，你們在邀清中唐突地忽略了我的薪酬。我
．
盎然不是為金錢工作，但我封此因素必須加以考慮。 我
參加了

一

項非常昂貴的考些課程﹔其笑我該說，i青原諒

我，我是說太人宗教理事金的成員，更是現今碩果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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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一位。
在沒有清楚知道待遇而貿然出差的肘代已成了防史！
我在並生田里地區的事奉有好的青望，如今若使自己在
地位上降級受損是件戶童的事。
我不能做奕穌的比較，就象 我們便徒商所流行的。清
召集奏地所有的弟兄，看看他們在財政上 如何支援我。
除了責地需要幫助以外，其余的你們只字不提﹔比如在
社交上的倪惠，教舍的主且主只是否完善，希望能來信說明。
最近大耳色教合加薪要求我延聘，此外，耶路撒冷教
合寫我也有板好的印象。 如果這些事安能說服賣地委員
金委員，你們不妨提出。 一些說大地的弟兄私下淡洽，
如果我簇聘，几年后我就能狙享教舍的 一 切奉獻。若需
拳荐信，清耳其絡耶路撒冷的神字博士西汀彼得神父。 我
可以遠么說， 我是一 流的社交人才，同吋文才辯洽或伶道
有杰出的表現。
如果我接受你們的邀清，我必須釣定每年兩小月的假
期，同肘有根偶力支遊行 一 次巡回i井字。 我的游題「椅上
的吊籃J，座咳值得任何人付丙迷耳的入場費（希蜻貨市
草位名）。
你們減裂的
保7 扇
奧迪、玉昆苟且‘：

「混沌Jlt.;:t/且也很－ 'fit財a"f\:.窩里，龍紙

為期J3E.�塊的指會.::C.1宇安排，t

a收J比﹔2位身，�娶媳之于

的巴拿己， 后1安全是阿的車，倉健， 每星期，是耳兄弟�穎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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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 朱文甘情沌的費用﹔進像章，在約J抽踏踏，直到龍費﹒

置的長2夢，

ai略已官』的已故朱文﹒付!'j:1屯的展祖！ 于急措會’的

會福音8雇主是守行的， 能造宅r行的哥叫民每年品成為貪婪的
圳、系。

(2)

3己恰如呵，也要為且在督嬴取X«（當
道.，:J之首已僥曹長歹』屯B皂白色寺妙勾Jffl. 。

侍道 人 的 支 援

文章主宜賓揖鬼��1之行白色”的已入， 足以.lltt.1曹先滑勾娘身L費用﹔

19-22 常）

t 竭，包珍貴的具瑰

仇恨蕊督��主，和主。 見，三汁，三討會結每 一 世t.1普通人都
用哥，看！ 「宿舍派」勾「背祖脅的王先」A蘭帶迫絲不
J吉1白色’，J'' 賀禮tJ之冷斌的.Jt5ti'會真龜， 后會呆將切的情動真
還！人丘，屯「元恰如宵，屯喜歡些人」的， 在寧寧，L必定
組長果單 Lil!
結取措且也人的文章，已沌標題以前， 量切可弓﹒以氓， 月三�
先圍內進圈外， 有條主多全取措遁入"Pl'且u學文掃痛如鹿以
幫會。 祂1J'l.!!l頭，

神的的研磷「在這車替那縣里， 說﹒你們 一

切身帶用的都先丸。」（排自

19）述鳳耽于�!J欲的人，吋吋

自私自�！）�1'老福音的薪金先寸背這脅的人， 研臭又淵之B!J!
品閻長會徒手守鍋翰， 都自草舉足主的.X.1字， 不知給撞口國·1當
背帶來多大的扯辱！ 如果'3t.VJ要成為合乎吾俊的1贅述人，
主比量約1'1»、J司 一 本惜中哥，可學指笨， 仇恨如1穹嘻嘻音，雇主白色，但

a。

種身背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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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伶道人的危隘
位λ 下的付給主要是此設特抑的結一〈背
－

c.-r�）一－J禽索出來，惜中包拾了

’述的主滑每三

9年前在耶魯太擎的積禱。 t賓惜之ll'F看其它當佇立t.1字品，
Jl.每 一 1lt1奮進入且也爸的樓物， 因哨色的宿制宇筍，吉串通L的8萬罩之
調學生刀， 沛，且又是英固鼠文的先詞。
�）！母周對罩， 根�J主吉克陸相有已不傳﹔4丸;f9﹔屯久， 3切L

：龜三虜。

當年多人以為情遁入的��音或.：； I人， 金先看﹒楊匙、 種起

部、 棋糊的弋息﹔寧可F順利， 到已胡平起， 爾A「昂起這
寓， 安居.5k此」。 吳學呂立龜兔不正鏽的， 且總龍的主培養化
如勾世﹒俗相繭的困地， 在已造困地宅T以且已��場和先民屯的

對已完r, 正如釗世·e寸的習，甸回。
帶到皂人潛在的危俊先久，但寧寧

神的腐臭吠，有L、 ZJ

姐告、 暑刁鼠、 周先和�－.。 不少情遁入在主討會中�器， 獨T
線主﹒弄.:ll.-:l摯， 也元周先。 在哥林戲看啦，汁，一 曳，中，
草無歹插進自己3虫草督的.:r.TFTF ＇＊－瓢， 鋒房i年多鬼膛。 認
說．

「且也江河的危膛， 造成的危膛，

人的危膛，

mu裊的危膛， 到、路

雄里，白色鬼膛， V﹒野的危膛， 海中的危膛， 諷

且發凡的危膛。

J

(:¥"

26 會）'t且在哥林多前喵丸，二三→’，t帝，

龍說有一神鬼能混沌超越，t..3:益的肉身之膛，

「雪足先是缸瓦

己身， 叫身Jll.述﹔是伯龍？老福音，給別人， 自己成棍子手兔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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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

,g,A,每一首U相告別t」、要冒r」材的風貝克膛。 苟F先民警成
清預先進派自己，甜苦吾先夸克眩，�J昆明智的。
�11自這象蛤祂)61期背道人的幼告，相會今又迅通用：
「如果像是瞥，還都羊的食遁入， 妄自寸吋﹒保姆背起程， 不帶
�晨，·屯喂，已超已督的勾！；.寫芋， 盡皂白寸時胸懷、 帶進恥，已學
的稽， 以先
神勢必

神

神的于民骨當其它的研述。 」

T贅述人的晶傀4-"!f'龍的11芋， 因為’，衡的成

•*a乎魂的晶鳴。 在司F林多居�索，回Z汁，帝， 曹長�
R戶到一系列 ?i:.

神型骨婷的，車， 其中金錢看車趕到魂歸食

的!!ttll.行的神沌， 又給.－....唔，燒的，是傀！情且也人的一嘗
一嗨， 一學一切的計2缸， 3巴金反映出祂能格的本E賞。
不少帶曹文指起草航海看宙結「舟，L的危腔」’ ，也看﹒抽
越多每±al«.幼」泊龜竭的Jt.W?'。 JI.帶＆i:度看，人�1覺到t」、結
逃出「甜學會主的克會」。 ,g,營范陸足于←./A?

1. ＞］以方常的危隘
人屑于麼？摯的郭擾，電rj色會忽略其中的神大和且已，.. 0
)61棒， JI:.潛在臺銓卓越的領據中，也J司晃一穗，。 啊，宅rj色因
#

神棉大的真遷、主棍、 恩典， 甚且已于背道中勾以為

喲， 人會忽略其中的帶大、 ＊•·每卒，每。
3E.�之于1會替罪口3E.lt.戶車覓覓因此痛長會。 會已冒商鼠狼
綠逸， ..呼召排成吾爾童話，L

神的喝令旬， 哥哥几會

a.ta ］昆

:r

主持Q..:I;.元毋庸其中的聽到區﹔萬龍的先念之 ＆：者的龜兔，屯， 忽
略了執飯和龜兔，已

神的內在民命。魂的在耶和竿窗前「敝

人九九結果因沌，碎的行為沛，已命（別；－ 1-3）。厄扎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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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情司已包一拌， 龍的虫，L

神札；喚AJC真品， 鋒��.凡

的含義， 苟延J濁的3、拉﹔龍祂1η都容梓自己�
債能爾摩，賣出觀棍

神，官司物的

神的心， #I身患fl-jJ各單幸會膏， 9～恥、lffl.足

持口3寧可風商凡是L中。

倩道 人 的 危 隘

的神迪和寺，Ir' 這嘯，嘯，見到耶和竿且現，的象征， 譜、自3已

﹒惜這人吋嘿，接她腐臭的，物，在來總勾神養的之前，
龍在事司已中， 建吾先告急了賀龍鹿和訟，已之』屯， 即已從于每鹿子手
罩、 不面已「肢，那又真又淆的

神 J 的投錢（柏前一

9）。

主清晨的i1號約翰， 4乏自寸J明接近車， �車，祟祟烈烈的作
Ja.包瓦， 錯Z毫無.:I;.后11也

.a草u急于侈3忌、

議員麓的.7.lt

。

處在這直督品，前「讀之丸之r 一 祥」。 主皂白寸， 屌已草種白色，

S學家龍祂
神于用

諾言子重疊著龍說． 「示要慎怡， 雪It.A嘗到L白色， 雪足足束后的，
凡是那存活的， 章起曹先3:t,
一
（
通」 店

10-18)!

事且在又淆了， 底清單J.：永永為

因此， 我我在龍的曉牟也不容帶自己

�tt..的處級。
帶�初�.a.督我自寸， 』屯中�車，白色超人身已.啊，不苟....

忽略主﹔先勾

叉的印象。祂手r－＊.之牟�曹志t己主的芋，汰。祂縛，實世前，
提起j主自寸， 說． 「直處喝醉f瞥見鬼姐姐勾＂本身色柯林， 月之血色
看見，永世的是言且，抽 一 的
（提前一

神，直到象永混混。阿吶！」

17）龍去？主的仇恨員魯特造起9人，都不息社自己句

.:I;.哥哥密的。每系主且可七成勾慣爾已。
每 一 11t1贅述人要綾嗽，切t己 ， 「司官司色的均昆主義督」
（宙之24），因為在主勾仆人之J峙，存著永憶之

神勾卑租k

�..a 「瓦器」， �

是已..）、白色妥r.B!l o 宿舍的「忠民」不足足
「要昆明沌，已久的純.7.IJ走出于

神，不是出于麓的。」（林

后四6-7）拿眷主苟且E.lt..戶的迪迪瓦響到尾，官司已

神的人，「瓷

在哥哥追述的人中，要且為金﹔在采民窗前，建晏海鳥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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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雪

道

（剝-t- 3)

2. 盲行不一的危隘
只是路棒， 都不足肉串﹔又會說狼， ..，量比啊，槍，祥﹔
只會為人指成地緯， 自己都不行在其中﹔臭氧宅r禹色－＊－＇＊－
的應屆I!

�..iE.A基督拉啼啼划與人身犯的罪行， 主結瓏

的的坪噱吾先：

「.）＼.."JC包甘1.所吩甜甜祿的的， 可鼠的都要賀龍串連

行﹔租不要瓷缸啥呢們的行為， 因為龍的血色豈能不純行。」（太
廿三

3 ）主鬼也見，接�Jr;t傀太人的拉姆：s「諒鳳尾，k學剝人，

迋示，k學自己嗎？．．．．．．．你指著槍垮夸口， 自己詢者已帶錯，
結學
和
「

神嗎？」（歹.：：；. 21-23）會行不 一 的結果先

的耳邊民軍j數學。 只會會等于不一的義太人， 帶�混：
神的毛在外插入中， 因祿的見了數濃」 （歹.：：；. 24）。背

道人，民幣，婷的呼僑是：
成指乳！」
導r

神的名

「祂榜的是乳捕， 但給人看的冕

.a.督我自嘲呀「混」要．每日嘯，所「行」－a。

1Jf·位第3已，

－1tl:.A神嘍，博甘了， 另 一 1tl:.Jl.臣，3l1博舍， 真

龍 一 晨，共司長一 ＋也倍。 一 叉， 屯活中有人終「博±」。
仆人J曰：

「是那 一 1tl:.博企7 1贅述的抑或行匠的？」結帶

進入來說，， 龍.SU致呆爾看， 民純情，也身的？！食遁入要滑
出龍口身榜的， 才

神才有..用。

嘴，些情遁入屯九泊， 蟬，蟬，掌握和敏等五嗡的...息， 即
等于是會鹿的主精﹔2龍記恩賜恥，吏，電童話作 一 祥的﹔2且又
尋rL饒的種iiq,爾封t積·..iE.a的行為﹔2皂科具A寧要加以警悔。
地1tl;..穹景司已要付吋加以民剝 。 如果«.Ttl渴起彼

神祖先用

于費宿舍，爾看必須在雪鬼們的主繪中和惜一裁。草無�.－.「擒
106

，屯之于」的獨甜祖r， 結T賣到包人先毋庸了巷尾的幼告。 祂粵

「不守叫人�，、看陳年糙， 地要在﹒宮塘、行�、 £，屯、

會心、清清主，都T字會健的都畔。 」（錢前四12）祂�提多
本i$t:

「諒自己人，要旦出聲行的都畔。 」 （多：：＝. 7）要見情

遁入在主主管中學！￥：.福音， 明白：.

a月三看P因年，毒委亦T教tA.l皂視，。

倩道 人 的 危 隘

這．

3. 忽略支性成長的危陸
帶頓﹒他人參觀.jl君主的守己圓， 指述其中迷人的景物，
習，自己姆從身J'1到 ＼ 5之宅T身已吳先的書。 多少"ft'.:tit人口老
是穹的游說主，竄入自聾目結智的財富，’ 祖自己的果能完賞
第元牢。 多少人不悔不依然自吼：

「龍的龍述看守葡萄

圈， 護自己的苟苟圓， "*P金先看看守。 」（曹先一6）主的且人
宅T且已1't:看我培別人的厲又帶固和龍間， 自己的都用痛不
見頁， 結果剩棘毋庸圓。
著名解鋒成究格�曾戶，r地混．

「龍111�.：：£.1字耳的

J、， 知道在寧寧的道路品， 必會主皂割舍•.;i長－＆粹的法草哀。
除非麓的時﹒幣，在果能...t.輩無錄自己， 否則本身且可學龐。 雪足官1
每每犯吾鋒主笛祥一本...科帝的學典ldt.；的

m.a.督帝”的真

車里因此骨頭之。建叭聲在這穗，L先敗， 很不會．每

神總第泣，

毛喜1加以躲進， 1絡只會祖先三學人成為元主命的口秘嚕，。
司皂§曉平原白色有r球可粵超當aT嘴峙的山峰單純中， 』鼠，F山抉
自皂白皂白霄，溶化的嘴流。 TF.:X:.人的， 要毋庸手f禹色泊， 必須付
B寸勾

牟智者虫余l 。
荷槍進入來說， 主的活草u良腐臭的資渴t。

「入學賺

－�

得全世器，踏，丸自己的�命，有？卡4'j龜兔呢？ 」（守八36)
一』屯晏海看世浴墳瓣，巴的處龜， 足3轉象告，已B9Jli'﹒瞥，

人胡曉7市自陷周歹， 組Z嗯，又,;tJ克已久， 主g,J豈不折不扣白色，a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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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

尉。i.t.ilt.1/H耳次.31.ffl曹長.！＇

.a錢學汰的活：

「敢要道棋自

己和自己的a1J11。 」注�－－活中不弓＂-Ji]"繭的次感：先是諒
自己， 轟轟后，A.a切II。
-'ttt帶大的壘錯，k肺曾粵超： 「一先冊費， 嘎嘎先
月﹔嘴巴氓，麗的真督外， 剔，F不．見﹔除J色的’”缸，卜， 剝氛已
魂此， 才是，真正的喜尿。 」
背逗人必須多多胸懷、屠龍舟”口站研臺銬， 不雄，要在
音帶進的內容，L現折成印象深刻﹔又要認真龜深深地對J

a

自己的j�籠，L， 遺漏司已現，在自鳴，主繪中。既血色自己進慎，
翼翼，且自然球麗。屯道軍必須先混入， 才能輸出。于贅述人
的輸入必須多于輸出， �總裁造成果籠，ι的膏，抹不良。
叉，此，

神..3E.11自拉旱的

t旨 是這是笛的：

1:al·· ....嗯，也要叫別人帝，譜。 」（也J-t-.:::.

「雪It�賜租給

2）主的.:Z:.N必須�

毛骨于自己所載串的風測中。﹒時遁入在又能.J:..lt

神很竊，

龍舟賢的沌，也4處處官鬼魂人羊，譜。

4. 冷漠先惰的危隘
JZ

it

1£血宅r 扎克t：庸人的•＊：｝己這敢于苟且，背道人，也宅r 色結
認人又恤，L的研要很清先睹。軍人竭，I.�吾紐帶娶媳，
﹒借這人都不能．每龍J司攪共處， �a.A.JI包膛的，。不少人
身萍、 心見和民瑰都)llljj椅。不少人是越憫、3、...、 杯揖堯
如�－。不少人因義索之痛爾氣得...唔，僥風情， A吾蛤
中可學嗤于處。瓏的積杯場，...彌來， 寬大先野草且彌T，譽， �是
�/A.吃慘的，r。龍的司已飾�.y.學7a揖r， 也不是因為背到t人
冷苟且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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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曾

r-淘贊普J'1僥結剝人缺乏J商情心。童話給.！＇宙頓

咒年情地"'3".=E.悅．

「越強人在麓的后事峙，虹口刊， 宮，t

rr .!M;.jt包濤已

”已！ 」她的呼守融，惚之j"J'1號， 因為龍官，.完全，忽略﹒了蛇肉
』屯的恍吧。

"'3"明！？.111昂之當色，

台包， 非要虫也龍口不宅r

.

她是t寸人反肢， 司·it哨！？.111均每’，

倩道 人 的 危 隘

的強人于求主辦踢球ff"－＂附在她女，Jl..身，L白色Jl,e寸， J'1曹長

在！.=E.喝，.會定P對包息，守望rjdz,（且、汁，3'i.

21-28）。 迋有 一 固， 月號要求主�派仇低的余人貫穿骨，官主
且已督學P深切后l情， �魂的行了五飾品真的神沌， 彌足祂
的肉身的需要（太汁，四 13-21）。 此刻、’
唱.且t＞、本司「弓﹒’ 雅舍句約翰J司!lit:

»..久，L降 τ來， 見鬼3之哨t官1,

3、

全省啊，些人不玖且也.＆

「主嗨，

喜皂雪足111咱于呵f

車站丸..草 3且 RrTF白色嗎？

毫不我聽地實告急會包111，：鬼神�又見想，

」主

「﹒你們的d屯追回1守，

可缺1盯持不知到包。 人弓，來不是要又人的佳話會， 是要.人的
能命。

」（路九52-56)

’T告進入氣急了J6}情和幼斑血的娘說她跑， ..本身色「勾
喜鼠的人)61尿，每泉3屯的人J6}果。」（歹 --t-二15）述的都處
放在＿.＿督的私塾旦多j多的，爭

的祥哀。 珍視，站已于

主都給予哺劫， 起已」昆主側繭，之心的思Jffl.。
估、 太累痛不符

&9 .）、，

品1」呆不因昆、

τ

神89�列已賜．苟且龍蛋L局官營的人。 主的 卜

人要警惕自己， 以�因自私自砌的事給碌哥，主毫不3:t.4\.'
不能兮其他人的仇匙、 車宿營譚旬，再耍。 �A每 一 t!t1普通人
所宙玲的

r-�，色膛。

5. 寺�主文的危隘
T普通人宅T純自郭先T宇車，且， 租不是出于昆主的心軍區
積已草委叉的帶頓， ．尺A車i·費所在， T可:aJJf喜皂會k白色’，F譚叮當t

m

喜悅的t舌。 T奮進入圓頂宵娘，L脅，比的學手， 3足足冷苟且、 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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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

主忌司是近， 自以3台商人一 寺，魂歸ft89.:dt·包裝帶擅長辦了事。
T贅述人耍，慎紛回找尋訂本身色早早丸巷尾純悴的足勻，

a

s步自己帶要試串串的2違法旦的學i又是。 主鬼神情遁入自主人j,{Jj,{J
主學銬，9年， 己屑于司長「普通站在督我」有根舍比坪的人。
常包對己主皂辱中'T且k.TFJxl.司甘美5歲包昂之事已出昂之， 四已J、月三卓＆J足對匙， .

.a.��忌。

咸丰瓦大的

﹒賠進入電rii色泉親，也好學降貴的神丸，

甚.1if.采用t寸好的精燭， 自以為龍的出席斌，足會幼苗增先，
9會弓；'31i-ρ之教瓦卦、自9袋子弟泣。 T誓旦回已.）、斗斗且，宅r血色牙之心丸j,{J魯鳥， 當！.l?/r
余可民驗是�R!J�科寺且比4l.氓， 沛司已現出強烈的i又是。 先
宅T否屯九主鬼神自實自久的1-t.越是， 又官鬼

神氣底價沌， 因

憎泛接T穹究學泛的眉宇矜。
哥？耳R.'PJI唱1}.:tA;,;11已司！＂且比去；.，；：＞屯的重正是＆－ r'- 晶。 揖L溯.會早
台台i芳

s已， 全笛

一

s

零拳A丸主可學恩R品1F截哥薛主哥T費2‘白9.）、．龜 、起朱，

勾手皂祂的3昏凡三伊弓r

,

�特制的衣飾， 以刻于「嘯，人」，

自封學名司已眾商人 一 寺， 九沛丸之成了 一 科特根險紋，
對長

ma汀守 干涉祂 們特軾的行濁。

1tt111甚11巴自己對成

神于民的主1k.主， 「繪制所托ff（陳）祂們的 J ， 局委蛤直接
沖泉（依爾瓦

3 ）。

昆主犯雪!t.111�主鬼神吾取的Z恆的作瓜和寺

且比自草之中梓旅出來！鹿雪切1世雄＆地行事， 主主吾淆的��苦，
主事弟5已姆說在告會又過中依此相見頁。
訣別走里， 麓的帶要見rf費遁入全是出真學局去巷的功
告， 寺且比自連醉鬼鬼會尋口＂昧的。 玄屯Jt:t那些已錯3、告－扎
來我看幽默述的人丈，為貼切， 明已訂1似乎認訣耘的宙·3<.,誤
以

�a賞的，屯泉。
j,{J-:J" 饒章含ft且也J、脅，且k.89旬L戶， 祂官1采取學教見、 9旬賀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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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札常

a耳乏自然白色，屯辰， 最妙處級輸神巷、

自毋庸的丸鬼，

明， 主乏真是

神的伶憫， 見T第凡的臭堯如釋重負了！

迫金咎于老.:tit.人似乎混嘴，遠， .，"C,周遁的情司已， 也3巳海正磷
T台i-t-事情的語賈 仁 叉車以先智鬼神出平樹的判餅。 唱包111

伶道 人 的 危 隘

結果·"*P弄巧瓦拙， 且可息說穆守矣。 如果龍的血色啊，自知之

、

.Jt:t每一祥事件的研L屁巴此晃來板和有：.：有成丸， 量Jl）司家每'R:...）
持臼混身？人的法學膏， 本身色弓f'f.£-1¥帶或－哀遍。

聲色＋現l弓，’ 祂見到一位昨晚永屯人，L足可學軾的小5射了
全球， 1民主且表地結JOI品ζ說．

「敢看到全文啊·？ L:iJJ述所說，

t又呆口都可專車缸”巴了。

�－

主鬼神推卸神是的，屯反過惜，紋，L一息處，誠的激處， 究多
成自喝可巷尾的TF丸， 主

=K商人一 擎的，屯辰。 啊包們的當也

t舌先告箭發狼，L根學值的隊屁也洞， －＊：，.·直re寸，�－－·'JC.A的
實曹t4\.�忌， 屯九�自己所說兔元穆誤.矛盾﹔龍的的，龜鹿
「述說說漪， 舍地說靜靜搗鬼聆呀。 」龍的似乎不錯，

是．

H、游台，..t..T來， 教自己的地Ut元昏，�JI齒！
話1守人建t.JU!.娘娘坪魂的情到包的方哀、

t..a賞美是會t111Ri'tt白9;!:lt.智包帶F持盔、

台包導k每 ＼ 過

.«.;J乏有已））、唱包官1

去？哨包111白色，哥T�牙之

母lJ司局巴， ．他首1 一一挺挺停當成是.Jt:t龍的這麓，L和民籠，L
的﹒比起地位猜忌和議妒。 璁們認巷尾、 主E宙的仗ilP-割t�
不宅T足泌的見T試。 祂們以殉道看的姿勢， 接��川，學
司長

的「且是辱」，海帶足為主Jlr!J屯的，毋庸以�自己是「處

』屯j、

「＂$＇剝�吾」、 患有F「會噶」！

主鬼神令人1覓處的自大和研秒， 不是一＋身已足哥哥車丸之

－

黑人的命牟其。 F皂滾雪lt.111想起主在世界，寸大7J拌，岳的錄剝
與人。 立志和 一 位很自私自哲學每因參泌民因﹒白凡浦情.11.�
的尊r

��煤彌合，。

用。或5泊忌.11.3已書吾國.!M;,.鐘：. － ；｝巴軍丸令台封包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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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盾的，一 久，如草盛頓似紗，看人間叫
道： 「•·泌!A.�傘，圈，也危軌的最新－＊＇.Jil.�N？」述自

-t•

大的人.J.t:..jlr＇本屆人均然地回魯迅： 「甜甜，﹒隙，雪鬼蛇巷，舒
服

.！昏了。

」

會主也人不守自摺足足育，以為自己札先延繪謂禿頭提
坪。不苟﹒因S血沸爾最頭，也殉道z看似的行為，又不宅r以給
自己神岳不宅r

a苟巳.違背其魂的倉健之志。每'ttt.1奮進入

墨學發組長拒「看自己迫于跨過看」（�；－；：：；.
的坡舉t己 －'ttt智，也人的活． 「冒l"-*.A

3 ）的瞥見。麓

神現鳳自然的人

腐臭，J司時，也現腐臭的人自然。」
A每'ttt.1奮進入咒

神的息，息，拒絕自很起甫的行泊，

克海又取錢妒自己的JJIJ..J"匙 ，.犯，L風叉的勢，剝，－�哥哥
行治怪誕﹔惟者﹒激卑、成氓，心口如 一 地成為「且唔，耶
穌的好航事，在其沌的活僑和椒油）；龍舟威抗的巷道，L哥哥醉
了.賞。」（提前四6)
一

龍記者曾肉白宮，的特剝廠湖泊納. �fa.尉，童醫3ζ

寐，足譜、起

a-s合國自寸，有否切·.:it一些J"'-Itl9吳三日于�學則。

「導干的，非常常雄，」龍混： 「龍－ ..t.唔，娘要求采取
嘯，鳴，又給迪人，吋吋｝＂＇－i籠.X.1字，不守自殺星之前！持要時
吋持會。」
�格主主管人祠，延期粵這．
「臂，推處看人車，恩賜贈予麓的，
議麓的看見自己如隨人Jlf.N.,﹔
�l'f.J龍頭已到哼起官1•.1u!J脊骨當息，
持？會蠢蠢欲喝之岳飛了 ！
另 一 帶入越拌勻,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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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道 人 的 危 隘

(.IA白雪見中出來，

事看自己的�人！

挺自己當非「苟且 J ’ 不是「曹先 J

。

＊�毛， 求其成． ..JeJJTJ.人身自己，
法錄音色祿的批海勾鑽，正鳴先禱。
主皂，早已，

塊人的.7Jt 繪畫龍虫叮捧場.，，，、和學蝕，

展的籠子因此多嚕一辱，
司t�巳銓JlA.

r

苟且 J

tt

r

型t J ’

’，氓敢自己的行，�人 ！

6. 妥協的危隘
這已退皂�勢，L揖品百T耳tJII孟9虹、 真相譯自費﹒怯的吋曹長， 吾吾﹒跡的

另已陸

a.a這兩且已。

童話情弓已帶皇島，屯總辭之央和直接只會活甘，

..龍龍會在「圓滑識略﹒」、 「刻、失去乎成」和「會切方海」
的幌予處也!lt.T�背了。 臭罵，記述祥在妥勢的發站，L相
學盔， 慟哭又會：龜裳，進蚓、。 于老到t入電r
的兌取L

»...帶多方窗看出

a墨

跡

除非璁�吋．．進慎， 吾吾.Dt!J:tt�ζ了舍，但2、背包背手。

因此已， ？告進入必須小心， 提髓，妥秘。

6.1 在自己的生活中
先§音包含令其各祥的墳，。 背道人行，為人必須看
發育的紀律。 "Jet』必須在－＊.活中趕快拒絕句車接替，

國�

結果戚，毯， 按著說是容，鬼， 最后，家能舍總融犯。 1覺到t人
要鐵窗＂：｝巳私地瞥，合會自己， 不純具A﹔眠，已。 F費鴨L人的軍
;Qt' 詛自己都在1W.延中宮的？裳，母， 道♀ff晉豈A.II.頭1易見，的。

7fJ 且龜兔主鬼神價曳， ﹒時遁入要付吋﹒特告、 有已，.色農餓、 自述
5已莘宮、 甜食£ .... 自’申A種t-c 。 道斗不具；..Ji息，官， 在車都是為主所
用必須11'品的�吟， 試比喻且必須姐直棋厄扎現T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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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
道

6.2勻別人的美系上

t己是品已莓，

．每弄龍的文毯，L尤其重要， 要J眠

不是發

響。～帶置，時迪人數是因此失敗沛線主＊.:It－�。 不少情
遁入因長久久官睡不血色這且不鹿迋珊眼部自己的具恨。 龍
的..1;..忽必須是，r臭先熬。 啊，－

1tt.a啊，恩賜的情逗人，

挺

自己的骨文﹒局成入學巴結Jl.,踐， 結果身敗名裂。 「不要弓，
3屯人」足，L婷的原則﹔祖如果久才會放哲學芳文這糟。 最
后祂必不血色妥當弘。

6.3在繞道的事春上
混世T℃克翁了白色紡車，丸、 －�主九、 對；.1是主九零四不
會主丸， ？老遁入籌集吋吋瞥來自己， 且必哥哥

.an.氓。

主志學

息越已成功�－.τj"JII巴督學鬼都．． 以...帶9的游者都忽略、

.a.督稽，p白色.a.本耳且還。 自教�新派的
a 舍己錯久久久告給 綽約會』屯、 吳學�.a.唔，白色廳、 fff
＊ 神的金X、 香佳的知紙、 JIIL沌的融且也、 結果瑰哥，第
ft.:;J.t甚昆曲i"翁能否屯九

事先白色與海椒L、 法寸鐵包岔龍的，連慎， 丑，已車，耳腎，乖且也唔，尹早昂之白色，手，UR.。
因為2鬼神抖的忽略， ...瞥，k鼻�均已值的真星島..苟且不榮心。
由k此，T費遁入要給

神精梧的真耳里，喝r,.；屯，也不吾吾峙，

以,t,,�...t.「7陶鎧情遁入」的危膛。 7悶， 顧名處九是
覓，�－苟且恩暗的混合穗， 既不厲�也不厲睹。很縫E冒絲一
科「義色」的布料， 既不自也不息， 血色這含量昏扎， ，也這
含義扎的均富r！﹒賠進入�先咽，lfltl!li-�中啊，地位的人，

7

S之噶先學岳每當件處， 2鬼神紀且要.....}fl「成�即.It.」的T宇
塘， 為了迎合3心底， 結果在不自且也中備了X雄，巳敗之路。
主笛穗， 啊，吋單車先帶峰，吋台龍的帶到皂，
114

•.a司長必要樹

以其L昕劫之車司：.ja味。 揖ιE

Rf淡的本屆比矣， J!Jj皂背道人在吟道背后啊，具，已增棍，
因怕人亦i'：挺身k真寓，2龍頭T不淡， 到底龍們是否每每伯先金錢

、

財.J:.白色文誰呢？響糕， !11!1氛已義是A吾吾詣。＂＇， 先

字flJ. »ft曾8已

倩道 人 的 危 隘

3巳 T主龜兔哥哥1ffl.1t.J.、 3昆明智的，

的了。
神文托耳F砌成的活中強咽了惜這

神會處省的，屯

d屯， 「才告危采取機色的人﹒．．．．．混義府吩呵，諒的 一 切悟，
學不守規j雄。

一

守規1.－」，
不﹒保留。

」（耶廿突2）注.，'t,最后的女令學「 一 乎不

耶現1米�ic,·時沌的是其道， 會？郁的..單且， 也

.,..:rt.人培華血色，足祿歹

;i.龜，學告訴昕泉，

J （健三三－，... 20）魂必章，先

看溢的，龍混啊，一 祥進均不蟻，的。
主哥

n:-主t.台台替老五長。

「 Jl..苟祿的

迫命擎的？告別t人包守軍，.....巳松的悅．

的中J明3帥的岳1守人先亡，Z且不在護身4。

「可缺

」（我三十鉤，

比較結吵吵三8)

7. 寅望的危陸
好，也只..

�.a 迎合材好人身i:.Jlk.梓妥·情遁入－－封電地。

當年多人渴旦旦人的贊帶!Ct·于

神的型骨吟，

不少人「且是人的濃濃，丘之于�

.:t.a世

神的處績。

J （約＋二43)

喜皂且已也均 'jli!.,-t!i7-、胡�B9J.、封L局已�且已苟:a.•!ll!J白色J、見吭，看�.＆。 帶

gr,.·賠進入均水風世的處告，

爾報冒拉了風5屯的純刀， 緒，接

述，隊按各主缸。
渴.S.:Prl且是孕育忌恨．每嫉妒、

.Ja.狼�卸的溫泉。

'tlt1'每迪人民，車J1屯人比自己有臭肅的，＂！.賜B寸， 響，屯有L車長妒，
1果給魔鬼留地步， 浪自己的民雄風到現蝕。 9年前， 汙已
3、影蠱，在片幼曝.:.t.!Ct�珊處，L

一

科盲目風車。 背道人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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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惕，取呵呵多人的的假釋麻木，峙的
1�重要的一一神的秘費。
.，.，.，人哥哥賀龍況， 「人....貴的是 神看�守憎廷
的。 」（路＋究

15 ）自會持自棍去車前排會起來， ..竄入的風

民回民自昏嗯，， 結永恆的耳籠罩且很老先時，

神的T卜人因此

向主且珊處為人的可卜入了。 帶9按 神的恩典下定發4屯，
自i"�注2鬼神，＂－＊－
恥，L神秤，

�a自己身，.t...（�口

一

10）。

不足足每'tr!.﹒時遁入宙玲的學墊，色膛。 昆

虫·�對包世且再兩A.:11包砂＼.t咀宜。 ..且已看P司已完r

a令卡，已1�1t,..）、..

于 一 且。

渴望屯的知道這已成J能嬉戲、 可L晉、 漲到包拌均長告T老

遁入，

也 一 轉守以「幫帶有妒1$111�先昂，」， 排，且

雪鬼們「先瑕先痕， 戰戰哥哥站

吳祖良

a a見總之前的， 雪鬼們的

A主獄 一 的 神」（書記24）， 麓的心如均主且作持非..’，
吼截既錢偉又啊，血色J舍， 各方富的危�都是缺一 般的，興。
官i,Jtg'.:f8.'Dt..，.，.，人來氓， 主的娶媳...各人心的：
恩典章，1$鼎的。

「麓的

」 （林活→－；：：；. 9)

興辦頓的槍「仆人之道路」正好用來結取本，：
(A＇督的可令人， 站講到t缸，
不伯世人的嘲

vt ﹔其松懈，

嘿，嗽，安處﹒莓，k學，帶＊

咽P贅，已﹔

嚕，腔”﹔

鞘撐片刻， 激越UI(亭﹔
車典章，管是在甘泉之﹒娶，也 D
�方學學會， 9哥，息，終﹔
世人又能嘲弄清脅之道，
重錯忌，IJl,.;!£.11!:.虫學泉之逞，
剿，東省會己身， 也曾會主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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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這、 11111、�·曹U至全是密布﹔

這已擎屁股，

倩道 人 的 危 隘

．

故事箏的身在 9

即��－壘沌。

都棍，觀主’，

＊是：.:lfoAJt4? －，屯揖已看箏，
-f!i-諦，隨主﹔

曹先輩帶

通電報忌，

咀已當ilff.tr(<,!!!J,壇r 1

龜元三棒，

.s

健主在世f:'Hf.；吟，

赴赴 皂矣，﹒

即是捕，學Jilt逛，

主因此J{哥哥。

是乎J旬，t元傀，
品』

均為己自鱗，

神穆岳巷，丘，

跨海�T穹？）旬a屯魯智傀

7穹第!JI狼入2缸 ， 私底．鬼J略知3屯7
人曹文量已

神。 J旬，它元傀妙， 主�知，色，

紙浪費，愧，

主必.J.1t局已﹔ 是已，督局，

品專J導人 11、 ．

當超看，..1f,之，「餘，

...:E,，早租金T章，

泊，t 1l很成

神帶f.1}已 D

可卜，

..：£.之，車自由自在﹔鹿此
.!.ll.31口可缺a屯。 主的.，.旨i富先，ι﹔
S已按當品帶﹒迷月色椒，屯，

主之吳先，

以3已:It之自由，

寧寧于世。

．凡厲主之J瞥J已 9

皆嗨，r-1恨之蹄，比﹔

地

111• 帶f.11步，

紙拇指l＂＇＂�

’苟，已龍的llP’「寧主。

�"i/F索
· 逛，

當tB稽，主亦�..td'LAM色。
味札三色的，電旨，
主之心中，

不是人的

;$!):JrIll,

f盛會 J

稽的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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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
道

吋吋﹒警II! 、

姐直譽， 周遭當7人狡件，

辱負龍線通宜。

切切道慎，

圓明証官1奮起因哥”:l.:/IL看�..
鋒詢諒。

..，.，、4屯，皂，皂，

冀，留舍地，

以先主因﹒隙，t..l擊。 起L陷阱，
龍官1.;¥J·臣民爾娘，終必也官長龍宮”字畫賞自繕，

ι

神之�.....＞ 會且闕，各處且廳。

＊＇屯冒r因毒旨， Alt'l昏獨箏，t..ll�息中，
連學習，明包官1哥哥S皂，

身已4國軒昂已且已。

先此處瞥， 覓到幣當守氏，這鼠，
會有智越看，

軍叡宅.，.)i!i/層，

權主時刻.7:tf1月υ、’
．苟且＇；.Hf§I.已之實民嗽，..,t- 0

「時'Jsl智取j：重E曳，心單民欲，
也河谷，’，嘻嘻擻，

.IU敏﹔

祖J!f,知足于自嗽，珊，昏，
典禮學明白之，r,.

flfl rei«..4'本來到。

亦不會又亡， 因主﹒莓，鼠，骨哥哥﹔
神咱L會售給，但一切JlfJ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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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排道及其結絢
a

、‘，給了贅述人的資格、導晉、文章是 危膛，�
’－
-Lt.雪Ull議會台排道2比其結抱。�包含了三三令主要
部"5J'：文λ 、 結約和T壘起t:tr�。
t千多人具結「奮佇立也（sermon .i«.神像•）」述事眠， 因
F皂

島海太「•±1之」。 明包官1當也．

說請轉，的福音。
2龍潭lo

」

」

.C.:I曾說：

「雪足本身色吟道， 章是F之會P

「雪且不足混白地悅明吾鋒的

2鬼神接刻骨，穆女令句半打。 哲學一旬也會宅r以

犯，也概措．

「帶進的好．．局部， 不在弓之，色的名單叡！

「主持這（sermon ）」的英文精根..于拉7文， .，－.指剝

昆虫脅。

迫混明了，皂白色目祿．

即以「壘叉的舉世1

－.是

神

的進j勢過拆余的心嚕。

排道的定文
常誰來說，
loti學造載。
名于安倍。
喜怒局已，

「主佇立也是吟誦率吾鋒的真沌， 官龍骨余哥學軾

」處譜、五龍混：

」又有人足為：

「音帶迅先f\!.家

神.司已

神的

「真3.1.局如恨的結合， 鋒線甩

然后，用長：前的文�家沌。 」純文還博企混：

立足足店開斤采說明、 歸l梓A強惆吾鋒真耳里。
T自斯博±的3之九奧會切，

「骨

」，也吟， 發治、

「帶且也是背道人祥細費3巳吾鋒

中的真還是音， 后1會采帶錢， ·�龍111全d屯相稽。

」化建

的注足道已！之九中的五＋要屁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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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

1.1游說
，已不是碘呀啾胸懷，均先給味來聆骨的。成3足音帶唉，，
戶，1:-－.要丸， 社會﹒要清晰， 當L會劫之茍﹒以骨JAl,。 見，帶來
，、章，、常攏明.,r,t官雞血壤， 要「清清楚起的會

t己

神的偉

海惜， 帶明丸屯， 龍冒金色明白跨海的。」A每一ttz:.1奮遁
入，爭...此嗨，祥！

1.2合政
管遁入必須龍用會采品愴的會倍。 鹿鼎「早年品明白
的精」脅迫相當起（林前＋四

9）。

且在督的會精A童話代一般平

民草委品通辟的 0 －林青曾啊，是珊處：
位的， 因為

「

神一起A晨母官

釗述了沌4'；！診每首位！」脅，人曾月一ttz:.JA

吟道，足令回來的增強人，啊，否本民}Ji'骨之道，她像： 「�
巷， 因為義帶繪了唱。 雪鬼不眉立帶吾錯舍， 雪足本故骨干事干典
告才見！」

1.3至經中的真理
�棕純立刻司耳聽了帶多，每典名為游沌， 息息R獸，J:.;f乏足
足＃科，爭－＊－明、 最新的切人.IJ、氓、

對'f\;.a,令含情瓷的積承

文輯、 名人傀行.克唐行為之噴帶（參湖赫爾汁，五

1-5 ）。

？贅述人還主普通t己自己不晃晃.－－.社會，l:'J龜， 謂是竄入貨
車， 只看情咎于學這

神會看法的這才能頓已人，l:'-*..o

-ttz:.1奮進入曾悅 ．

「雪tlA鼻鳥啊，科，擎的�脂井細看社

會瞥，每智，擎的管址， 凡是社會服..寺＊A視，布朗學的帆
風， 且總量兔宅r現J}ft科芋，中的＊＇滑駒，輸一些會穗， 相會遠
是一titψ看， 要是建缺乏..真的會處
120

a.a.督的晨， 混混

.t:..c.·險箱脅。」（見，林甫一位，24)

不配站在游舍，

神漲.ll-1字「T奮祖會」的具祥和

.息， ..，特后1 ！乳31知iR.耳恥的青睞。

二；－....、帝，

神曾悅．

a耳JS；的神之-1!,三L汁，主已司E

「 14-1齡的.＊－餌，

JZ.

電r 丸起草當t－＂對 ＼

傅建t舌的人， 它r臥龍串串游混混的稽。 車，世清缸，詞已身色主苟且已弓﹒
軾呢？越是耶和竿忱的。 」惟看，

神的聽取唱起風

tt.

游道 及 其 結 拘

濟－多1費且也人起街頭L

的人，

情吾！＂」畏的昂貴情福音， 才身已說敘述守伶、 殺lffl.3皂罩、 掀
麓，：. o良、 峙，今、 自JiLA好，已尿的世息。 主鬼神"It遁入不是已
骨頭之，
人。

因為全先導干？卡�比「耶穌的佳，和

1'. 營的活1�這是乎其方有繭，

「望先請

持丸， 說要成31方人來扭義。 」 （t惘，.：：：.
且已督晃

7.J��tt. 的磁鐵。

Al真的全丸，

a

.t.•

的民」臭氣31

».. 沌，

忿拉起

32)

只要帶詞也

本身的亭丸，

J司在的毋庸丸， 3、張的民現此句ll!�.31。

局已習L審會的人擺脫金嘿， �紙的人成寓，情龜兔， 風世
的人寓，弄學尿， �lf皂白色人聆掉1ffl.足。 」帶進入守臥車帶
5雪道忌，；：悴11言只A正． 「雪足拼音先看一祥迦均不請給陳們的。」（我

三：.＋ 27)
于全迪人不是.It召以世裕的題目啡悸，其真采， Y.J要品Jl罷
人單巴金易「£督那測不遠的丰富，。 」 （.$..＝.

8 ﹔林前三 1-5)

果「吾吾先海」.!II色的情祖會且人， 看，一次通見一碎屑世，
的.民含義， 要求,;f!J}fl.！）色的故告 几 提碘浴世的消逛。
祂固串串混．

「正..此.盟色紀念的，已僥仗哥哥一祥， 麓，足主

召見喂，直

的綿羊， 不是熱風山羊！ 」祂己，摯勾m.11奮且也

人的貴在不呆蜈泉， 彌足﹒良會鼠，想起自己的聽來。
﹒時主龜兔紀委鋒其主皇后Ill斤采淵明。 要澈見j沌鼠， 背道
人首先要興起委銬。 有令恰當的比喻儷．

神的精勾

于贅述看如羽毛勾婿， 主之前看

」但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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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

.a落在建們身，..l:.:

＃�長會遁入的呼情不

「龍有爾科缺乏﹔

首先， 花錢看退貨主具﹔其次， 龍混寶貸守進！」。

1.4祥細查究
換宮戶之， 益于重量告中的3籠罩皂要按文中會起祥細吾吾考、芳
析﹔淵明學丸， 學商恰對﹔鹿鼎宴會虫、 合起彌宮，造就
能。 主主些內容得要結局t深入和寺純泛的研況， ＊別：珍明，
然后導干過每月三，于地T壘起色。 眉善頭之"2'明起已1標題息后悴氓。
祥克已插進盈F緝查其軍l!fi'三三大塾，�：帶峰、借棒和.i1!.緝。

(1)

穆蓄和旬資料的進鋒、哩，鼠、安排和取這有直接榮系。
換言之，
地方。

看學雷宇先紀五繡的文靜謂『草地安置在這童話的

它尾續帶乞木和首先用精會的重鬼鬼。 「穆雷學

憑自拉T漪，

(2)

J

即噴帶看。

精啥是指進淘造旬， 是食這會息的媒介，

也包錯了

我接介、弓L白色，�1語考崑茍輯、 勻即啥？。

(3)

追輯是還能，屯饒的血色.7.J。
電r諱， 揖子都..傘，
給

它包括了像還有泊， 誰翼，

自�、R!J」式，

量已歪曲骨�；才會合鼠的罵，

a逗輯峙，白色機廠。

1.5全心相信
會遁的最大自棕是取海昕看的注沌， 持嬴取旭先全

�nn聾 的真龜，

相會接

少（我廿女

28-29）。

痛不足3毛主4R!J「几乎相會」的地

帶進先給如

w�暢，

起草？明， 若不．能是可切人心悔試且處1

還輯先給如1守發

神， 也是我昂昂己功。

preach ）沌令學的， 一

看，人指出著記吳三之中「背 道」（
句、英文學母劍告，

reach），

即成為「逃到」（

昇記「逃到」

each ）。

的軍 一 ＋學甸喇舍， 即為「每 一tt.」 （
122

道

J

試此，

「情

即是嘉誠真還「這車j」「每 一 t」在弱的骨來。

情

彌足清清楚楚， 乎r茍每月三膏， 深入淺出地且恥皂、 鹿鼎

神

在香象告中喜氓，為余的興高里。

游道 及 其 緝 拘

主也不凡是三步事＋人只寸金紐其軍皂的陣S舍， 包�蟬，先 gJ 告，

2. i井道的結絢
帶進宅T鴨n字都疇， 提�﹔元知31.:i悲切、知，冷當長31.：進榮切，
月三種i.3但是相嗆 人

先d屯31進發』屯。 ﹒惜別包人的耳叉，T﹔說是以帶

.－.梅接爾摩， 當已聆昕嘻會變，為3t.替。 只步骨看來氓， 全是少主
相爭緝毒白色，

7.i'.a.

都�）學宮。 帶到t的內容ll..t寸步舍， 成了赫學

的主要結祠， 其中的每 一 成主步JlP每 一 文教已。在情遁入�
主a的此結浮白鹿鼎， 31司領�是F室。自由色，對包。 主鬼神，車的自棕
唱。窟， 主告終要求祥惡的准岳王來， 和車員爾有:;tJ地認真單E
？全立志予�.﹒次。
.F-格來說， 當卡到底包含3i.部芳．
1. 31文：

.flP-i』銬的31Jfl

2. 主題， lil.t寸愴的先回
3. 亦當
4. 槍搶．游沌的內容和其中要風

5.

結佮

�.:tE.注麓的這一 祥議。

A可

、‘．’，
．
．
’，．‘、

2.1 引文
引文的定文
「31文」的英文學起緣于章的，文， 鳳尾�翁紋物。

re1旨游遁的鋒結結約。

'ft.111司車站「各鋒的錯文」， �1t即

全本吾吾銬。8、中學脅迫部主步， 用以淵明內容， JiP「31文」。
是已31.：文宅r純尺見一 帶進一 帝的一 都會，ll. 一 ＋．自k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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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文成站建們縮銀吟道的呵呵。悅的圓缺淵明
岳重全，借此lt-－種r抑的內容，�祥看來，31.：文白色，E要拉
宮r

J已 一 斑。 t麓的昇看看，按31二文的三三方，宙，其重要偉、

進持原則A創驛站已脅。

(2)

引文的重要
為于卡./A推進岳重告的內宿L不守7

(a)

，已先會息的帆風
游遁的珍貴來自「耶和1醉如此說！」骨余因此明了

所骨的全是

(b)

神 t舌稽的翼翼里，不是人的相沌。

也官良1費遁入跟誰主題
如果道慎先龜，自然不會貫穿越。沮玲玲多1贅述人浦

宮，年泉J宮的f﹒告，是最貼切的混明， 「本店寺J'1制造各
科妞，特木器！ 」按其E吟誦琴是宅r昌侮婷的，因�31三丸，無留在
呀余的屆海中。宅r惜的是，當年�lt-混入龍生主首先進樓31
3;. ’，

a皂誦T翼可子手31二文，...克青對：.31.：文

(c)

�像帶述這貫

字會品暫居幸！

足足指T贅述咒，盔的見電內容，龍骨劫之春品泛化。帶
!it.含在乎31三丸，背道人的取費是特F皂刻印在骨灰』屯品民主。

(d)

它唉呀采明白槍鋸
呀采因此能進貨T老遁入Hr游悅的內容。31又增T奮進

入者如曹肺的「與情車窗要」，是祂份証的根錯，祂首先
請接地認錯要告﹒謙錯官，每陪唔，，反﹔然后進行份証，�港
訂嬴官，句。

(e)

，已增添T贅述的色彩
31.：文比比皆足，每一夫都血色社人，屯省。．但是， 一 些

124

情遁入，且用不J司的31叉，足足﹒借用 一 稽，見﹔其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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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才31二文芳，三手， 迅先會處學嗨！

(3)

引文的進擇
起自已虫學31二文B寸， 手r壘些屁巴虫草歧買2且哥哥嘻I"�：

(a)

騎車乞細品已
這鋒31又要進慎，

固有些現，成不是

神廳長殼的。 學

＋胡子， .混混t舌的況看守主主肩長笨， 能龍舟攏的t舌部費3之
－
不呆（'f自
l

9 ﹔二 4）。金鋒的每 一記敘都是

神的廳長索。 又如約T白白色Ma.

但其中人的忽見不一 定是
111Rr悅的塘，

神像．

神所默眾的，

「祿的法繪畫足， 不鞏固麓的T卜人約

T自當也白色，眉之。 」（'fl自四＋二三

7 ）昇者，

要明騙局拉－1:壘;tit唱， 屯九

奴Rr�J'1令人的名見過思勾J電見，’ 旭先蟄「B先之下」$；.�
的書來看事物（�.:1t.
在心，.t:. J

'

1-6 ）。注J龜，一 帶「建特逛一 切，�

，也昂昆明人』屯的啞巴件。 T老.lit.帝是弄輪最要較早已接

型是建銬的玲，泣。 "fl-逗人必鑽研兄弟視
白色，牟�屆l, 才宅r

� 以31.Jfl 。

神扇承

氧，E吾皂白色是不要看法J;;.嗆會前31

用錯誤的帶本。 司』7j'JJ!J甘已．

「述事處鋒成如此如此。

Jtt

、‘，’，
KU

因為玄之拌會引起苟且會者結吾銓的祝成零口合各起為脅。

a昂之主屯民己，伍的，屯，電

31二文

31 文必須含有切旬， 不.＆..！之弟學淘亂

比方混．

神來濃的福音」宅T以對成主題， 都不血色周作31.：：丸。

(c)

進�官愴的31文
吳祖街曾以「海軾的不足足剝下的會欽」�31文，

局1 一 群說縫肺游沌。 另 一 位于老遁入在 一

ttc.il記者旬吠丸者的

帶已尋（...J:... 以「防各式�」�31.：：丸。 可布真勾布，唱起研31
用t午三學胡子， 說明舍，i蛋白色31又令所情的會處買罕見。 切記
31文本主主t井去龍的帶口， 彌足吟道的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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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明白所造用的31文
手才華各31又會見海逞， 祖先﹒時進入車以固毋庸解說。 換言

之， 要’，泊爾為。
(e）剝怕31.Jfl興起的31文
在1守一是It�文的會處是先手r人身色論罕見。 如身患者比軟少
欲進用彌合J司祥真單皂的31叉， 不劫31用。
(f)

進.＊－試用會J運河文明的31文
會這人若不草里麟， 說不品店1電斤成$吳明。 既然如此，

不如等到.Jt濟起明白吋昇31用。
(g)

進取自己有所頓悟的31文
手r一 固，看，人要求旬靖r.真以帶31二文背且也。蛤迫考處，

可布其拒兔汀， 琨白兔「不切越」。 換宮之， 又進取�
自己.!At�功紋的31文， �.＊－殺人到多早已為「取與未娃詠駝
的真酒，」。 約T自退出了條妥－陪遁入要承仇的事裊，

「龍

舟悅的， 是裝不明白的。 」（Tl自四；－..：：；.3﹔什八2)
(h)

31文要每拆成曹長系
進取31文吋’， 要這i.,'t昕余的身芳和婚妻﹔此外， .I\.

兮的個已.Mt也可畢加以考鳥， 比如吳祖脅，已舍、 吾吾鉛舍、 過毒
取闡述表札、 JL,費2益成人員足含混露久，足令等。

(4）引文的陶釋
迋璋的學先帶進最重要的部主步。 且闡釋BP「哦，明吽省心
沌的2主義」。 T字看越于贅述于卡./A？弄清了主龜鹿， 且回釋說容

�

易了。 語1守人都知道明繡淵明31文的重要能。 T費遁入電r
禹色舟，.t..L桶的話佇立t.a巧， 萬如果蚓特請誤， 不官革以3、

告絡， 迋危害拆余。 因此， T奮進入要小心， �.＊－「穆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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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追趕」（林后回2）。

( exposition）的民剔。注釋垂考措資料的義現’，萬零特混明包
會·）寵 若忌nt.:Al�的資料。純文邊說：

「注特吾吾考昆主電車于梯，

R普弓屯， 泛指帶領和指31。 萬零特說，明是扯了，叉， S旨排解$先

游道 及 其 結 拘

淵明-31文迋可尋訪去，注 釋吾吾考（exegesis）勾解釋說明

明。 注釋垂考5毫安明會見﹔解釋說明是犯J嘴巴足以追輯、
這賞和有．紋的次序混清楚。 注釋是會考是坪注祟的費唔，
萬寧特現明呆于全進入的費語。
竭的、比方．手r

-ttt潛水!A.»、沉船中學永久，的珠息，

血水后旭先輯、�堆里桌，.t.' 迫錯，比這．特全考。輯、且已接贊
膏，�提己主�苟每宮L的功；，.�雄．鞘lF萃，阱5告于對長， 當已�；＼：；.句�二店的
現府互相輝嚼， liiti學

..Jt•n良 夸目，

主乏誠如解釋混明。 前

頭T﹒會見已， 注學學金司t'J主義現，帶到也的資料﹔解釋當已明是認游
遁的資料泉麗。
淵明31.：＝先看，.Jt..頃准則苟

.za.＿.，、r屯場已草草原學象是liil.91!.I。

「梓袋原則」電車于特R曹文， BP逗龜海－卓脅， 程之其重t耍， 'ft.111
串串哼已些自寸J明說明卓J:J1守且回梓31.：＝丸， 義現，其真.，..，。
(a)

包車L切l.f!l古典白色禪師學31二文
要忠于屁事學。 嘯，導干﹒時迪人j!,曲主題以吻合自己的現，

東、 T 卸司長原毫學者之研L屁巴！ 看，人說． 「原本的忽見諸含情
會逗， jj!J�J皂 F已 J屯足！

」－'flt零背道嘯，說：

車且不足真的﹔老吳真的， 就不是新的！

「老先新的，

」�活其JlUl.明。

手r些人喜好神秘..測， ，也看，圖書對于主苦jj!J�J司， 唱包官1.:J毛主多＂＇
4「雅典人義）。 雅典人「都不服剔的亨， 又持學新且明城
t先骨折。 」（我才，它
吾吾迪、身r

21 ）沌呆宅T沌的學學翁。

• w� 覓，三多年刁甜的于學3、-A}Jj宵， �盟j

幸又局人的J龜鹿互相對毛融吋現．

神的主

「雪缸瓦插嘴，人剝JflM珊

l

’

中

127

：

勵之道j-*.JWW-�鋒。間不是中庸之道， 也不均于
3長率民珊， 7前吳祖叮叮＋娘身峙中。 因此， 手r e寸龍是當品的加
淑文月號（ Calvinist），

手r e寸 是賀龍鹿的阿舍是ft. 3E. i1我

(Arminian）﹔先給陳執泊，屯拌，也好。

-f-�剝又追求 一 ＋根

翰， 底是jJJf吋、。 義哥哥S巴的第3已， 護者在3油3l貫部見到椒，
也希且在叉的底輸見到諒。 」
牟取通計結沌J同題目寸悅述．

「牙，盾槍呆指爾神文翼

的氣融。 在神芋，..t...， 童話商方宙的通車似乎也先此不相飄浮白，
人即以�J是厲于矛盾拾。 益于袋中的牙，盾佮持司已不﹒合龜，
彌足超乎合起。 逼到主鬼神，情氓， 啥﹒』屯之2延長錢司已各袋中
所看，iiE.擔和見，怔， 相﹒信＃屯＂－Tai爾4"宙的真議。 」
(b)
混：

按2ζ3ι』蚵明.31三ζ， 包措.31三ζ的前后三ζ。 手r人中費地
「全先刁r讀甘盾三ζ白台.31三丸3皂f已雷辛。 」正

背宅兒沛臭晃可學鰻自良哥F目， 各銓中的.31文也因，L下文端正q
均已先到已。 全看.31二文8寸， 裝出各祥的J可見， .）｝..'j前3乏信畏的仇
恨。雪鬼們不動提Jc司．憶說的t苦？燒Jc司的J河底？舟龍說呢？
在，屯祥的情氓、 自寸J團和地成混？況看成著看的自綜是T卡
4、？
龍臥烏拉直在喵乏，汁，央常常首的「那付」泊湖。 主龜
兔本市真車里的長錢。 換看要組安全帝的背景， 然后知道
烏拉且在潛在貫穿這、 來瓜、 杯饒、 無晴和建營的日子中。
主志學腐臭的以色列看守民曹先了？卡.IA？祂1J'l3已劈蠟傘， 學已建華
先時， 哥哥址，且丘之？示， 抱不足，

「郡吋龜兔，也耶和竿的故

此淡槍」。
注，1t路3的己景之的持三丸，

「耶蹲在 一 句、地方特告」

(J各汁， 一 1)。 �.31.：；之JtS"T又看1可扇余？魂，些人相會「悔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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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白色，必然可學載。 」

t且如果﹒他們接文式解釋，

車l�耳t;J毛看F

用，皂朱文章，那不會乎�鋒的真邊。 再看偉海主底干警進入的
幣，用31文．

「不守拿、不守島、不守換」寺（商品21）。-t.

游道 及 其 結 拘

后會!A落」的逼迫皂， 龍的嘯，31鼎的31.：文A「惟嘴，成耐罩。

下文清廷說明曹長歹j之31用花Hr)11l-貴的偉烽漲3位漪， 因為
J底接下舍， 龍說．

「正用的吋曹長裁都敗輯、了。

英圓缺會「成革派鼻祖」杯文砌的湖梓頂，哥哥章tTil細
事。 ．炮局進．

「如果敢團成乘人Hr混混府旬的活，

也回府．氓的人， 只�甜k當色，

氓，屯祥的世 仁 ·11-��宣言是甘色， 在．

�lit當息， �，.卡�i:覓， 在迄今竿的情形下說，
下文學，

湖浪衡。等的，L

主主祥像只:tJJI.解臺銓章的學孟之吳三多。 」

(c)

按各吾式的特色鼎l特別三丸，

(i)

t吾垮台告結拘
耳其頓勾.:rt.

章屯的特湖、..a方宙看．

「it.Ttl必須先還解委娃的精緣， 才血色

神的混錄。 」苟且迪之曾說：

明白

牙之進u

「文培4處主買車已注梧的

主包扭曲。 」義的必須仇恨采旬的精吟， 全已用t.J皂t苟勢急三�JJ!J
受口毛ia司 、 電�i司、 'llitl 'i司、 -11-甸、 形容淘等等。 這宴注�1t切
旬的時，屯， 延金三色、

.J.1l!..a丈 a帶來又﹔迋哥哥全看造旬垮

旦起旬于結約。 除此之外， 31文中所用的線成脊骨，也不守
，忽牟見。
每一令串的街頭
』也

J、

「 �T守 」、

「然后」和「那」等都菌，海海息。

龍年定的道主督我幣，悅．

EA
－zA
－
／－1

、．／
．
．

自己：迄

l 固此j

「每道義看到r因此

.L

量也嚼，J句

�，守在此？

弓吋苟白9貝占句D曾打電E

義Til嚼，鼎的清宮不斷續羹， 因也是「滑」的活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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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可自朱文 、 :#1-Jt曹文和拉了，又是「矢，」的精宮， 每令學的
會見都是固叉的。 臭又看，些學的見文已鋒完全i哭了， 有
些甚1.裝成15lJι！當學嗎？可自昂之帝十二司吋－＊可持悅色文學Z
「食進世﹒俗（profane ）」，今呆呆指粗略的精宮，但對魯比足
本晶晶RB寸， 它的會旭先「合余的」。 合鼎的塌地叫「合
成地方」 ， 因，已是真有？此， 人人者根;f！）用。 以但不為
神曹長指吾清的足沌， 因彌iiJ:.世－：·俗合余的足越»i'ffi.占。
此外，英文學「注」（let ）以前是「阻止」，混在晃「九
條」（見，吳文吾鋒!I# 一

13 ﹔帖居二 7 ）。「立刻」（byand by)

以前是指為志，現在指「帶來」（見英文吾吾鋒守究

9 ﹔·－卡，台 7 ）。

廿一

「降學 J

25 ﹔蛤

(condescend）混在是指.＊－除底

有的「帆風」 ， 以其首先指「勾冉﹒織看車子用行」（3'↑三

16）。
導干些學有特�會見， 又看，在特見到文中宅T禹廟見。 拿
「自

».」（since ）來說，其足為「以盾」 、

「如果」、

「因

為 J 和「由于」。
若要珍海吾電車悸，看呀研見， 于普通人司長告峙， 一 本好的事
典不行。 ��之祂用來建迫切＃沌的特按�事峙， 因此嘴，必要
拿摳，已用的試巧。 借書是.'ff:

(iii)

.－

人用來為主人TF.:J:.的錢補。

原文的事丸
車學3寸英帶本中的語宵一 毛興起真是，參考泉童話氏（Strong

’

。

a 特R會叉
的鳳尾。魏格拉（Wigram）的 「英文靜特T自朱文 a英文鋒精
成物氏（Young

’

s ）金銬，電訓，

即宅r費品帶T自朱文

R告文家31」包＋旁有用。 立志學且具，喵宅r厄扎址麓的 一 固了
糕， 學卓忌地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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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吳文中看不到的會丸。 會主晨，雪約1

海....，、峙， 先﹒訣別人足以「也啥？梯，R普通」的雅寺， 即31Jfl

「且已全省

氏家31」吋迋學的解釋是．．．．．．」。 切t己， 先槍在諮詢﹒情步已
可寸， 不弓﹒因參考所穆爾影嗔1語可守翼翼。 魯比文本見好，的帶
持忌， 龍蛋巴參JttlJj正式建辭其中的﹒會見， 四已﹔文.，－..Jl清晰， 蚓

游道 及 其 結 絢

4會R曹文吋﹒讀法口自己是帆風， 萬14'-如.31用紙風浪．

特臭准碗。
研：克特T自昂之文.特R普叉的弟夢， 帶看三學.a;J.�-1、不用
的�←3;.i司注三鐸』曲， �1普通人海益不錢， 頭T且－�牟學吾吾L吾吾L宅r
以此中挖掘出丰富，的游.－.資料。 l:t.鞏固當已， !!J:馬帝王章中
的「玖玖暮暮」、 「來總」．每「喜Ji..

J (2-3, 11

alil

可）

文吳學是用一＋事， 含有「夸組」之處， 正如在哥林�
后帝，t會汁，因智和九會三哲學哲跨海的。學恩 (Vine, W.E.)
著「新約學典」5之原文�學本足的處處， 特此縛，行F錯。

(d)

強于香鉛）76.!J.主、札智、 丸浴恥地運組特別二文
每位于普通人著身色率為，每吋J團

a精品翻費學典，

引吭，r學L

丸， .flP宅r選票的年多Jlt苟且白色，吟誦率。

(i)

遍地的色彩、Jxl浴荐Qj;亨�·詞也明了當年三步推于當喻的，r

憫。能量lt1J1�.i唱會A.令：

「容量It－＊.回急壞葬麓的采哥哥。」（蛤

�59）沌昆主在世之目寸的日用嗨，不足指久哥哥巳F已成特先﹔
彌足令先要廷退骨8、主的呼召， 草已到龍的太素，急世，。 因此
車，說． 「語兔死人逗著學龍的的死，人。

J

3:屯好，比那不忠心

的可卜人挺身哥哥的見揭曉在地.!I.一紋。

t己哥哥，也是令好詢

:f; 宅r福音三三奪目申拍這訴-::J"l.捧讀的

弓﹒。 看一tit主日悸，定肺店1芋，主形容�回令人鞏固1守冒先命
的危膛， 丹是Tll;t制的屋頂， 穆卦，一些，t蠱的是瓦， 才犯
請寄．人會，』Tl

-1:lt芋，先不：依相種r地J句．

昂之？ 」敏那F-肅地氓，：

「祂叭，屯祥誠哥哥

「在人3豈不血色， 在

神都不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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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神人，都血色！」真，虜， 以色列人的屋頂是平的，

虫學有積神， 宅r以啥都珊，L， 晨 2頁守臥車安品穆勢。

(ii)

研究吾吾袋中的地通訊嘴，龜兔
每 ttt1費 遁入座臂 一 本好的各倍地回（1守 T自特諧的種．

海參考）。注定臺銓中的「4」和「
耶路.冷

τ」。

「啊，一 ＋人)A.

Iτ 』耶別高F-＊」（路'1-30）。主主學在奧隊和民..-.

...t.都且有繭， 因為耶路織冷位置在水平錢，.t..2,500尺，彌耳R
;f!.J哥夠在水平先T 1,000尺。注..－.站在督「T迦冒取舍，」，
然后「.J:.耶路繳冷告」（約三12-13）。 齊地的跟黨也看其

t缸 里。

重要佳， 正如各地的特征和

喝道著「吾鋒的地建」

宅r提背起嗨，妥，.息方宙的資料。
(e)

接真車里的全宙．能且國特別文

(i)

接柯退還不宅r

m•蝕的錯文祥准繩

它必須帶到其它相榮的銓文文推荐自印征。足五，見「銓
.J:.所萌’的預含量比啊，宅rK私見解垠的， 因為預官8、來金先看
出于人，電」（現后，一 20-21）的會見。 A.乎所看，的槍鎮教學
都是童聲學一的必帶餅，取九沛造成， 持且．銓不起揍，已手r
長銓帝的考磁to
是終＋四l弓，氓， !J:1主3之主.用T贅述喵九章一 帶注明元
人血色脅是自己已鉛悔過鼠。 哩，息日會Jfl)61喵J司，章，王智2記
錄「j足瑰昏睡」的穆拾。 走親旅用，三斗智注明「J\.1惜重j
余人的事， 都覓一 祥。 」不會派以章，五常「死了的人，
也先所知， 包不界可學費賜」來否定帶來的存在。 其星島，
龍的，也守.31Jfl甘肅＋間寫一帝，

「義者

神」。 其龍入

到用 !fl: 互通帝之司f"；�會「it.111守以非足以成聲」，

a 看哥

林�前唱＋五章三＋且常「雪延111:kat吃喝喝吧， 因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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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鬼神不2，于是匙， 不以聾本吾績的鐵哥r.�准

則的話�－－哥哥�、 餅，取九、 各逼真，冊的T字啥，

a.J且 不雄

教；..:I妒。

游道 及 其 緝 絢

又要丸之r

雪lt111牙之.－.吾示屯九－§，象告中白色，苟明民手亨，t'll像白色，看;o,jι， 蹄，已們
的文λT字民；！.；聾謂T清晰的亡了解， 是根其重要的。 精會瞥，...t..
的一吋、站在本單已曹先， 童話弟學均由另一學眼替代， 足足臭
�清晰。
？普通人建省寧主張趴下淘氣的處丸譚”欠三ι

．

員與蜀皂， 毒口虫子， 頭L固喝令， 局已﹒盔， 勒克丸， �息， &lf皂，
�丸， �娘， 貫主， 峙，鍋， 伶恤， S色， 恩典， 祖ii－.（（’，
.2.,

5良現皂， 承先， 預見， �且：.

蓮在逸， 于召，

E佇

廳長噶忌， 學，

告， 苟文章芋， 頌費， 1日J、， 新人， 風肉穗， 風叉， 肉軍車，

-c,

5屯， 身障， 瑰， 悔試， 學物， 狀告譽， 汁，學學， 3巳

此，

學旬， Z皂， 啥，判， 3已盤己， 地獄， 永恆， 世界， ﹒召看＂＇＇ 到、

插入， 拉已太人， 真單皂， 不會， 哥'T� ， 地

t缸 ，

導層 ，

.w.旅，

．
．
、
，且
．
．
．
，’‘、

是直督徒等。
／
且

特屆民的事互相比2址（林前三

12-14)

委重全不A一本學碎不舍的喵籍，均A啊，�命的，廈前已。
哥？公最好的注釋車記5乏善.i£-本身的公文！嘴，人普普色：

「壘

益全埠i身3仁義的這；；，.；棒，軍已具l�苟啥�！ 」拭T自﹒摩根我：

「在

雪屯的于贅述先進中， 年紀越久， 章先越－＊－現， 每取一 成31.：；丸，
章鬼都得要建本吾吾鋒來解糖，也！

(iii ）含糊車站萃的鉛文絕不宅r .m 采取Ji-ll.否私塾蛤中明
E皂、 硝見和豆豆截了過的銓文

�－且越祥說．

「宮是因海帶槍秤，L有 一 風件， 全省弟，

文拌勻了明翰的戶明， 后來加，L白色含糊戶明不能繕，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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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

況。

道

留予司長繼承人， 其后的發航員戶明犯都芳戶此給予塊人，

因此， 如果造惜中有 一 ＊戲說明3典人的F且全部述

都牙ζi曳永屯九。 清章走明墉的鋒2ζz丸茍

JZ.

2皂5已聶昆’E哥皂白�...貝g。 戶，吋、...且L重重且已白色，J、宅r 丸均已單已!R.
嬉白色，.唇， 晃建立在弟學含糊車站萃的鋒命中， 張諭虫亡了，已
約車曾祖會汁，會三汁，，t:i:a.汁，可7、 �為喵J、會三汁，.:tt..i:a.
汁，九智、 約稍有誼會且，..：：；.汁，四智、 約翰皇帝互會汁，1-t
三三句步苟已明Jil.白色，重全�。
的

按預母尾..－－λ且國特別文

(i ）張家的是九
可宅T祠的3之九十三步宅T取， 「弓賈家呆
翼翼東j延安排的制伍。

神結果營養銓

」玄學守以哦，明翼翼， 混不能彰

息，虜的真相。 比方說， 過是在督悅：

「義就先J'1」， 是

取這一 ＋且要的真單皂， 不是 一 吽事物， 因為真督不是 一
-1"-J'1， 但是J'1沌＋譽，DR.恰省地象這J"i己叉車里錢出的文丸。
「稽宮中的喻，電帶回頭j車主主概念。 」
預泉宅T厄扎包含各科寒窗，宅T純覓一 令人， 如晃過（�
五

14），進 一 件事沌， 如見紅海（林前汁， 1-11）﹔成一 帶寒

窗， 如養身的梭子（來，卡20）﹔進一 ＋典章制辰， 如會輯、
學甸和學物（來九 11）﹔ 一 科札帝， 如地越常（林謝瓦

(ii)

預祟的存在才每一 位會我是墨爾品凡的
以色列的1$.!J.已成了

十

7 ）。

6-11﹔ 9 十五 4）。

神賜革督徒的軍冊（參創林前

會輯、學物和祭司都先留賞雪賈母l..'t.丸，

正如特T自來帝所清楚先繪的（來九23﹔汁， 1)。 在唱會中，
神捕了參照勾結比我明厲畏的翼翼， 持昆明真督﹒比l日約
中的預昂昆虫已肅處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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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拿、3E.�加學富是 一 些預掃尾龍的人物（太

＋二 42 、＋二三 40 ﹔申＋八 15 ﹔來三三 5-6 ﹔ ’'C' 11 ）。 扇索，
先毋庸之了「預先」， .:iE.:iJ::I「鹿宮會」}Ji'指（扇 一

1) 。

司l'.g誨，t.,

鞏固身患�::Ir新鉤， l 日約試成了一 本完全先蜂窩，緝的唱， 成

游道 及 其 結 絢

Jfi'�J'1、

越來說也 一掉。 l 目鉤的「影J划，都要新鉤的「其家」（；長
汁，1), 爾看，相輔相成， 姆是 一 本守。

(iii)

淵明預眾的.Bil!Jl!J
要:tr:.T-Ja.�不寞的原則持不容品， 但以干的解混守

TF�種學晶色，

「語宵 l 目約中的寒窗、 苟F祥、 人物， 請在新

約中用T何賈母t

a·會導干罩之處，

都宅r且人毫不鈍摯地加以眉立

用。 」

(iv)

預祟的吩撞，元海T合計﹒
湯恩槍恰當地說．

「 l 自約是 一 本大部主步采究成的預

宮、 來解秤台台試式和未毋庸叉的紛舉。 」語宵人打弓F新約
白色�寶r

,

..知道迋些至此書已由且已瞥見成， 持4，世ι功可自 .a.11-

清楚辭持， 臨，....迫切屯也教t.a.督毋庸呆了。

•

車＆瞥見解釋全部預眾的本領先。 全先看，

.a

萬零彈l•泉。 全民手r 每軍事的真單t
彈E家都長乎其督，彰晃
試此， 要去？

..先海軍且

元繪成世預眾的＂＇丸。 所看

的本能、耳咒語罪”﹒局告會的發系。

宿舍宙的仇恨， ...:If;.垂考預司已不守。 雪屯的

守在預昂巴里看見...督各方宙的見曹長， 籌組』屯垂成， 』屯3足
誤會成脅和種文幕。 .，＆亡F預早已的.學， 帶多人﹒似乎．尺局限
于逾越帝的貴在祟， 3志每每主毫不足足

神劫之多的錢明之 一 。

益比章先官1取締T自昂之帝的T字看﹒， 3已深入勾引見和軍”柯賈母巴的對農

rm 沌，

因為越是金蛤.辱中， 』�最卒，’的固地。

吾�j告中一 些比軟明星的音頁，已是：X：能札3E.遍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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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毒

品已弓－�"9茍忌， .�.：fl自白色，9‘命紗， 7s拘﹒， £丸揖先自包車丸I忌， ��－
司串連息， 約露， 過tJ個且帝，紅海， �－＊－的妒， 為盒缸， 以琳，
喝哪， ﹒岱打企耳言， 舍身缸， 學旬， 學物， 網蛇， 約龍舟，
民浩

成請人， 約喵Z且， 跨海， 大叉， 所!PJ'1等。

(v)

足.'51"居民化的危腔
因�.:rt.'51"j斯拉吾鋒中的事吽，浮白宮賈家，

a會見到根多

的損喧f' 0 底里根晃晃早，翔的神淆， 她堯量已每一苟官商都腐臭
化， 甚lif.i年�－·按3主辦起且以色列帶來，巳措擇自..緝的明
真單皂， 也請海地5克化為

a會目前的樹司已。

.a.

護首1必須述t己， 章先看，在柯這琨守竟是益于音賈家，L。 r皂

的宅r

�.m11言辭糖1龜鹿的商子， 亦只血色限制在

神指叉的

地址，ι。 安息自會啊，一＋錯濃的－龜， 龍的棋以為且在督
于一八八四年來世，L「清冷吾所」。 龍的�－－奧恩日的"ts(.

a超出足令繪穆！（剝＋女）
(g)

接吋認真起淵明31�

(i)

甘泛的3之九
時ft.AJ旨

、 a 掃ν些

神：／£�3之的是各吋、吋苟明中， 再T世t:..）

人的治單方丘之。 老兄娶媳曾非出前明的解說：
罪以來，

神在河之后IB寸T巴結世人的合會還方呈長， 在龜鹿，包

-t-e寸T乞，

和方錯，L都不用。 先愈合在哪一

神都只看，一＋

目祿， 試足要昆明自己勞昆明人的本相。
方塘和實叉的考遍全來造成

局索之旨～鬼的廠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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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鬼}fl�祥的

的旨，沌。 」旬守搞的文丸，也

很恰道： 「付能晃抱在一居民吋期中，

(ii)

「自8、人犯

神奮起草金人結

局

」

時能真邊的會萬，
足足鴉建學已J麗吾吾銓白色草本領先之一。

re積已雪It111智能

10）。換言之，每1tl:.會我都巫豈宜賓「萌﹒

辦剔的能.:tJ」。 每1tt..a.督我真本，L屯九訊自己在

神目前

的汁划中所沌的位置， 然后，才純「按看正處？辭其起的
沌。 」（錢滑石

15)

游道 及 其 錯 絢

.:tJ「::a".B!J是非」＜• 一

壘，息目的J耳其息， 神臣，的血色.:tJ..ol其中的表苟且， ..olJil督
傀局帶垮台台J�司挖潛造成的意昆漪， 都是因為學學人是先看，正
每輯對包茍缸Jl自lB寸�－單星。
＂＊吋、．開弓﹒：
勾恩典（鈞一

世岳T守J、5司L星皂老街單車吾吾司t-i』車全車u色IX.::a"考書E說ts:,

17）﹔沈太人、到、插入和

32）﹔安息日勾主曰：
日（也二十

月E歪曲

周末， 另一＋在 一 用的，一

8-11﹔ 我三-t- 7 ﹔扇 － 10 ﹔帶一 首＋八 22-24﹔

星�＊刻注－�－－ -1息背景．
的恩賜勾

一 ＋在

神的告會（林前＋

「沌呆耶和半身叉的日于」）﹔

的贊助（第二

神

8-9﹔林前三 10-15）。話T守人宅r注

神�叉的汁刻不是說全世JR.且主， 獨？是8、世·JR.中

召出 一 轉扭于

名T的人（我＋五

14﹔ 約汁， 14-16）。龍也

含義軍��、霄，t神迫然不J司的唔，判（約汁，.：：：.

31﹔ 林質＋一

31 ﹔林后五 10 ﹔太廿五 32 ﹔結三汁， 37 ﹔挑 6﹔屆三十 11-15）。
用可宅r福學的�，、知〈按..'.iE.�1t::a-辭其琨的，.，｝來初步操甘

A

A

、’，’，
．
．
．
．
．
．
．．．．
．
’，－K

自寸認真草里呆恰童話的。
自寸認真單皂的危1世

今又出事見了「超吋能主λ」。逛一漲1騙局I易 一根珊，
強橫地認妥銓處于自己的想錄中， 量已曹長9獄中局局的一
些唱會童話TFJ之令目的唯 一 指宵。 車直接人取幸扁了稽可定的�

鴿， 手干些甚1記車，的曉餐也先除， 屯九�r己的不屬于君的﹒
自gB!J-f已。 豆豆些論通持會直接融犯了帶gl:Hf悅「虫瓦綠麓的�
守迫于吾吾鋒所記」的管謬。 1守辦繪著小冊，〈槍t寸超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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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

.:t.Jι〉樹底的揭露�派的謬誤。 又酬，早才越題目，也適了
一本很麓的小冊手， 見�｛槍鎮'5J"辭其起的;tt.）。
種k鹿的駕車.7J:J.寸且國特委絡也有益，泣。 迫科:t;-吟唱記吾吾
縫中的身!J.屯人物§曹先.＊..地質且在蟻來窗前。 在T贅述中，
讀巴金銓的人物淵明海楓樹虫”且是必須的。 Jj!J人溢，用述些
恩賜， 不拉成�義們的風嚀。

「智超人不鹿子手串串·JA./JI.。

」

4會唱，嚼起辦學｛M特紐太原則〉一文非常追捕， 縷清
且也純抗中停車豈不氓。 麓的在此又鈍刻，F要成。

「M特別

文要注，電：(1）文錯，（ 2）叉車，（ 3）身臭，（4）吼喻，（5)
比嗨，（6）吾鋒全宙的故尋。 」
因為歸l梓銓叉車民其重要， 所以麓的頭J；毫不反其級地
直羊起草。 當令到皂白色，圓白色，是J割草辛

辛伊白色，t旨， 幫摯，e

•學L浮白且＂·�

�。
自JA.4每看，楊子勾本喵以來， 在背扇窗司長T會主龍的荷泊、
墊在〈見混ffl.）主義母足了一系到處�「吾銬的.－.學、 且蚵
特A&Jfl」。 沌系列文章＃At督健的

t先進非常有輔助。

若是行學荷象吾吾先先九准， 記原著附喝令喵束。 換看現，在不
俞小心緬懷， 1J!.純潔入仇恨跡！特鋒三丸之重要能。
主先給了31文的互之九、研要、 主龜9學2比鼎i持， .i.!l-tE'it義
1ll繼鎮垂看游�白色，暫且部芳。

2.2主題
(1)

主題的定文
帶到t

e寸犯31叉的主要真車制峙，電解攏。

主題見到文中

最切人的真星星， 不一定是31文全部的內容。 r已是帶去也要
138

當已明之真單皂白色，讀T要戶明。 車，其巫見帶到包的要旨， 帶到也是主

．

「主題材吟道的發系書記如

』屯且在寫t.）、軍長白色，軍L是缸， 爾藹，息息相勢。 」因此， .:l:.真ll�Ri
先�遁入要付給的真正內容、主振雄戶明。

(2)

游道 及 其 結 拘

a量是當也

寫的混明。 發趨之T自身t

主題的進鐸
本于會到t人的羽L�瓶， 是「凡人見智」的農憫。 自龍

會主也人員進)61一的31叉， 駕車再.S:.J事。 當以各縫中R含章之
人口的約韓福音王三章＋夫可會�憫。1民法回ttt.1老逼人都這
了足可步；含31叉， 在組』屯考虎之后， 令人龔自己的足足足
了車，題。

(a)

綽約2晃晃海洋，.尾的

第一﹒位背道人的綜題是「

河流札中潛水氓。 」主主主題注重

神的頭巴， 且時准告r的大

鋼以此為銬。 主皂劇積約略如下 ．

I.

神養的單已

「神」

II.

亭叉的晨

「廳 J

回．

白白的眉之

N.

報E糙的且是

V.

接納的頭已

VI.

拯軾的民

「本主叉亡」

VII.

官腔賜的單是

「兵哥哥永主」

(b)

第二titf老遁入的主題晃「永血的是賜耳丸之終于＃...督

「世人」
「甚車帶

的祖先弓﹒路給祂們」
「叫 一 切會

的」

的布會心」。賣成是永先， 因此吳先鍋，也�此影哨， R戶歹。
神 聽

T:
述一生命的世賜看

V.

玄之先命的沌，每

切

迅先命的代背

于

N.

于

玄之�命的瞥，.－.

叫

四．

線 總

主主主﹒命的現抉

給
媽

II.

「「 主 主 一

2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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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
道

VI.

主主主命的發祥

VII.

�.＊.：命的’，狂

「稽

的」

「A<..*- J

•.a.ttt﹒情逗人民「恩賜」深深戚到捕以此為鼻息﹔先

(c)

守，t娘的， 本會注明「

神先給延民島的

神」。 大鍋如

下．
I.

朱永鼎的恩賜

「神」

II.

先羽旁的恩賜

「世人」

t且不忍的恩賜

「搶先于」

IV.

氣息翁的見M

「叫 一 切」

V.

帶發悴的恩賜

「稽

VI.

看帶怔的恩賜

VII.

測不遠的恩賜

m.

(d），自

「本主叉亡J
「永先」

ttt贅述人苟﹒錯，札.31文中看到

神裊的回科處黨

神廳的回秤，反」。 大鍋頭已會見：

沛挖土見到�「

II.

神康的長風

展
線
的
風
神

神裊的肉底

底
宮
的
晶晶
神

mw

I.

恥，L圓頂l宅r

的」

「神混世人」
「甚主峙
「叫 一 切會

的搶先于賜給」
的， 本主叉亡」
「兵哥哥A<..*- J

J已各人域，成各S卒， 老吳先主題的方笨，也因

此不用， �珊影嗔l了預告的大鍋， 犯主題琨哥哥清楚。

(3) 說明主題的伏息

T普通人＆＊－知道吟道的內容， �此，祂哥哥曹先准告。

老者必要， 底結1骨來'JB明主題， 以﹒眼？贅述人．每拆來都喝s
!Vt墨畫并愴的題目。 因此，發逗人＆＊－挺自己屯人為!JI文中
最重要， JI.別人混沌的主題勾品， 以此為准繩， 洋告奮捧
到也內容。 混雜曹先， 結籠S會帶余的提起輔助巷汰。
主題底告Li昔背道人尋f.，－.赴車里， JI.ii停愴的內容。 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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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i.勾主J罵街明星的民刻， 前看，比后看f﹒翩。 J:t.::tr當色， 畫龍
們的一般能棟見見「游;lit.木」， 龍現，在的主越是「游道

.a其結拘」， 特別呆乎可裝扮沌的「主越」部主步。

游道 及 其 結 絢

想混哥哥越乳.31' 1民起A守取。 護首1鞘富農昇付給沌，成。 棵

說明主題的方法

(4)

主主方培手r三＝－－退學埠�勾會看牟其。
(a)

退輯呈長是指挺起會見撞地進氓， 包指庭用明嘗過L晴

爺的場淘。 現j如． 「重先是遁入

神圓的必要4年吽」，

「哥哥�呆本手，息，也因著會且在督」，「永�.：，之

「

.a.督BP持學界來q為？

神的恩賜」，

」

」， 「人純杏楠知自己已海戲？

、】／

ku
／’、、

進「真會我會J昇吳學喝？

」

會蜂王足足指挺主題以一短旬隊主毯， JIP-i:且錢看見，直

昂之主4；電念的文學。 麓的

�.x.造運輯主題為棚， 以帶帶互之

泉立志1晃晃． 「貫主」， 「�尾的起頭」和「

神的恩賜 J

'

「A督的昇來」， 「海軾的研揖」， 「永造的積妥」等。
主主方泛的就成是在先龜，L的自由和民淆。 于奮進入守
以追輯

.a穆苦學pjf'式，庭用。

.a

不是t, 瑋每周后者， 3白了自己

自榜的好俏， 不甜，也用還輯又像沌， 厄扎1'!..:l£.�1皂角，L息次
＂$明， 且已計結主題處彈。

(c)

其它現l弓，。 細嗅趴下的現l旬， 換看法�’，r巳111�風

于追輯軍長帶帶呈長主題．
「三i:J"J}f..第」，

「 .a.督·J克世人的"2.W.兔 J

單位j逛街三i:J"B!J j J之汁./A足足？

「全民有三i:J"B!J

命的特龍」， 「永恆先命的特征晃汁./A?
說呀口

神的恩賜」，「且會jq>Jj籠恩賜」﹔

神..

﹔

」．

「主

「祟的耳

「活費等山

神

渴且會我甘鹿特身$奉獻，ι」。
主乏獨特隊進主題的方又各看，就成。 為了命沌的民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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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

恤， jljf：看不動，鹿鼎﹔不足正如前述， 為了tt'.itt人的足籠
婚宴， 也�J皂瞥，勾利益， 最好以追輯方呈長隊進。
品已�PJ't揖匙， 量t111唱It;;f王"1t"M普魯泊皂白色，其E目， 雪屯的尊f.J哥哥F
一會明混沌看肉、重要的主J題。
事已在能量t111勾身帶到t的，民主部芳．

2.3序吉
(1)

序盲的定立
F已是帶到t中31」軍長Ai買各呀劫之仇恨繪畫層的部芳。

(2)

序富的目掠
，也包含了帶多守取的發旨，。

(a)

龍骨余結締造題目？先持越
學會結游沌的勢﹔系統如J'1廊結屋子，均可曲��哨兵長，

....明��曰， .±.，鐵結替身軀， E佐塔會叉t

a•－祥。

主龜兔恨

自然的進展程序。

(b)

�1贅述人克服背得
-ttt音符肺嘯，告訴龍的誓，兔， 哥耳刮起味來的共喝， 且必

＊＇克服困.－.障嚀。 祂挺立志回－時得以世人的嘯，活說明。

(i)

，一道時每見：

「可久！」述是一般骨余司已承苟且不接

』屯母回家ffi.法：.＇＊－白9�.:i泣。 唱包司會車每當令.itt::1t�.:it.at苟， ...浦itr

as- 久，

然后懶洋洋地叮當啄：

「嗯，久！錢不曉哥哥這哲學切看

要混汁./A？」要文月民主主喝令滯現息， 吟道看守學用序言激進
先.!I;.-*l.、 本先昂之情的骨泉， 學1曳龍的戶主持鳥。 增豆瓣先
咪的感宮， 嚼，官良1老遁入.at寸愈合車，題目寸， 哥哥不到昕余的文
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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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守且也旱，比一帶！

」骨采E賣娘背道

人的進題。 'f.每到t人且也2頁嬴哥，拆來的執J詞， 處.l.3矗彌啊，7.Jd令

、
．．
．．
．
，且
．．
／’．1

JJe.吾皂白色清言， 說明進題的軍皂白， ＇＊述其重要怯和克切雄。
E
／

且

1

黨三三迫降司已是 ．

「嗯，屯祥超出來？

」越是會咎的降

嚀。 ﹒賠進入手f』必要聾揖清晰， 具！＇ijt)Ul.；舍， 間解這童話和

.a

游道 及 其 結 拘

、‘EI
U
U
’，－1

2雪，：：；..－，背得是 ．

用傅全省的槍攝氏 局已次訪明， 單位t.主勾起的中』屯。

(iv)

軍官回去也陣副，....

「郡丸，屯祥？

」混混明昕采要知道

結局， 因此， 'f.普通人帶息J的悅色。瓏的結槍.&.Jl.«.亡了起，
只．墨皂勾＋人啊，勢， 以Jk'31i"劫之，趴J司Rr1壘起色白色，..單皂， 四已每一
龍骨看．吋有長的慷題， 是��自己的實話。
進些平.A..的第U：沌， ��來自風世的人， 珍惜福音A

a學已

神活糖的人都是真知灼見， 雪鬼們都晏海尾，每鷹。

步合軍!.l�:tr種r

.

主曾說 ．

「今世之手， 在世，之志， 軟比

先明之弓，.Jl�口風明。 」（蛤＋女8）帶多且在督氓， 瑋哥拉UitM報
苟F車主的方互之舍，司已厲地的主人， 她的早﹒說因為懶惰、
不7.J;f口粗』屯捕殺講學底了。

(c)

前已呀采屯九習毛主姐已
址雪t.111.IZ丸，E血泊題。 －－·到也是t.吋此究﹒全民已知， 過L

所知甚少。正如丸能J曰：「錢看，人指敘述，怎能明白呢？
（氓，、31)1贅述人�此要有先見之明， 要用教之前吾皂白色淘悟，
31昆明己的的這；.；龜， 學余輛.NJ會叫1萬草除圓周 刊 連皂這創造一瓶，
宰亨到ν要31;足考'b宿＼.

然后，絕鎮混培誰給持趣。 J事官尋尋令拆

余噸店1主題， JC"Jt,111））、﹒眼爛、 苟且不發』屯的情氓， 到﹒室。尿
于屯九欽的老先地。 情此序言， T老遁入，已偉志學攝險， 積已扮成
直接學提主題的重要。
昇拉人貫主�沌， �T的J學會單位弓﹒以這刮目緣，

「1民

故脅，人明知亦是＋處獵人， 晶穗3、良好， �7f"J可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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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又悶悶敢說：r

'fa{�••

先！ Jl的科叫

呢？沌，吽磷揖善于商千年前，吳先在見哥底母越聲也太人
的官，長身’ ，L，豈能混稽的人正是在肉身島事屯的忌、�

神

子。」

(d)

龍骨余先F,_.,1[.接�
取通龜，守血色Jt.t﹒時遁入和車，Jl!l.嘴，1輛丸，甚1嘴，吾先沌。

因』沌，會越人必須在最令＊始時可七萬寧主鬼神論丸，解除錢
沌，最具取龍的約會悟。帶�－.－.稽，「帶著1.ff!.l的，龜鹿布
來，結昂旬處處留下來參持槍告」，立志是因為善用序言
的功瓷缸。由此宅r丸，....－.看，Jt.t 主題的印象﹒局會息的勢系

、

是多�重要。 一 址，F年？”t.J J河 一 位年長的第3已，�.31

a 且也看這；.，1[..7.1噶昆虫子的方教學Ji!."f'卡拉、？祂居民﹒但都明智地
混：

「龍龍的詩細息，！」

(e)

吾鋒中一些著名的音帶這胡子
祥細研究�些鴨子，宅r�iJ:."f.壘遁入，苟b勾學法主苔，且越

看建立j融洽的長系。遠足依守，在1剝削"Ttt'二三，汁，四五三
才， 一 命中的感言。看呢如1可得1嘲笑者的錯誤現成，尹F
H、唱t.Tfl'�湖、A

牟利雷幫吾白色，益于處告中是3品包哨包官1。 fll)f音嘿t.Tf1411S

童醫自己，已$1的會精昕.¥ti「

a

神的大拌均」。此外，龍

t健行情三司的，二三帝﹔因虫，....,1九常﹔＋嘗到＋固1你五
帝的音帶到也包司已乏此詞。.. 司F 旬章是兵在龍健行情令，三L帶
結合會﹔文�白色旭先苟。也賀，注..－.咽，』�賀...會主瘤，說Jlll.7.199尊
重r: 1!且我行tt--t-三，＋女1廿三已會﹔，-t-令，廿三：.1廿三三
令﹔廿三L司E戶，主2的t.廿四司r汁，可t. 1T女司t'-1.＝已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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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富的重要
亦會守恰渴地總局「勢健龍的足5)-科」，�A·時道

a.J>丸。

成了耳主

9

建聾;r王策，1，開尪111會買d屯， 當學且包，已

拿111!.令挖去i1t�占頓嶼，地J刺， 扭旱。于自己組

督...;I�用最韌的玉珍啡。
「龜沌的呀，始Ant功的一半 J

9

述是旬星星星晶宮。

游道 及 其 結 絢

t.:I會祖r，屯白色，自寸斑J

A-f.W.�ll且到

由此宅T丸， 謹慎勾存帶告的r也准告序言， 吳祖L均重要的。

t.J事官「白色’，t耍，

ft到t入學已－音帶到

聲色通”，耳聽！，.B寸起�一祥。 ？每

遁入口味櫥，屯， 弓龐喙月三字長大主進元。每弱智雄白色，官價是最守A皂
白色。 常進入要動，F.:I:.久， 深入，且這看白色，』屯息， 直游奧運，
鈍如新的推銷民悸，勾結街來的標車已一祥。麓的不能否斌，
悟到皂人J:Jrj幻l-s虫， A1址，L最好的F晶。 因此， 鹿祂純

.a

ZJ于官缸·－－－看咱9D良、 耳＆』屯封事�乳.31。 要抓1－官J;忌，
首先要氓，也里話嗯， 然后才血色揖鍾鈍譽，L， 否則先吟唱

t..J.、要積人組入JI:.命
· 之到包，

取馳騁﹔會到

(4)

(a)

包是一單星。

一些建放
學言要直入主題
不要挺身包到也看�會主帶:.!.I.B!JJ尾巴。 亦會 3日l 入主純的

介紹， 要單刀直入， 月三守稍長租J'1刻、！接1守勾且已旭先勢的

t.� 。

資科要丸局官司倒縛，。 苟且先自祿的學會議取道看先J:lr品

每一主題看，其自然的序， 會k此要錚錚捉摸， 然后給風采
介紹。 學沌的學會惜，嘯，前短爾拙泉， 民切題又省自寸。 －
'tlt"f奮進芋，�JJj前曾攏到一位取文車帶回自寸， 犯手中的學�下
急迫定鼠的試，。 結果取久浪費了一.，，、甘， 這踏你不少
卻長的主蜀惑， 此外， 再迋抱著車跑掉， 提司也哥學舔了﹔

a肺按著犯試，白色，主旨主蛇

臭糟的是祂堯量是不重J�鼠！述
出：

「在排主龍中， 划為迫唔，每主旭先勢的恩怨片展良久，每

周章， 要.刀直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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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
道

(b)

8宮不良超越全佇立龜鹿翁的地1tt
在昂首中承借給苟且述看看屁巴T3摯的法膛，組長果堯．尺

且也玩具＂＂＼.�的戶音， 真是大冀魯凡，。 ﹒降到止人要進先嘍，
勾3、吵已久捕的商人， ＇＊.31.自己的取積是「世，L最僧人和
最帶大的！」

(c)

學言墨爾.庄重
切，已以「自述」泊中心。十宅俱樂挺「自述」除掉了。

注足加拉來喵且，二三＋唔，中的五＋「義」。 沌些「述」
全部局...督J司訂了， ＋宅俱樂正呆「述」的終結。 A督必
須在序言A;1l吋、帶到底中占Jil..89對包址。 平方剝車窗，T℃白色
先考涉.31箏， 隆隆嗔l勢之后覓拉不每涉"1it'稽。 刻認全部的研
.7Jj/J;.,:/£.J事會主，

留一些給帶這部主步。 自命本人的﹒飯店1墨

毫不挑錢地處除。 全民導干？卡..(A.�1奮－－人自命本人的序言臭
．民身且越看l又是。

(d)

序言要多祥化
除了迪克試又可屯， 迋吾皂迪克一局已不寞。 嘴，人指出車

�

軌勾讀l.？＇屯的唯一聲JJ!JJ之 F皂 的的深度！介紹帶到色的交r 泣不
雄率先棒， T費遁入耍一一場已攏， 又要勸學巷，勻， ..身色封給
車危害忌。

(e)

序言不要兄長
序言之長短主自主題耳丸之悔。 才回

--t-� 斜的帶到息， 互訪

神在諾言的感嘗試又重昏了， 因為吟道的重』屯�：／£.｝學會中。
.'R. � 89 ）！＂， 言r;J三官主商已J、 ��頁， 主毛－會主�1�已'Yi"劫之白色，全L-..7J浮白那才
能。 J學會因搶吟道爾存在， 1!!.ii佇立也不只見序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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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擇序富的題材
主皂些題材宅T以官已帶到t

�轉化。

31文的，l"..T文:&..DJ.!J.之背景

A

J’．1

、‘．’，
．
．
．

趴下是現刊、胡于。
「絢麗的四墳墓求」（倒四-t-

14)

「約麗是1日約中最.JI.預早已主耶諒且已督的人物。 8、祂

游道 及 其 結 拘

(a)

的神神先平苟＂洹缸中， 宅T看出龍主事主相似之先。 新約認真
督喻為「比所�J'1叉3、」，

a.sm:.拾臭大」﹔后1翼，

「比約拿臭3、」

「比司長百

，也比「絢麗又大」。 約瑟店1酒

／－1

、‘．’，
，－A
．．．．
．

l0;.Rj-求的四件事， 恰如主只t•4-J可我的要求。
「§娃的束后借」（扇廿二

20-21)

「吾鋒是一 本寺妙的唱， ，已導干本人的努始：起物，
神-t'J這3已對包。

｝$$！.. 。

F已

re 看電F妙的內容：

i已故

神勾人...按現虫的

看令人懷曳的結尾， 正如麓的月2棋是t白色。 手r帶

多人， 特別是女脆， 全亟需已見r唱不屑 一 顧， ....歪曲到証官1�1足
看了喵首

a唱尾，

RJJ.活動宮k吾？車告，

且也可學乳31,

:tl 屯九�萬，嚕 一 淚。

世，L最乎可趣味， 最萬海鍋燒的唱

是學品丸揖L

.a曾進

ku

、，／ 、hf
’，．1 ’，‘、、

金銓」。
31二文的出先
幸與旬活說， 宅r且人錢悅1F看且已平A喵旬的背景。

－
－ZA

「祿�白色甫剝活」（全是后三
「人的商刻

14 1.€.四 8)

t雷特剝車停留息，3巴Jt..irPa龜，所珍惜的。

對人宙才死亡和永恆，

一

切托帶都置于 一 旁， 隨身忱的

都�圾，與軍口普龍尾的。 麓的別濃了曹長歹的追營活， 見她殉
泊的甘于守眉之期尾的， 正如其龍

r�

配先于世，L的j

龍臥

自己的成為真督T宇見，征。 ��瑩，筒中， 祂互k錢司長太白色
最后 一 封稽， 包含了帶多造車主義別的民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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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J

＇

「特T自來唱記敘［ llJ5縣

(ii)

的名學」（來三三

9﹔三 1 ﹔

14﹔ 女 20﹔ 七 22﹔ 才， 9﹔ 吋苟且 2﹔ ＋三 12)
「童話 一 -t-，沈太人眼背心...營時， 祂會＊之間會錄中的札

訊、 學物、 學錄A養成， 究會』屯敬軍事

神。 ﹒但是道主逼迫

3籠罩曲， 龍骨始杯織自己是否因會....督沛彎了大緒。 以前，
龍在律海勾喝令物中專�龜鹿涉勾發起。 著手r必要， 龍太守
£扎特回學峰和香真是。 草巴在， 全先手r一＊羊5之守諭虫童龔竭已

a良』已白包，

祂弓F鞏台杯娘扭主的好
蛤， 因X,述原因4't11自來帝給莘學成， 唱中的主旨是： 祿的
既然已純學宙的興，如j鹿
五，嘯的。

子芋， 如今扭肉車，耳F穌且在督呆

比偉港的一切又？”、如果贅， l日夠的一切不

足足影扎， 冕

的預泉．．．．．．」

「耶穌的名學在特T自來唱中曹先后提

.a，，次，

才會

真督的沈太人來說是，，331＇.美妙的功嘿， 每一切接.聖先JE/J魂
的在會帶中站海擒。 荷華t1Jl �· �末世的人

J

來氓， 其中

的功姆是也 一 祥重要。 化建的詩細全考， 8、中學·i學故居。如
耍，處。
(c)
(i)

」（最自柏穗審〈見汪〉）

比較主題相榮的紐帶
「主的曉餐」（林前＋ －

20, 23-26)

「�銓中有當年三魯曉餐局已建庸，它們各舍不用的吳息。
路加箱會＋回暈乎可一 ＋人預告了丰盛的建庸，j；邀成人﹔
主主宅r比會
到
守喻
明，

r

宿舍的建庸

4主持卡，龍骨

�r

相泛的風餐

J

。 扇奇想喝令三章三汁，可舍， 這在營提

的稽， 持習和切可給

J

的人相叉， �

。 扇承景第＋丸，混戰宅T巷的戶

［＇人被清純羔羊之站定的瘤，福J"!

j �格是多�帶

太的..餐， 身'f\;..i吾吾娘的人格．每祂111｝跨過t車色的主 － )61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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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且

、．／
．
．
．
，’‘、

iJ:.'ft.111垂看述風餐有T以特別屑于主。
「尚昆Jfi'JJ屯的」（槍啡，t4)

.a.－.瓏的�人。’童話一令人認
自己』屯中最多忠義的旬在紋，t.. 8、這些資料JlP宅r t包 略知到t
「一＋人M'竭苟且的正好

游道 及 其 結 拘

＇

章先們所懷［ 主帥I l!lt.餐持其它三＋民餐啊，明島的不用。

龍的�人。 息越清I朱先衡量一＋人的綜准尺底， 全民有人
『因為龍峙，屯祥見到壘， 龍�人

且已超越，已。 吾鉛泛祥勾：
說是，克林

J

。

手r..＞、道ν轉當已．

白色，�吋、’ 謂是像跨越的一切
成呆人陣中激�言行學
所渴苟且的著身色．旬

『祿的�人不堯如自己跨越

J

。

.a"'1j各企全中， 人的心欲看

Aι白色中』屯器官﹒。

迫命學看來， 內』屯

神的汁划吻合， 1見血色議結

神， 3令�

自己帶來很箱。
(d)

現用別人崇于真的J句真恩來是人海省
「入主中最略大的自綜」（百四12)

(i)

「詠屯九3。一＋且在督徒宜賓卓J:J'ro'竭息己身已在�命中這RU
最肅的成..？泊爾界的旭先？婚姻直至音時快？看，能J步發
神的t舌？為其草里歹旬到t？不是！逛一切都汁，

福會主龍華先學

.

3可重吾旱， 先宅r 厚非。1!l會我的最祖Pi＊旨，4i$:'l,;\t$1,血仇恨、
.iStrr譚回事長驅E

神的旨怠。 世，L章先看，于卡�比沌，又肅起。

每＋入主的成..呆滯3已成渺J卜， 全看祂且正在
中

a旨，�－－外先淆。

A

a

、，／
．
．
．
’，．、、

�准， 均是祂§管在

嘴八

神的旨，�t

人主命，L白色，成氓， 不足以每命之長短
神旨�1t內的吋翩。

「給鹿元 J （提前女

7 ﹔約女 63 ﹔三 27 ﹔1)a女 3 ﹔林

2 ﹔約十五 5)
「.�一韓素，首先人身為單位止于�命，棋怕迫于九亡，

是宮，是tJ持起耍， .:st-.�11官看清搶手r﹔吳學，才氣所呃， 據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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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軍屠留不用. ..5丸 A每令人所帶到世，L來， 結果這要帶﹒

r

舍的呢？逛逛惜的學嘉誠是麓的材愴的主題一－

先

看，j ！」

(e)
(i)

參考壘鋒丸裕勾慣草地連情真
「錚掀為J約旦人」（蛤-t-

30-37)

「有 一 令人札耶路，民冷下耳JS�9哥告。 」�雪鬼們來氓，
主t.1Jr令地方商量鬼們手里之逞， 毫不相干，。 ﹒但見r那些9Jr見，
神JL,于口中的t舌的人來棍， 泛地方的名學都會啊，帶球的
民沌。 耳R路獄冷tit.于水平袋，.t.,；：；.千五官尺，

山且連綿不

斷﹔彌耳JS�9哥4處都會主U巳海迫沿， 1少在水平第下 一 千
尺。 �里的

rT j學摸不解自明了。

「除此之外， 耶路擻冷曾是
鳳尾呆［＇和平之所

J、

1 ， 于較大軍正的錢 e.. j

『先明之地

Ja

J

，

j 但宿之地

。

相反的， 耳賢相j哥的機培曾在以色列民寅韋爾塌， 其中的重
建也教

神所3巳混。 守見，主屯人JA.＂－說福之地特后.�.，巳迫

之地﹔貫穿7f-;.t.明之地龍黑暗之地， 8、和平之地步油1紛雷L
之地。 迅先世人本龍的每敗，
的

r

各人$騙行己蛤

J

J

。

利用宅T惡人混明31叉的制于覓食k害， ll.勾引文啊，長的

令入銓身

(i)

「先垮回脊的J尚昆」（來；：；. 3)
「梓9年前， 義的一 tit喜瓦格主主人

Ma.a 甫司長約繪肉

其守主色的實民巷，文ffe付， 看見，地，L 一 張小學紙， 尾聲

f是

贊：五千英海！ j O ＂且無不足為了費額， 但在好會心據
當已T ， 祂穹身抬起來看。 細看之下， 原來晃 一 9位 四百r長
的指會牟取。昇司骨干舍， ..I:.宙局看：在1可能回串串

r

護盯

著忽略泛�式的..息， 鬼蛇逃lffl.呢？ j泛J尚昆的人， 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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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守缺少的寒窗 J

且

且
，s﹒、

道L唱會強含量J]啥﹒主司已封：，..：手r.J.、’趴苟Ii !

「－to:.

(;i長九 22)

挂在：！！； $1帶攘的9民款組夠哥哥月月的邀塘， 歪曲
因此， 一路

大都會 一 游。 道已是祂看，先以來，嘗 一 越實$1'
J:..Rr凡令祂耳目

一

司已取自寸， 學tJ回到包．

斬。 第 一 又花在3，玉樹J*1逛，

回到

『敢給麓的的式都會看1守是想？

$1人找錢片刻， 慢吞吞地混．
先生苦中不得要的寒窗

J

J

神昕道 及 其 結 拘

.a-1•.五千發！ 全省勢已，

、．／
．．

宅r

m
那

f 雪足以、來�見主主主屯.IA�章先

。 道忌－1，告督管章先111�明�起持兔官1

主主管中升學不必要的寒窗。 注雪!t.111»、委重告中全看 一 些音記

ι

們不宅T缺少的，物， 少了它們， 截至先看，人宅r A.乞寸

神的

喜眠。
名T字取當龍江旬之Y帶�宵。每帶人民委銓最多嗔1的嚕。 祂
的樹著不1旦予人罩之處， 迋錢﹒換了不少宅T會每當序言的題材。

(g)

不用的喝含情色直是棋不少資料
主主包指搭無甜、葬札、除.？lit.新年，、金習毛帝的£良種兄舍、

母哥哥市、 拙文紅海日、 銬，每涉帝、 是見智、 文章音帶、札葬

A

／

／－1

．
．
‘
、
．
．
．

車的fr-1車札寺， 都宅r能是言取舍。
IA督， 辭之終因堆的主 J （約＋四

泛揖LfJ�會葬扎。

1-3)

「3、舅也都永屯人主主曹先毋庸之Y神秘勾

三瓦解之曾是！最耳起明的人身其一車， �－其�嶼，’ 也 一 元
所嚕。 哲芋，取長久以來為此釗纏不休， 結果這呆 一 元Rt
穆爾主盎然長逝。
「其中三＋最大的J句真且也玲是：

神只步入�所采取

.a先后

99哥？每步， 軍存在世，L的J可見， 來來
「

一

千九官 9年前， �車，到了1it'..t.來， 2揖茍些3入學各

且已命中的三2、Jal沌。

it雪鬼們全看

的悟，

3令

走掉見智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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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之挺進華每月題。

(ii)

「到如今勾扎比」（i底，..t..-t 1-13﹔林后五日引）
主主員已目特別這會新年的命翔。

「冷道t.o\.if實世站長裕的

人，－� 一 年﹔又姆先考敢于車已， 其吳學缸，也見t述醬油5’
在乎。

，r物毋庸不

」
「�弓每年的新年，到今年的除少，吳先了精－多的事情，

其會看，主是胡亂的先肢，嘴，是咽，
快給日，擻，所帶和妒咕。

t麓的回頭

所槍泛的， 昇宙結帶來， 看

(h)

神才華屯的的會告誨， 如帶有妒，

r�

此

J

1 ：到如今』丘I:..�麓的
.a.I.辜的實語。 J

章屯的

官今世俗的身泉， 守錢換骨2串串官追捕的題材

(i)

「誼，牙，知道的，」
「特. JI營的帶3、哲學，娘家格拉鹿三t于主擋回首四＋

年。

龍曾是幌：

先知中，

(ii)

’

雪!t!!li－.＊－之樹品， 紀世人)A;f乏自她的

帶到自兔的先知中。

自糟了 一 先﹒
的根義。

l

』當然， 錢看人會指費祂

因為知道了自己先知， 先渴義和尋求知仗

J

墨登知恨的且具， 首先要承執自己的先知。

「和平」（�五

1)

.a.a足棋會談回來，祂�出1札，

「5位T自�－局勢特拉

膛，.t:..＆，�J:俱露， 但��Jlt.;f.!J看﹒的學走出現’， � 一 廳局九
據新， 唱起人推拉丸，屯杯。
主曾說：

穗子路－！位紋， 后1玖3皂白色人群3毛

r混們的1!t'況和平了！

.］宅r惜， 迫和平扯起智，

因 ；）｛， r已建立在 一 位進瘤，會用、 不學管會者的現錯，L。
．每車，3窗弓f'3已對直到巴室。其L毋庸罪且主2萬�Mt學F白色，世早已， 且L且已
舍的、

�Jι 譯口均已值的和平，

要淡 一 談
152

(I)

神的和平。

主皂

神民已

手r車每3已淵之B!I。 現在， 雪鬼們

」

通過引用謗，成詩歌， 宅T以竄入注鳥槍息

「如要民主伊

神恩典的福音， 2屯人真Rt拘尾的崇J籤

今f﹒文tl' ＂＂倉先是每誼會是7會品的。 一冒五汁，年前的略大...督
我詩人會拍， 對己起改卒，r這�..，..、督學習毛

.m.:

喂，，

不﹔象人��曳譽的成章丸，

是

神3當J皂、

游道 及 其 結 拘

／－K

、‘，／
．1
．

「＋三學祖會」（JI俱三三8)

.$..；蛇A章，暢的主？是！）

不是14 ：；有異議的是真。
又去是手'ri巴苟的站it1:肘，
看E元矜子，

建巳�龜兔互窘，

n,

./;e;J.aB-,且正的昆曲串

�晰7前有士買賣白色最止。

5EJ?J;.,獲鐵的學拌，

�·－

清晰宅r丸，

:J.aA.已先J勾碌，

叉車已究其克且已組誤，
官長罩之零鬼

» 當l"BILJe.白色1,

r可曾寫清！

國頭r

m個t,

那.ft.it(?.j曾品之獄，尾的 9

»以，Z TF自－＊

8各且草

神ff
· .提

，

J

永這且已長。

自是連串鼠，

a﹔反足

3

因起已督卸車$翼f'7F-處A盔 ，
札又且t局自1越看學品生J

且
A

、‘，／
．
．
．
．
．
’，－1

「且已命中最幣2屯的義現」（其貪官；：；.
「先命中東博太的.!!t.J.Jt說是令人ifl

為實t式的.!!t.J.Jt持此相比，

1-5)
神。 人�中積起草但

:*D-'I、巫見，太且已。 看，T卡�寒窗宅T

以勾屯人當王先所不知、 先所不�譯自先所不在、 i 永不改寞的
神相錢持槍？司已足，巧妙地認迫害農家迫于鞏固？于謗，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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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館之.� ， 永館之先，

，3億

7亨

－海居f

J丸41已4乎每舍， fi}fj皂....』皂，’
哥ζ岳予， 8之Jik.,

J豆，!Sf.J疋它了，

又元起棋帽t1Jl?

叉，L來說Sf..JJt,!3£,A盔，
海休養華先巷，
皆因來曾檸道3草率，
來曾治學蠶豆延兮兮毯，
清淨， 到正明苟且嗽，！

雪足本生在曹雪秒世J旬，
雪t，屯昏暗示港﹔
永但且已中， 3巳隨司豆豆豆﹔
是吾先益于清九稱已進9塾，
，屯又曹先比純真益？

頭i：：育處播站量的F峰，
直追$..戶叉車﹔
已有軾主就�壘賓等，
反看，吾吾吳學ti-七屆迫s
積雪起來主乏真且已。

人對已．科秤， 31﹒寧君足余，
可學瓦文，ι舍是善﹔
＂

...棧之于’， A!.� .之民，
毒、神3、處， 象
154

哥哥是這也但先中。

神是5缸，

四已）事官r

��歪曲其預期的自緣。

2.4洽掘

游道 及 其 緝 絢

J;..這九科題材且不是全爸的感舍， 軍宅r卒，內容，

隊進了帶進的前三部芳， BP.31二文、 主題勾感官「， 現，
在他雪足1ll�處游－中，是，t昌皂白色都芳： n:-J醫

.a-1息局已是文划三步。

4EE

、‘．’，
’，EE、

洽掘的定文
給鋸是擋在帶進中磚頭..31文譯自車，見中的..龜， 是帶

且也白色主L商忌。 31二文、 車，其昆、 兵，可官rAJ宮兮兮車已因字台攝哥軍官干事括巴。
"It且包人書記如建造者， 其音符述者注n建
ρ�＇＂＂中。 為此， 龍骨再接明嗡的1圈， 居t

a物，

嗤于Jl.713斤

－.哨t白色.:t:.1字。 首

先s 龍海建立根忌， 昇按部斌在， 電盾J事新道， 直豆豆建造
真長.:I:. 0

(2)

划分屋次的重要
.:iE.：個男皂$t.4b揮間皂三三吋、局已是先划支？’ BP桔u皂、 結拘

m.

.a.at

J6l草里， 字台頭昏，也喜皂手問曹先已頭之見，目。 自然都．也指封袒護的追

＋寧與（林前十一 14）。時J明智主＋指J:S-: ;l.立學、現，在、特
昂之。 每又看其e:t寶集：...明、早～L、 中午、 下午、 魯曉、
罕見J塌。 主命也宅T划：';q"�： 嬰獄期、 Jl.,重E、 3》司已、 成人、
中年、 ll!t.年。

(3)

一

年看，因＋昆明的尋常：學、 豆、秋、卷。

划分是次的目棕
排主龍的思次划:s,-.每人詠脅，給所.!.4t揮的自棕一祥。 人

的身詠兢建立在骨，色的發祠，L。 骨，各本身，宅T以站立， 但
吾先看，費、婚的身詠.91!13'巳錄自立， 1:&':iil司、峰， 然沛帶到“U不
宅T量口對已！ 背道人帶在當停遁的大鍋，丸， 軍己會自己的，電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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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ti舌。愈益，；－...a-1、每次划：兮的用途：

(a)

�1奮迪人接車員ll-*.J車，不實越單位迅說倒'ttt"i己主扇余

景。

(b)

»..一

龍骨余，足蜻會神， 以1Jl1奮遁入的槍鋸能順序地
令要成J違展1另一令要汰。

(c ）輔助t己也。

神是看次路的

神，不是叫人混亂的，

也要人的抉尉次序井然（林前＋四33, 40）。 人樂
見錢要求次感井然，不.ff.$已發乳元虫，。 羽毛感紀烏合
之余起紋成惟命是扎的耳之�。 次原先「3已且皂白色首要
見槍」。 食遁入認真稽，民淒井然地家沌， 龍骨余印
象深刻， 方1民回f已，i軍九據新。
萬笛，博企量已游去也可甘為包車長魯吉普。 包局長我帶回取后，
其中的物品苟，一一按$取出。 麓的海紀云主些思次子軒然包
祟， 官良拆采）＊）織自寸犯吟道內容一一取出息考。 接1守人都
宅r趴在游進中主普喝不覓， 營口婆』包地說吋、不穗， 但是缺
少了勞糕的次路， 其內容不九即每庭主龜，屯嚕一干二三等。

(4)

划分是次的原則

(a)

每一展次底清晰譚回事虫.:ti:.
每令是次底越來越深入， 后者勾敢看相輔相處。 后

－.舟，L的漸進�辰。

看不呆前者的重矣， 謂是在i

(b)

吟道的結拘必須具各三＋且本發吽
奮佇

z龜的結拘底包s昔�眉

a鬼特白台木主包萌．每涉肩1， 全k弓r遴展’

r己的唯一浪果先造成.

眩， 主龜兔啡述自寸必須趕3屯的！一趴士，共原地踏步虫義現
了次序和劫后1， 浪靜錢有進展， 手r些帶進勾此宮，J司。 背
進入魚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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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年多文學， 雄事見了弟學智舟，都是干事綿不諧。

愚民家視，出場后L句道，辰， ．但都魯吉L元，。 龍的多隨己J電

鋒的企兵學集了帶

:tt.»r嘯，的主＋魯件﹔即次序、

勢浩1·每

進展。
在Mt.學中， 道義的￥1>、組』屯益，恨， 列出自祿。 響以
.E：賞自棕�繭， 在取得， 一 項目棕之后，

游道 及 其 結 絢

笨，車，西J旬， 訪如 一 益，先吵， 制i迫害昆亂， lit輯、合物。 絃.，.

w 舟，三自棕

其道， 組謂現宮.＝.目祿， 直到也L旅謂T扭。T老到t..＞、幫會看帶到也
為是在督嬴取人的又魂。 祂首先可學預告久前題， 昇犯吟道
的每 一 思主欠列出自緣。 龍必須在， 一 部主合成功后，才身已龍
軍三三自棕提道。 帶到t;J又是禱告間已葷的眉＆民， 清L覓卑L季己＊
報$白色，甘＝－步忌， 抱著」特定的自緣。

(c)

墨寶累孰能
主皂3之指告﹒部�故此富己繕， 在學賢、 珍貴和許苗.J;.,越

車貝趕三侈， 持J1..a.,1包脅，L統 一 和貫初始終。 換言之， 起L壘吾
居巴次不足造成一 系列毫不相干的是先導， 沛呆富己舍得主筍，
成為和t皆統 一 的，皂障， 故此相輔相成。
此丹、， 患次划三步要聳明， 本身色廠比3、氓。

(d)

百己合.31.：；足和主題， 祥惡的泉述其起。
生ι雪lt1il離制t吳明。 .31�.ll昆主題挑如用來榨汁的糧手。

每尾巴次T℃泉.rj-橙子的－；：欠且已棒， 重t歪曲全部挫汁本書司已為

Aι。

站已是些是喜頭之．正:io主皂頭已白色，早已4事， 車到.31二文中的真單位龍混嚕 一
清二楚。 明星的， 是喜次﹔屯少， 每次掛榨哥哥瓜，出﹔屯�的真
星星﹒ 恩次多， 每次豈非樺的真器，車鬼鬼少。

(e)

a 自然

是次划三步

要進先車站進入泊的進T字。 如果．尺手r旱的、是次，

B?J

竟也車直對尪歹旦 出3i:.才、． 尋昔眉之3i.吋 ＼ 剝萄妄加且已七＋。 31�白色，身�
約3、大報幼發其！.J.毒式文過努咱包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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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每次划兮的瓷缸目不起太多
吟道每次�－昔令吾先看，綜准的尺晨，

人劫、

re 因人彌S卒， 看

�：：三令是次�Ji已， 看，人劫、�-t-t-果單且也。 每次進多，

克要注3包迢緝的次路， 不轟轟拆采不易回f已。 要老吳先是喜次
旱，2脹，會遁入必須看，會』屯， 給每 一 是次能提換令人，自己廠
的軍皂白。
(g)

次序要井然不學
注3阻四項聲屁巴．

(i)

負宙的要排在五宙的前宙。雪屯的哥哥＊＇混明學祥家茵的
致富j，耳聽J這真正宙。

(ii)

＊＇混抽象的才混具軍事的。

(iii)

如鏢，要在處泉之先

(iv)

謬誤的必須到于.jE.翰的前宙﹔＊＇＊布錯誤的見解才
當已明瓦繡的。
是次划兮的述種．中， 嚼，龜兔汁，珍重要的。

「逃學的

心」龍龍蛇逃到展次算明的結果。 沌項停耍，見老育會神的站
研， .o\.;f之懈的絃勾， 直到摔成「游沌的勾慣」。
博先知名背道人的吟道， .zj-j且紋帶進網要啊，很大的
研助。 著名的布進單t:AJJ先格�、 可布其、 能2唇槍、 JI(持也
咳、 為太. "Y湖、 喝喝包哲學等都先鋒磚，掉。 可布其違法誓，
先蚓旗龍人帶奪目寸：

「在祂人的草原志，乞食見好的， 惟

要自告草草幼！

(5)

除迷屋次的三令方法
首先， 以追輯錄用 一 系列的主旬說明。 其二， 以幫會

帶形�用 一 系列的組旬悅明。吳三， 以提J旬到多處用 一 系
列的Ji:ilJV1�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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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麓的這一 垂看，

界學閥混明。

起！，：輯�
迫包錯了.31文中跨出車屯的車，旬， 起L些主旬成了主要

白色，局以兔，

守在卦，中以�耳故事：

I, II' 血， IV

Vs

VI, VII 導致j學。

游道 及 其 結 絢

(a)

化雪屯的學出一是匙串民品�晶晶喜羽毛的.31叉， Z侈品唱汁，三
司E汁，，一1汁，因可＂�會目。 「拜者， 祿的龍海軍的.... J之激起

t:.� 稽的自寸喚臭近

早.g華麗皂白色目寸習丸

因�麓的哥哥軌， 霉的吟

了。 無心喪E.,$果，

自聲叫學泣主﹔ 宮對�111－.過J6e.昔刊暗昧的哥？為，

帶，.t..�明的兵器。 行，為人要蝙五’， 好弓，已毫-r:tE.白星于，

牙立

守3巴黎碎糟， 不宅T好也都莓， 不宅T學單間長妒﹔ ＇�要紋，已
.:E.耳事會司tli.l咱哥， 不要站肉詠安排， 昔；：＂＇��辱t巴喬鬼。
慎主主主主車告文:!I>迪之后， 也見了一＋胡島的主題。 色t.
章足1﹜可主的羊勾． 「接于這在督的昇來，

神哼，召

�繪中敏廈、舍己串串借正， 勢來雄主＆督。

的于民在

」在這主題中，

原來的一冒一；－�令中文學己錯縮苟且已三計，令學九 緝；＿.,'j[,
呆..吋、主佇立足的主題。 �穆畔，L看， 去毛主題宅T局成「響起
的呼喚」， 其題目是「

神的警.ffl. 」

a

「 2箏，L罕見良心

昇創按下，急， 宅T以義現..31叉的次序格足。 沌格2且早已
草包了其主要是次。 化建的全看格又如1守在追.31二文中也草包，
其中霄，t令明桶和海切的指索， 今R戶到如T:

a令說是激起早聽麗的吋電矣。

「

II.
因．

「果我已鏢，

」

自主盎格2尾。

「雪t.111－.道鳳毛每暗昧的行泊。

IV.

「帶，.t..�明的兵器。

V.

「行事�人要鏽.,'j[,﹒．．．．．不守流事。

VI.

「足要鼠，已主耶錄這車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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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均為林安排， 告悶悶。」
沌，t頭指眾自然相成了吟道的，t-1-主要是次。

3-Jta.

t 雪切1紹，也到局已退驅車龍的主旬，持以�局�學到明：
I.

喜蚓、風5皂的處情和3已禮之中連長II.
一一一「咳趁早．．．．．．．」

II. 要退學夸張，真營的自于迫近
一一－「果我已縛，自盎格足。

J

III. 要除捧起行
一一「麓的全省統告 晴味的行為。」
IV.要善用

神的兵器

一一一「帶，ι先明的兵器。」
V. 要在世JJI..中合會晶晶色督我祥云已
．．．」
一一一「行，�人要輸且，不弓．．．．
VI. 墨綠鼠忌督
一一「成要紋，已主耶穌...督。

J

V II.嘉浩丸肉陣的私欲
一一「 不要為肉詠安掉，各旅!)A私欲。

J

A丸，L宙的胡子宮r丸沌峰是次故此不用，"*l'Ji昆明覓，益
的主題。此刻、，主主蟄居喜次又導干足籠，比白色次路、電涉，開口進
展的草本發帶，故此惆譚間，彰，B.,)6)一的主題。
(b)

診帶足
先見指一系列的短旬，主k雪U/1兜風祥的眉善次以帶帶

去色列明．
I.

a紅霞的命令。

II. F侖的份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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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明嘯的否汰。

游道 及 其 結 絢

IV.

令人的鹿鼎。

V.

頭u與自台唾手lil. 。

VI.
VII.

現草草已白色，故；.」瓷。
肉豫的告會爽，。
主鬼神錢鋼揭頓的方式謂『要明楠， 其流瓶5之骨文的，

龍骨頭之容易牢：.j己。 不足， 且已讀口講：r冒j，所主色的主法草， 每位于普
進入耳豈有自己奮佇立足內容中追輯，隘的是次划芳。 起t.牟草原P宅T
錢�冬J龍舟，L的程舟，

因�1賣到包J、.!.I<已站買到L老實已!JI旦斗， 苟，守以

耳其提明明的概念和混明。

(c)

錢J可式

.a;

起主車已S旨－�歹S宅r 丸由31�固莘學白色，J耳其耳。 主ι章先官1對己且已
些成堯年以提Jii)�；!J晶。
警麗的命令呆lt-&..?

，. -a.. 主幸存學迫切？

II.

.7t) 卡

回．

種Fe..告L喧..，.卡/./J、？

IV.

走祥星島行呢？

V.

在主主音....t..， 有T卡－＆...fi巴隊

VI.

2直口1可草本事已試�？

VII.

量的可�肉詠底采取于卡4久，屯底？

.a身患？

玄之方式又不足足故障義的父單lj參祥咚， 都不吳文！）�
思主久的呆在方緣。 其它!JI文嘴，又這會主屯陣式的， 帶t'lJ!.I員已
令越式的嗨題， 義的持存在執后提到。，以色告﹒磚頭L告.：有.;t.
'J:;lt,,戚， 不妨給流浪用。 珍惜盟主人來說， 最好的方又要算
主主逗輯之。

(6)

表述洽掘的方式
交T虫學手r三：；.：解特地F璋口鹿鼎錄。

(a)

萬草率學位�

161

倩

)A,學沌，L看， ti旨通知和指索。 �方其i吳明31文中
民約來明之先， 持按追輯．每年T℃次均月2韓攏。 雪lt.111以烏拉
義�－＝－會汁，女墨汁，

-t可！，�憫，

周恩羽毛？明的槍揖摘軍車爭，

持會見�「贊昏的曉，R」lit.「幽暗中的曙先」。
I.

特逸的人祥一一「郡吋紋，已耶和竿的」

且

，已昏的相又一一一「故此淡槍」

四．

庄戶的骨看一一一「耶和半閉耳沛骨」

.IV.

t己摯的紀念一一一「且看紀念到停在祂宙前」

V.

珍貴的戶此一一「龍111�風建」

VI.

乘出的比喻一一一「貨車jg'」

VII. 神昏的主合辦一一一「裳必伶恤」
述方主且按31二文內容出現，的先后次）！：， 給折成，排癖。
(b)

鹿鼎錄
述方�：挖到二文局主題以一系列，�1－唇， 且闡明文中的主

要見起。 現，在混們以后l祥的31丸之比每次， 用另一方逗我
主志， �ii己會－
I.

a.n司法各自��揖哥。

甘于已先佮如1守黑暗，
的于民

II.

神，地看一..，I、緣故-el.

一一一「郡吋龜兔-Bl耶和竿的 J

敬度看，會試用每一祇舍， 故此又通
一一一「故此議份」

血．

敬鹿的喝令民寧主的名果真是

特別喜成的

一一一「耶和竿測耳沛拆」
IV.

主紀念

的于民玲

的泛舟

一一「A智紅海姆在
V.

神底嗨，每苟t

«.

窗前

J

毛的人司是喜

一一一「龍的且也風建」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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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看苟文鹿的會民如扁平看，和珍 貴的�jg'
一一「主峙Z 」

毛

神又t 他們以眷厲似的。每系扇眾自己
一一「吾先必伶恤」
究一系列的4划唇， .31二文組手－唇羽毛划：珍品苦， 其中的真建

Jul哥哥吳明朗。 每一方王先谷，瘤，其背宜， 濟r：脅迫F宅T尋L宮，t帶到皂

游道 及 其 結 拘

·

VII.

自9A°'且已。
�T•跨海趕到﹒情且也人吋﹒， 混．

「先給帶給T卡＆，

f.覺到包人首先要�排主題﹔其三已接下互之三ι、 描述昂的先明﹔
主志三三， 要以、善企告中.31用象是常見之注明、 強化﹔其目， 墨學
說l混明﹔真

用比喻穆飾﹔最后， 要$告和激進起情

白色1' �L1寧主皂白9A指責誤吾吾人的。

(c)

'ff..良帶到皂的喜皂，F
己會文詩3、截.Yi官之瓦解金全球渴...詩揖啡三多奉告T芋， 是背道

J、司長毫t;f之宅T白色，。 祂曾車已喜地混．

「說良的游道宴包指以

Jtk

、、2，J
．
．
．

可r回吋、道已J本吾吾景？．
A

要t吳明
麓的2頁混明軍皂白， 告訴骨余自己2個

w�•導干勢的起

EA

－－A
－

、‘，／
．
．
’，1、

目。

要解釋

EA

－sa
－

、．／
．a
．
．
．
．
’，E＼

義的須解特、 且副駒， 去爭注明建1盯所帶悅的內容。
要

.am

望先1盯在通過的范吟肉， 加以坪追尋口處用。

(iv)

要拳頭l
「排主也甘情劫一些現j手， 血色唱起拆來

看見先， 在心足足古詩中印象深刻。

」

�»ri.染的題目哥哥

�tit1贅述看的始投

每＇�1唇， 種汙吾吾每一位背進入留息。

Ji.

導干些各自寸曹長， T費進入甚1宅r 人注拆余結自己有會』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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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吩咐始甘，似題目的大鋼和思次。峙， 1tt.'Ula
4屯JIL-t.嘴，所准告， 跟隨帶沌的次學、 場見恥句�Ji晃。

t寸繪了.31二文、主題、

均可﹒會譚Q�銬，現，a,J::a'Ul付給：

2.5結洽
(1)

結洽的定立
結槍看，吋缺轉為鹿鼎， 真，興起已；是錯話色的， 因為

a.m

.a.單I!.＊不﹒民限于結槍， 站在帶到的g;r.主程，中按脅時耳不吋﹒進
行。 道已A帶多福音－�99 J!lA\f..。 學z者紀試穹的內容混混
可粵超味金絲， 在主持香

a.m 局限于鋒的全部芳， 家附暈過是血事已

在蟬的缸中， 結果像看﹒龍龍犯r巴拿官腸娘割據！
(2)

一些建改

(a)

墨爾短
結份錢啊，成錯位的特征是鼠不租車摯的。 帶�婷的游

2且， 因�5已者已白色u當令台’ ，已�后足凋已室。軍且事自F頭T克當丐。�－－。 因
此， 結槍墨家學會一拌， 要組』屯准告。

(b）要�1..t,
要進先頭j級化的結來。 不要看全足以「各tit.Nia.＇ 雪延
�沌結」等等。﹒

(i)

.31.ffl鋒帝、虫學曹先進是人的宮會旬，地錯，以因是呀呀泉，
是，"ft'沌的良方。

(ii)

.31.fflJ農榨取恰童話的借書，龍龍守以繡起身榜的會息。

JZ

如果宅r 丸，，說明出氛已。

(iii ）臥接導人心的J明旭狗肉折成， 此也記祂'Ul�脅。每J可見
所要負起的費悟。

(iv）厄扎戶，前是人的事1JJI結3缸， 用祥宅T以主屯�圓翁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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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起結主持沌的要戚，龍龍守越人認真連海印呀余的內心。

要真真
T費進入要是]61身曳。

學JIJJr.9之泛的， 要如

一

切赫鑄造祥和人泊的是情是

.a..a ：放逼迫。

虫草台，ι紀的超過成事裊的昂之事巴，
S占且L

起忌；神J、�白色1lt.11=:'.5孔孟買L苦？

a.a.a督的游台，L元垮

游道 及 其 結 拘

(c)

手r-tt食進入曾在帶進的建已i己旁，注，L「追星軍事眼

晴」，

「

�.m.活惆泉�J

等等。 如果游局也看真晃晃筍，

主鬼神感情會自然清然地在悔嗎譯自巷，屯，L泉聽元主龜， 去爭是
姆在劫的每 一 位吩者。 且是老挺進覓一 切甸事操造祥的「t符合
戶惆」，

早已蛋巴拉�1:過均已浮白耳之自讀往白色，謹防蚊虫之6丸， 退回迎合帶

台，L的哥哥－�乳。
有些情迪人是情丰富’， 會丸此要�，.....，屯拉制， 以、文成3色
旬老8皂白色3哼起司、。 有一 位抖起雪是鏘的T贅述人均一都JL.賣背道
自寸流幸自萄街膛，
只步方答道．

一

位芋，先見，后才]61祥說．

「龍為T「./A叉？

「如果像在游台4元活宅T悅， 軍鼠包含5已呃，！

悟到t人要切t己， 最重要的是自然如此尾。

(d)

要明硝
結t舍不幸之一 般值的§乏這之談，

要結通之下誨。 會雄主停

了羊羔白色比可智商�、.:a 先帶以辨。 龍也不«.慎，

「亦就呆那人！ 」立志指責益比如J甜甜13i!-

神手

大叉的心房， 音記龍說真卑，、 機尾地屯丸.!flt:
了！

白先炯炯，

「義停車耶和竿

」注J電龍海的奮佇立龜， 「喻的自己．．．．．．穢的說請看元

培之人的手， 對己
特曾恰﹒遍地我．

好在十學費莓，L棒了。 」（我；：；. 22-23）已
「人均凡碎密情述的人，

BP等于均每 一

世1';.A每 一 智超前﹒患于贅述。
看﹒－tit.嘿，逃遁責任的主＆且豈止了 一 吋、百T他的詠梅，
摩拳， 許已曾�B寸織的會劫之混．

「瓷盯著悔改到接神在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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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

持相會到某耕地夕， 單位特«.111會聽到司長耕種瓜的叉車。 」
A主JC'i足111�迫科迂回、 增電線先來和棋棧爾穹的說錄中
特�出來！麓的需要很久的.!I＂－＂＼.才蛇肉人明翰的指怔，
﹒與之說「好！」的贊漪， 格率卜？聲音lt111語柯屆世’的損失。
(e)

要直接
T贅述入我JJfl結份提要曳主主兮兮泉，持牢里正地處用在拆

來身，L。 因此會進入要明騙、，屯』屯、 身患章先扎扎澳地認真
3.9!,j口在呀余的智超、 是僑和處處，丸。 T贅述人的費桂先龍
骨來屯，..)61.::£..l比所﹒惜的真翼。 他要求拆采1歲J�A督1F品
自9;j.夸其 L S令知籠罩!.IJ息中白色，章時是。
談到2毛主1..－.帶頭要犯「役，屯」加以說明。現，令是「寺
此情迪人」的世嚨， 瓏的以各科方啥呢唱起人們「接走」，
如渴車帶告， 渴是it�甩過已紐止軍事先見。 沌些情且也入到純情

·a 以平汁， 億立直接人大多欽在女＋月后載，先

道， 發，屯看

影元腺！瓏的.1t.il年琨竭寮.毒梟忱的＂－＂＼.4Jl影嗔l自己的是情，
扎爾拉制自己的沌，屯和屯處。 因此， 在法看瓦胡知垠的
倩瓷T魂的「老吳忠」。 主鬼神所謂成果， 不但一元吳先，
果造成了厲臭的精唇，因為沌些吳瑰以為自己「悔過良心
會泉，.t:.,－.，完全法有帶

神的吾吾叉貫主！去毫不足呆立泛的

口都看，扎米來真_jE,嘻嘻音轟督。
情福音，看

a 叫，屯存吾吾Ulti-善事先的是崑且也看， 早已宅T身已在會

后，留下，以1晃一一深談。 人足以園春或}fl，屯還擊，我人丘之
平永屯九A督的，

翁13＆

�.r-淘渴費。情遁入必須混混吾峰

的錯， 「事先甩出于耳賢和竿」， 除非

神的金果我人知lflL

賈t�，人一切的勢必都見我虫學。明磷知且也少教吳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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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恩典哥哥紋，

a迅先欽�誤學以�車走得軾的人，

神

因�;i.主

(f)

要丸錯
逗著起來很明息， 1且都不是每﹒位于告別t人都血色明輔導正

車星的。 混啊，成白宮的結尾會議人排斥會息， 舅告f身患子f-或513已車缸。

1l- 遁入的地結要冒己會帶到色的結祟。

..，.，，屯，

游道 及 其 結 拘

華人可民峽1民回到世辱含。 能量屯的借穗，t1i閻王，t貴的重要。

.B!J晶已身全身已見：：.Ja-

這家讀閻王昧。
建1lH巴主鬼都"5J'車窗吾�:iDT:

( g)
(i)

1:t.良帶到息的宴會 ．

((ii)

但必帶告一一家特宙垠的會， 要在「耶和竿窗前是

寺』屯站研一一－1普通人才題目要祥細仇恨。

*J

（與外

-t 14）。

(iii）序言這對一一－唱起義道者純留心曠呀。
(iv）象這清楚一一要回毋庸、

.:ttt..

且也z看不.骨

(v)
(vi)

清楚、

-a--i司能帶導干刀，

氓，且

這明白這中真翼。

忌妒湖恰主笛一一一祖先真漣漪喻＃帶到乳圓。

am 悔過

一一一氓，且這看﹒仇恨自己給會處要負起的

型骨草委。

(vii），屯結合起一一一帶究會息， 1民放1恥ι。
雪兔官1星皂尹手頭已耳壘當司， 背道人可學元三步准告， 當處處祈求和
帶進嘴，純劫。 惟有

道t＞、

神才能官良－.itt看嘻嘻告厲臭的重先和

神的圓（鈞 一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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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述 的 方 丈

第七章

（安述的方式
�－－－

t含了帶進的戶p容和結抱頭L在故�乞寸母是麓的情
可－－－， I
’－
主主方式。雪切可特祥組垂苟唐朝潑、背彌.2:ll衛楊先
揖L述三神方垮台色，1A:,底和缺屁巴。

朗濃
相會3、單已都鳳尾，

朝換一寫好的帶進手箱， 這R主l衛

均表揖沛金先看司、准的t勞盟主。 反迢來說，﹒時－.!ll!J好的排主龜，

...5'...tt.朝換 a背備一寫有女子的游輪流雄。
1.1 依息
(1)

，先對己論會局出導干預正式好

首先背道人身已有所有長

電盾， 曹長缸瓦清廷、 覓，挂地表揖已。 手皂三斗， 切11-.!lsl，字白色，身色:;tJ.
起忌；是不宅T忽略﹒的。 主鬼神情進入不屑于懶情型， 因為喝一

.t_a 約三十三步斜才能帶臭的游會吳明再要

3會長主主五莘學£丸 ，

相對的商)t,:;t,勾勵:;tJ 。

(2)

.a,J長些情步已下，

(a)

屯台游,t.必須朗溪， 沛且．這帶朗濃得主詣。 首先， ，也

手r

主fJ'老I>�弓峙。 主皂羽毛， 要3已三步取JJfl1又有的目寸J間。

e寸起l限制，

朗濃世字輸呆且必要的。

于告進入2是口果不血色31起步合起， 那些手r芳，學能力的9Ji'-來， 看書L
生已

11J5j酒11昆虫：.�碧？教t.-*J.!學。 昇者， 播音車又進手r

�蜴昕

��氧量是有各又是， F之手r聶哥1l/j「暑E已存寸， ，已 1ll 不會噸身聆呀， ，也
牙之看？再r語r，見手rJfi-Bl.li!I.。
P色各屯台督停摘要注.，'4!,.J\.,件事 ．

鴉吽哥哥－＊.Jfli了學教L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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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商行打出， 在省副叫峙， 重要學旬要刻終臥龍
團t濃強瀾。 當持積要昇三朗樓， 持挺身我吋. j旬之長緝的己最
在攏。

(b)

為要清楚混明學淘!lt!.丸， 准繡解明月題， ll.輯街旁

辦重要媒趣， 喵粵是必要的。 ill慎帝耳龍龍茍﹒拉扎進�嘗
嘗吾含糊， 造成吵鬧足誤解。 著遁入E賞美尾， 宅r以對己切軒昂商品索，
以3島街寺。

(c)

情遁入能提餘，旬出晃一吽好’， 主鬼蛇蔑地陣恤呀

;lit.看，。 且熱帶且也不且按搞一事一勻地朗慎， ．但守己在喵甸
的宅。文苟﹒留干，不苟...年叉的印象。 一位司音�格主主人進..'ll.�：
「朗海帶積..￥.少看一好兔， 昕余知道游1A.換車滴朱自寸BP
含章符其！

(3)

」

特三換著名背道人都采用此緣。 約拿學. 具1'每平糟的

著名游嘗一一一「靡，人在憤沌的

神手中！

J

一一－ j之一事

一旬朗像出來的。 主g,tt,退學屯的T普通人站，L游台， 一手指
洋地， 一手擴音符輯。 祂朗喚回寸， 令靡，人知且也自己9忌器和
叉亡的，情司已， 損，學毛喜..￥..3包車每

a!i色的位于， 以先自己滑入

到的踐中！迫不是因�朗旗瓣，之..療， 爾是因
的風

x�色泊， 2龜兔榮重建龍的因景。

�tt-到包人

又視，可接見宅r臥龍人知

蜀皂， 合乎﹒瓜人的民現揖吾！民基督局T℃lffl.禮智、 �.lA.:t.A.llt

.:e.

能2學帶會見tt.�撞車的情福音看， 祂嚼，幣，朗旗督停章， 龍
祂非常’，已撞車，竄入不.＊..111!.。 9已囡泛傳τt于一九三五A一
九五

0 年J旬， 在特真帶錢其朝換游穢， 蕭蕭都是熱血的神

品， 吳先別人入品生。

1.2缺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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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律化
員轟轟朗像帶，弓﹒�j巴2龜鹿魏可畢竟龐暢、 看，紋， 頂部缺

(2)

受限制
尺見東朗棋會jle·�.:dt.付出現，的又是， ，也追尋r根舍BP

倩遠 的 方 式

2已離見東頭L喝'31r.余的佛要。

自寸嗔14拆采所提哄的反眉立。 此外會搶先﹒各民的31巷， 封記
有按在場接人的齋耍， 強惆3農些實E耍的真單皂。

因此，

朗

誤的帶進官丸i侍者本身已間教l.4�o 看－tt.1奮進入非常，掏』屯
局下了啡穢， 靜，鬼了帶布商赴會，
劫之混．

為此鴨懊惱去宇航線＃拆

「既然瓷己鋒紀啡輔忘記，

今3已卒，.t:., 章先就有長會

車，t帶到包。 頭說含量口1守， 章先宅T且人見n獄的課怔， 今氓， 章制寺元
�＞色告沛昂之！

(3)' 不能注視昕政
只廠看司高沛本身已過；，.」事已拆余，

先朝換�述的

a命﹒筒。

t千多T費進入學混混封底細誤的亨鎮苦， 1-@.呀成的眼睛吳雪亮，
白色’， 不是恭聽喻。 事裊，..t:., 如果具朗懷游章， 說不﹒故能喻。
�.ga手，

老吳煥穢， 就要讓可唇槍﹒到好，兔，

又買E耍的主皂， 司高

的內容要看珍貴。 手r.)、領先J明2l'31r且也盾的凋已，想甘當色﹒

f雪足

且也可學乏味的三吋川軍皂白， 一呆煥箱， 三：：.A,浪靜接旬，

主已5之

內容：之洞！

」封記者比一窗看昕采一宙帶進的方吾吾臭好，

因�3克林說自民主事自良、 心．勾心依此相通。

2. 背誦
主:t..J之指一學不塌地認游精品1骨采背晶。 看好A.tlt1奮
且也人嗜用此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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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

2.1伐克
(1)

助長氾

·tz

主皂主語絲見好的，每﹒位背到包人都宅r

.m 比海諦，包能－＊.坦言。

誰泛才抉府每神絡系是先會造成很久的早已7.J。

(2），說明真理
在看，5.}'fj學身已7.J白色，拆劫之前， 帶領先誤解的真單皂組于_jf"_jι5.}'
麟， 背鋪車之最起昆主詣的方錄。 混明吾縫中的事t苟且也丸， A
M明是在督會抑的是在要真翼， 主主方啥是必須的。

(3)

引經掘典
為准磷31用吾銓中的銓帝， 背彌呆不守缺的。 能正

端民哄地31.lfl杏鋒的活， 功用很大， 沛，且在盼到也是t程中
是不苟﹒少的。 著不與混成3己垮背備， 迅先3己帶贅宮的。
讀宮一章錢有急了一些背備星地告紐帶的提索。 1t"且也J、-31用哥？
娃娃帝的自寸誤， 血泊I呀來說明出兔， 不然帶多呀采舍，，
然不知，

(4)

因拘謹F俊先會息的根lit.。

背誦詩歌
能閏月E背備這童話的詩歌威脅島JI.一首哲學淘真討會主笛的，

由此守具實視在帶到t中的}fl�。

2.2缺熹
勾朗換一拌， 背彌智商大JI.ti$'�：

(1)

規律化
主鬼神坦研制拙9印象， 不會沛喻。 正如朗換言持會自寸，

吵？采接曳的呆輛軍車組膺的現瓣， 在文靜，L舍先瑕底， 成
謂之石？明， 電盾序漸道的歪曲云主墳況當潮， 都缺乏肩長戚在蜴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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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約1元垮想象， ：是口果 一 tt.1*".!Jiff持續先告，的企命辨妒，
進 一 1:1t大龍為回家提出申訴自寸， 以主鬼神方垮進行，
會主主走祥。 逗我追回攝電L的是，情，
11!.」

(2)

明自費呃，

a

’1費 3已

倩泛 的 方 式

劫之白色，帶耍。

「違命沛

章先成了忽旦有t1屯的典范。

受限制
背彌親，眠了It笛踢出事屯的晃晃，

aa 吾民帶電貫之下，

33"�長些可斤采的特錶婚宴所必須說的t舌。 T普通人成了游積
的女又祟， 元形中形成了一道巨大的＆；舍， 足蹈﹒述，屯身背
的資料！

因此， iet已成了帶進的合庫， 想象勾是想本身已

.

自由表揮。 迋科��唱起T贅述人民t己f已車1事束縛， 沛r 不敢L
鳳尾岔弓們看見， 以先t己tt.i昆亂。

3. ！描坊友捍
主主甸的原且也是指在全先導干預先准各下游說， 龍也守解
1"F跨海息，已肩已泉沌的思想內容。 其惡誨， 車每JZ)..Jel牟羊白色品已Z過
見之

tt.牢記，

﹔龜兔街心准告， 排進的家草包﹔屯龍。 且已先犯游且也

旬出， ．但不退學朗慎， 品丸之il..背帶進內容， 官毫不在3、處
j:j'J之其首手干官員出昂之， 包宅Ti先是l衛楊成彈。

F
4，．

．
．
、
、
’
，
．
．
、

3.1 伏熹
主耕者可以司慣敏捷地思考

t宅r臥龍用自盡？又帶領沛出現，的又是，

以al益，后，

做q又�些不看吾爾來的 t舌， 3已完�T穹沛17主鬼神鉛S全民守
豪身銓�了前不守官r1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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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憫人斜視昕合
主志斌祂結吟道的效果):A.骨采膛，L一圓了轟轟。帶次去起
了呢？老沌的－晶岳母尾， 在追tt.ll...MStt.身，L宅r以看出如攏的
沌，比﹔魂，時甚1弓﹒哥哥具呀來中， 啊，人困頓悟了民瑰哥，特

a.a.督局完成的.延痛悔試。？覺到t人以犧虛、
寺』屯和椅告准告會息， 哥哥見，吵f-�·羚趣A:m.a.1ta 祠， 龍
裁的真車里，

的�管此刻1民哥哥亡T·手令，聲。

3.2缺息
(1)

忽略榜告和細心預告的引琇
述周�a寸吋﹒血事屯， 試比要且色按浮白，t初始終地加以說

攏。 嘿，嗽，這i.e..

神不戴扇風叉，L白色，先惰。 吾果不會帶挑

動悸，中學揖皂白9月已飛了和文帶錢碘起首先惰的？告別υ、。 覓食？執
掌l衛幼晃晃的人， 往往在游述中中進精嘍。

(2)

阻磚布萄＞］慣的莽成
每tt.1'費進入必須摔成足科勾償以弓F拓棍野， 局已逃過

暢、 明珊， d令毒集錄自己在足考，.t.ill•懊譚白宮，逗輯雄。 背道
人用遠t己方又只乎不違紀喝令下來的ffl.告’， 足可民囡瓏的！
道＂＇」吋肉陣來越it＆.－＇毫不易的亨， 但在厲吳..t.Jt.好的，

因為

，已掃尾。自己了解拆來的是民！沌包附帶地給予龍改正自
己文棒，L繪誤的統會。
JI.看啊，人會J曰：

「宜，巳情i目的瓣，A杏瓦胡？」己

會鬼喜表格孟之特拾，鬼的'Y'4會苟魯迅：

「弓﹒紙， 除非龍己錯羲哥哥

11:'-*. ! 」一世泣聲名﹒時迪人﹔實驗呢？弩之了弟帶到t;:;.汁，次之后，
龍才豪身頓悟。 另一tt.混：
174

「不要犯闖進賣會， 除非＊＇

犯，也.18;,.:t£.持告和瞥，勻的車長妒中加錯！」

掉向遠 的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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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i井道的神業
u.

111在本會會議份帶到息的科矣，＃離現Jijt明是每科
J草
－－
吟道的1t.鹿和缺戚。 ＊＇始討麓的先看齊＋現j
弓﹒。

基督的榜祥
高色嚐自F昂之室。世t」忌， 主要不是于老福音， 沛T吳放祖會宅T以
在帶來情勢。 起，1lt世，L最略大的悟到t：脅和.冊， 曾缺眷
主主祥混

�「挑來進乎可讀之
;Qt.

t舌 的」。

用了t午三學科8皂白色游

的9Jr�持ff.�命的連t銘記于』屯。 其中告！.，j看了比咱r

祖先

ll故事， 其淘封長粉諱言珊深刻。

包

m.a可智和肉香叉，

自寸這帶神逃來強惆荐的吳明。 除此之列 ＼

等可

會直截了過的

且已用自己的紗布學加強�1.JII.：：之紙帶﹔

當也明一令要屁巴。 最后

「吾先給線的拌了物，拌， 叫﹒你們Jffl.若望龍舟諒111Ri'TFB9告

lF。

2. 保歹的榜祥
雪鬼們知道故我曹長�用了條.!I各方��辛勞

神的錯， 且t

說拆余。 看，吋祂迋用哥哥身的几怔， 雪It111車民主音尹手告羊切已。 當已
我行情汁，，t司f'.＝..令中， 龍「吟誦寧隊明」， 2ζ員已S旨哨包

、強←場﹒，

2�領�.＞

!A

、

Jlliff?-1

〈敢

且已白色，是T

} .a (

rr*'

大.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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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吾錯． 蚓述其中的真車里。

龍�隊明、 司昆主主、 且已索和提出

果J真單皂， 然后2叫人注明。
在1翩翩'T1告＋八暈目命中， 祂「斜槍功可ζ」， 放1海
��鋒的追輯昂之隊進和強惆她的槍戚， 注明

神的扇承

吳建Rt當然的。 辭令台之后， 祂組t護車幼串門斤看’， 強于.'.iE.封閉T
行﹔結果不止是「.A..乎」， 謂是「完全廠廠」， 相會福
音和接�主（我廿女28-29）。
此外，唱起健行會三寸，八司t'.=.-t-一帝說明曹長.3' 1't'看「﹒時

ir.a鳥，

帶」和「.學」， 「T安排」長指息告宿舍的，
學」是指后1會竭的人淵明

「.

神的活倍。

在曹先.3'窗令一會三三汁，八帝， 帶.3'母昆明自己用各科方
哈頓味來接�真通。 談到這在瞥， 龍混：

「雪itTIT時揭

是用鴻章冕的智沌， 功成各人，鑽心學括學人， 要犯吾吾人在且在
督旦晃晃含金的31到
啥來種事處尋a

神窗前。

J

1普通人采納曹長歹的方

a吾吾�；（足，曉龍111省司已到包中局已長， E昆主主明智。

1賣到皂白色克向�海口當令.:ft..的方﹒云之且是�.1'鹿喜事自命iF巷pj之一遍已，
�誠先瓷的又瑰，E底， 我﹒信健，已造就。 漠的帶飢寸給女神
音帶到t.i«.1'制止的方嗨， 其次序如干，：

1.

吋、J、五L包且，

2. 辦雖是互之帶到皂，
3. 31文其ii佇立龜，
4. 令員a

5.

�吟道，

JJ6�·事件又吟道，

6.情況�－游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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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道 的 科 癸

令人見証
1.1 定文
主主呆指認自己－�

神恩典的錯駿舟人帶沌， 告Z,,j昔

可學軾的背氓、紐i軍浮白后果。 宮，i:Jll :
＿.，.包宜的車里參舍。

「一哥哥企的必駿相才

」成錯了令人見汪才情福音的重要。

s

4．，

、‘’，

，
．
．
、

1.2紛值
遠是弄始伶道肘， 最好勻最自然的方法

主曾�－1:tt殺敵沮拉做j后自
身巴也九 至d﹒你白9哥哥居u醉

.m.,

特鼠的人混．

f ﹒搬回

串串.:t...；￥，詞0¥1r1字的， 是1守夸大的

事，呆，毛祥伶’胸章鼠，都告訴龍的。 」（宅T五

19）注足其暫且學

的氛已回． 自己的家． 述是，真督食客車范圍中最困瓏的地
方。 會己的骨��且是龍的哥哥鳳和
量延風已章先白色，3、草Z 。

ma. 。

」會健身已先特

會情勢， 然后才血色告訴人

其題目是：

「主.；￥，

神為自己見魂，成義的大

神:io1電r.:¥J曹長9、浪靜導人成

誠的太苟言。 此后， 龍等$宅r以強子都說過l.述說

神量JJ1守均每

一它已．軍人成章屯的久，F。

(2)

昕合又才此趣味盎然
注目身患純現哥哥..呀呀，人們都喜鼎.5k骨豪身的車全身。

8、一些看緝私的民畫畫f﹒告中， 宅r以看晶＋入海底治的鋒
延身份纜的角色多�貫耍。 令人的哥哥身，鋒房龍生已有真是

／

人之災。 人皇島在乘車中在辰，L脅，真鼎的晃晃， 如起棋、 杯
真是、 4會主崑弄回心昆等。 金娃追尋學勾泊包：
相梅﹔人每人， 心也相材。

」（黨廿令

「水中Jtl膛， 依此

19)

2ζ荐中吋、J、五L當旦， 晨起，r人哥哥品，詠車全3t.的企全身，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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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1tt.札單泛的主活中做出來，恥的中版時的
平哥哥、喜馬忌和萄街丸。述一切注目T守吳先？ 義主于1守法拉？ ，守
自寸？都是，呀劫之喜蚓尿辟的。

(3）受

神童用

當年多人因呀亡:r1-t-.:tit人I&身

神事先見的見証捕殺領但

主。見，混包括了自己鞏固1守知攏，如T守法回旅站善叉的是
筍，自己如柯按』屯以華主、持告和風行茍惡毒k費話來學羽毛
肉，屯的平哥哥，結果健身先功﹔最后帶岩前言d屯有忌諱是在督完
成的..:1:.1芋，接民

局自己的事先主’，永仇

為主命的主，

才完全可哥特裁。
不少自萄街和吾吾學鬼1屯的軍人Jtt...t..自久的丹、家，部因泛
科�i.iE.)1且可寸。此外，者帶�人嗆韋造＆瞥，是因為另一＋
由]ii)學命進擺布的人所澈的見証最多吶。迋嘴，為瓷缸不少咱告
人，因泊虫L了掃－科弄
一吋、萌’店l布羊娃i芳白色人另抒TF白色，具A正，�周歹中特忠先出來。
由此宅T丸，一位脫黨歹,1;\3已.::E.�的人之五L怔，宅r禹色給予
在這做j底下的人戶主重大的影吶。

1.3重要
(1)

在至經中的地位
令人見，生正在金袋中看，相對墨學的地位。大..1?.i.先：「.A..

仗，鬼

神的人，祿的都來呀，韋伯皂這塊呢站建}ff行的書。」

（海女↑女16）各俊雄鎮吩咐會我：

「訊官1要秘咽，耶和

竿......4耳”口萃的R農民混沌 t舌，tt尾隨8、載入手﹒中}ff﹔軾
騁的。」（海一官辱，t 1-2）甘肅主要呆久又＋人局主哥哥身

180

倍數的記殼。機勢已逛街人會杯錢甘肅.:t£吾﹒銓中的實要譚”

(2)

保�在伶道肘常常作見iiE
許包知;titTF.!Al﹒怔的，E喜宴。 ’？夠真手r＊�.t.全文t己就龍的

游道 的 神 失

說·1宜。

.!Al包E.:

(a)

)JIJ.!J.屯的先看守（1!記我行情黨九章）

(b)

后1特T自來人的試，（1!記我行情賞雪廿二，）

(c)

后1外插入的試，（曹長我行于塾，甘﹒女會）

(d)

勾

(e)

否接人為功學的現．會（排

（。

(3)

神的主軾的。每系（加拉木唱，一 會）

嗨，祥置起典范（量是司長太賞雪唱

.Jt.tt.唱軍三，）

一

會＋三毛主十令智）

元宵否令人的事笑
每 一 tt.1安迪人，一 次t佇立ltB寸，

紙的娃Z歹說明，

前略地認自己.It息傳

提－好咱包弓F護舍。 講已；悴宅T Jl..丸學之J麗莎？劫之的這；..，－.

毒aJsl'I費。 昕9之守血色�晏于長全翼翼誦，所杯錢， 在已都不能否依
會迪人崇身的銓坊， 尤其呆在諭草、 胡處處、 是人和她甦
的交陌生午T·排主益。

s

dEE﹒

、‘．’，
，
．
．
、

1.4忠告
這伶道人作見証前， 他座該說明理由

祂4立混明主曾為龍成章屯的事， 因此祂研會

神禹色色虜，

持且處足為龍人成章lJ61祥的事。 背道人守以主主祥弓F始：
「起當今冷血色站在清
進入要宙結昕泉，

tt.＇窗前見混

神嬉戲麓的鋒述。 」背

寅貴墨人人都味可學清哭。持且．見証的

自棕先富卒讀良車，、事先鵬主擇自主自己。

(2)

避兔夸張春日盲述其英
J\!.混入只會祥述，r串串， 全部的，裊， 隙，皇島以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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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不鈍， 因此詳見汪也要勻，真相待。 有些人為學法

每采�16}， 完挖 一 些商學普主龜白色見証， �展Bt－ �.;f之守
』鼠拾的幻想。 如身患TFJ正當正看呆)Alffl.和學扯的深淵博戲，
必須澈處地帶進， 不要刮起骨采的正又是。
手可些人先.JA.堆于扇脅和邪泛的混均中可串通曳。 又有些

tt.軟牟旁的足以、J較清清白色�含雪中海事先。

化每官t.TF具A正者
，

認可學軾的錯迫諱言蟑．、 jJe,要2匙，屯興地帶進。 視 些B寸草吳， 主揖
年，f膏人T字具
M、社舍白9追§宰中可暑車鬼’ 事告誨，ι龍的佳男恰好，相反。 尋吾有
人8、不雅之lffl.中哥哥紋， 鳴先脅的l學骨9已進入污秒、 �·曹長
宙

a學萄街血沌的細帝， 底成�Jll>Jl:..。

主活中看，不少寒窗

宅r以「A鼎」（林爾瓦1）。 麓的先帶因延龍的車主立學績，
，也先智昏龐眾自己的省長址。

(3)

令人見証中有兩小偏激的危陸

a﹒要進!A:.,足科爾斌的具怔，黨

一

， �自己自我自摘，

全然掩且具督. :II曾三， 自以為悔改的迫程持先億人之父
珊處�自卑。 苟Z呂誨，L， 詢者都看守取之災， J司祥守以被
神JJUI毛主財富塊人。 昌底正譯自排主比獄亭的必惡金迪總不用。

.

其首翁的足程，平起良先寺， 是青看見，祟祟烈烈， 教t 恥地頭L浮白企
圖自有色的做佮！混沌麓的背了逛商人告·TF具怔， 爾看屋
脊不租用， 但商人都具「

.a.a.營里， 3乏新述的人」（依＋

女章）。

(4)

投法固把經筋的緝令
重全身中的緝令覓。每巷尾龍的。tt-.:rit人著離站起來說：

「雪且當今峙的告訴采取， 且也督拯截了麓的民魂。 」元峰造
182

哥哥嬉戲， ..宅r以喚起吩成的持趣。 ﹒借到t人�＊且也起，
混明自己強.a1電r

� 先知的＂味中�I里， 響到色室。永恆的－�

游道 的 科 癸

I«.語1守對事裁怕色，印象﹔龍著能說如呵．、 且也有r、 T守自寸且已有r地

毒口且，�罪J、白色調停昌皂。
是否真于盡強全中的紐帶？一些車，屯的，F吽7 -ttt學
義的學也？創換福音Jp.3長？且看呀，鬼』屯T告別也人的積會唱r
處7 TF見証省宜賓祥這自己鋒i穹的慎，宮、 特且皂、 杯饒、
說急措且先知旱的昆虫色、 在

.a

tt

神窗前自秘地式的健身、 9鹿港

「是且也可串通先」等。龍底放祥這�;t,如1可1ffl..歪曲龍的民魂，

掙大的真萬里和.4營所成載的

.:c.TF:ioT電r就31祂相會， 組t珊

混混自己接民主耳R縣成為A土和生，命之主。 最后龍
告訴會余祂 4鬼知自己可學紋，

a故

.a悔過鬼＃龍的影吶。 �些細

常接合起來，唉，l�試，越味金絲又徊胡鞏固車，以a

神

帶此見，混嗨肋骨余童話中是]61身曳的人。

(5)

肘常高拳基督
見，怔的自棕吳學且督�久， 不足3室組自己。 越�；悴才

血色唉呀余全神貫注在電F妙的事先主品，.t.. 譬如，
恩典、 元旦穹的大血色、 毋庸丈人』屯的

于學大的

mi.a譽， 沛f.不具；..:t£,..!A!..包E

看的身，丸。「漠的尿不足背自己，均晃T費品在督珊，承為主。」
（林后間5)J已混看守學－＇I、峙， 不底浪人以為自己是暫且督徒
的典范，

(6)

..,a懷抱封來的這目，已中在主耶縣....替身，...t.。

庄周真理到昕政身上
..!A!..i.£1己卒，’ 見証看眉立起根舍強洞店也督鹿為自己處..

了旅鎮， J司吋．，也智能.7.J:*A.,t成為每一ttt會會
A1譚口i 。

�am 部三步i學前籠， ......亡了對﹔

是�..）、台包

因�..!Al.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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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

造了車J、的骨骨晏海口且已唔，....典.:i:.1宇宙色，其串串。 一位典人？”t
給即特敢見，混者的gJ告，但恰當．
;at.生t.﹔ 讀E三斗， i!t切會唱t.111詢電白色

「首先， 告訴祂們祿的

l.!la﹔ 現暫且己， 告，t時明！？.111喝羽t

g尾的銓房﹔2會固， 傘下！ 」

1.5危隘
迋吩來看風格格不入， 但是先守否汰， 告訴祂人自
己的公車全一祥含有危膛。
(1）背福音B寸， ＋人見汪取化了

神精惜的地tit.

令人民，但固然好，但平73'月三弓﹒取T巴了蛤..t..所t之
...足之逞。 」的且不起tJ之一＋人．每
．但主要的這是

神

神直接的哥哥身鉛房，

神滑稽的根Al.， 骨頭之白色晶宮海第已不守有1:£,

N－＊.宙取��帆風。 若以�毛淘「望先」取代「越是主忱
的」， ＋三步茍﹒卑。 惟嘴，息來
.:i:.1字、 混明...尾的均可譽和

神的恩典、 主耶魯乖恥

的

神活惜中的真單皂， "J'F..!ll伍已苟，

手f'1介誼。

s金 ’

在風5乏與暗中摸憊的人， �宴幸唇4音貝
恍然渴且「S學家」， 單位夸張「骨見，戶會」混「祿的

集合－了」， 結果一元清靜。 龍混啥也長帶看見，証人身形

.a»..

容的「延民」， 成珊，忽略了...主

沛來的...息。 結

果﹒他因為語法學泊之別人的鋒駝， 教困在先旦旦的旭...里！咀E

t己，
(2)

真正身色拯...人的見過良主， 不足捨惡舍。

把自己的見証造成各人的模式
雪鬼們的

神吳先JJr本身色的。 裝有在1守人哥哥軾的價司已

持祂人笛，用， 臭曹先有所謂腐臭，L一棋一祥的「司已兔子」

O

1°F見証看嗜血給每＋人帶紋的錯墟， 必須勾自己的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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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包7.J萬辱中在絡處，.t..' 都不

.a.a.督本身和

自9.X.1字，丸。 曾

有人說， 文品1革督的道路級主侈， ．但是文肉
脅，一卦， 說是請看

».尺

神的到t

游道 的 神 失

起心不在主教l喜息用』..壘， 也是很真危隘的，官。 且已看P官已吵r劫之白色，當k

.a.督（約汁，因6）。

約串的高會寫一司的己就了.J\.,令不用的哥哥拉鋒膛， 民手r
越只，.；有扇�值。 首先呆跨世的.:tit:

「看哪！

主龜兔

神的

真�勾鬼！ 」（35-36 常）接牆是晏海烈情＋人見証帶吾先哥哥見主

(40-42
(43

常），然后先軾主直接的結魂的混：「采取札義吧。」

常）最后是那些接�

且能清「源來看」的人，豪身學車全

主的16}在（45-46 常）。 有些人來說站在督晃因筠怕地獄， 也
看，因為

會命的恩典（.3'三4), 迋脅，其魂的人A因為渴...

司已告于浮白毋庸3已。
氛已＊＝＇

神用于卡.IA7.J"樁， 結果都是一拌， 目的呆要積

民鳴槍靠且直督局－.土， 接�

為主。 曾啊，人混

A講起31 ...丸，尾， 嘴，甚告別5克缺踢道，擎的！

．

會些人

雪t'lil必之jj[B寸B寸切

t己見魂的重先， 象「丸隨著足足吠， 詢問斤..!4!.ftl.的鴨戶，
都不曉哥哥札哪里來， 章主哪里告﹔．凡�-i』XJt.的， 也是如
此。 」（約三8)

神的一切T字幼發軍首先比，

.a

深知各入

可學1穹科銓辜會。 -ttt--1、軍賣身足足的錯按每成人3、不相J司。

�

學且是給除非一吋、人知道自己如T守、 �1守、 T守B寸..＆.1可地帶
事缸， 不然迋未婚軾的人， 對宙結一些農悅之比貫哥摺始終，
旭先海f已進自己于柯目寸祠，地家庭哥哥紋的...督氓， 1昆虫口

到己�！ 述的哥哥吋目寸銘 t己 在』屯， －.見不在乎I&膛， 誦f.在弓之
事先主， 因為銓...t..每看 ．

「人視，了

神的Jl.,于試看，主命。

（約鹿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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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停留在自己初倍的險段
帶4誓要進－＊.，品1一祥的骨余貫支自己的具怔， 臭不底

平寫一脅。 �見，混看不正且要說明自己）｝..常帶軾的企肢，
，也可學見，混現，今主�魂的宜昌皂， 特別呆會毒吾吾吾考

神的活、

教學告司回事學沛T事ti:.－句 主J文遁的銓惡金。 .!a混且已不虫L白色，會裊，
在吠，延中給予的安處， 賜予文圓的是興，
中哥哥﹒切的情迫

a且已督每日給予的萄街丸。

地雪It1i可不宴請之那些每每怕，屯

.a哀甸的生，清

t己自己見缸瓦的人，

祂量已具

a.a自己睡房抽展中。 !it.亡了脊久， 全省
有人述情祂�見証， 龍1見含章先自己的紀最’， a� 輯結鼠

irE.祥細地況可了， 持

乳掉了。 祂眼巴巴里看定鼠的.ti:.坪， 龐然吼道： 「太太
有﹔章是哎，::It.＆...�？學鼠，把麓的J\!..混吃掉了！」
神的伶楓「每早﹒底是新的」， 試比雪屯的每泛的見証
�巫L頭的蟬， Jl豆弘劫、督之.£事鬼.£白色，

�a歸故霞。 =#t-11自昂之-=I!,�看﹒

提﹒供了是人心廳的活． 「竭身邊割完全的地步。 」沌晃
每位稽可走要銘刻于峙的。 麓的不

a曹長守在雄，瀾的l日程弓，

成逗留在商之間的錯駿中， 也不宅T定是況足緬杯「龍骨的
日寺﹒」，

「�付手r詩人在沌，L」。越想今又鞏固呵？推進

正在督不是「昨日， 今日一直到永造是一祥的」喝？吾鋒
中局看： 「﹒但九人的路， 好象...明的先， 延民晨起明， 垂直
到日午。 」（譚震四

18)

每tt.1贅述人因此底激動，爭各娃， 拌均慈督彌合音， 情
』此成長， 為主前這譯自�主義3屯， 以1Jl.血色挖土命的獵槍道
他人。

神�3E.11自拉牢的底特晃：

諒的名�：：｝、。 」（制十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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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主翁己嬴J取像，屯，

「義必賜福給椒， 叫

游道 的 科 美

T數學

e..銓叉.﹔直勢，

寺，它迫颺

神的3費3J一一一

Jte..；步敢進f

主告氛已車車里，

�

’

-lip：：，；. ��入

神諸于，

可很清銅霄，

余u.）之嚼，是民主J!I,本2－一一
Jte...？.＞讀t垂色／

Ji&.督是$主命的線，
都已于叉，ι潛水泉氓，
處...；茍7穹

.mi幫哥鐵←一一

均2讀t益f
一一斗，呆著

2. 解經式i井道
在所導干帶到t科.中， �－蓮香是最雄主珊凡是最好的。

「 :t£)7j泉，.t.'

萬零鋒舅也不一定先﹒賠進入， 租金足有身為ft;ltt

人的不是駕車全泉。

」（純文起）

2.1 定文
篇學先指揭弓f'l且淵明臺捨中的真!t... o清車倍（exposition)
主主英文學司處于爾令拉了，事，
展看智－合弓f-Ji尾處。晨2尪

它的合起來的足足足昆曲、

－.J之后I念來展承乞木晶lil.制成品。

各錯鉛三之白色解釋章先是犯錯文中的真主皇后1骨余彰息。 JJi'造
車全文生長全且是一是先進帶多起去帝的通用， 家明一句、主要見越
昆主題。 帶；：r均已晏銓居民學芳明， S志于明白。 解絡互ζ督停且也
挖一是先蛤文的主要息越惜，.t.T文揭＊＂：

且闡明和在証。

F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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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坪逗，不洞， 可布真是坪注的訟法看。

t麓的昇看易齊划清軍鋒的文丸，

「在排主籠中， 解錯

�.a揖掃雪交T冒7的

罩之見t�i垂直全�的讀零零爭， 1-'F出起皂牢固t蝕泊9手拉起

鹿鼎。」（記叉車）「解鉛迋ii佇立龍尾犯＋鋒的銓文加以三步析，
然后棍，看提要地鐵會主題和排主也要鼠， 會比鹿鼎到人們
的主繪中。 主題須概結合叉， 清清列的要成必須)A文中
發出。 」 （自海機）
給﹔解釋的車告文益比如槍手。鋒式的主題見報， 車暫且b吾皂
成先要認主題明朝化， 泛吾吾吾皂成是)A.主題中3111申出來，
成如抗戰中珍品的軸， 故此相輔相成， 會爾為一。 准告「
萬字娃云之排主也要�仇恨鉛文白色，中，屯成屯。 然后用自己的官
均系沌， 昇犯揍，已輔助要成成看守， 按次昂起早已。
造科帶到也海挺車告文中的真單且全苗，錢看守， 揭＊井底用
于昨余先活中。 �祥， 昕余1民策，才銓叉的主鼻巴拿擺明哦，
持嘎辭

神結宿舍令車，起身氓的t舌。

2.2伏店、
(1）注重

神的活

解娃泛的游.:4t「學見鬼
執成的地位，如用

神的活」， ＃給予岳重全1肅

神哥哥自祥的（告會寫一冒汁，、 2）。此外，

r已要求游看勾金結看直接的接諷。 主鬼神帶進海勾司長些帶
進蜂鳳祥 要求續說的母昆主本身色刀， 但它能造車鬼
譚白鹿鼎

(2)

神的且也在龍的日嗨，主幸脅中。

需要討至經有全面的主人浪
包指T普通人和味來。 視，接鋒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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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于民

的發系帶到強惆

•。

神奧麗的扇承J甸

常比龍骨·j)t.a.1·善的真,tt..J:.嘻嘻每組t

耳其系其它可能受忽略的經文
各銓中有不少的跨文缺少JI.見舍不�注..，－.。 現JJfl追

存中7J"'說急， ..弓﹒逗人挺起L些少�人知的真單且非正J嗡的講學糖，
這垂危証明「吾鋒都是，
以完全（提后三

(4)

神見時默眾的」， 叫厲

游道 的 神 失

(3)

神的人帶

16-17 ）。

i

使 井道多祥化
這宅TJZ.扎進其V情到包人看舌帽買t.3摯的毛病， JI.；丈注重弟方

宙的事k巷， 7前符其r皂rat祥重要的真車已忽略。

(5)

使伶道人能移赴理言語財的罪怒
都泛的行為惜當1'-.:tlt�到渴費， 先得＋剝進行， 拉扎克

看計見門、人之增長。 �祥看來， 香鋒先這用于諮詢，吋恨，
因為手f3i已以來， 人4屯排來成羹。 M'!/:i1嘴，先見之明說：
「目先之下， 持元新事。

(6)

」（情－ 9-10)

使德道人不致斷章取火
述方多學1曳呀來明白紐三足的瓦胡背景和真皇島的足丸。

(7)

提供克足的健道資源
于告進入先得�吟道題目2宵哥哥金色足壘。 請專特委鋒的情

進入見舍不用草動屯吾鉛中的費量單耗息。 祂含義

a

「口總

手才會」 ， 守背書處語1可骨再要食物的人， 此外， ’也看見侈的
題材提供游述的耨耍。

2.3危陸
解妥全��述的主要危膛， 眉之氣搗：.j忌主息化成－玲對－－�翠』
主事中，屯，見，看皂苦？氛已�迢，已零a.JI且有？白色，粵切事曾令到也。 越科帶.:tit方互之
要以主題為自棒， d令挺喜皂，也附厲要燕追系一起。車島旬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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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一 吟道本身

a﹒詞度是一↑�！區的搶手。

不是先軸當局已獵

立的部主伊爾本�獄的文配。當條道也不守成為「給中之給」，
必須勾 .:t.RL切合。

2.4准各
(1)

步聚

(2)

(a)

�J學宴請草榜的蛤文

(b)

尋找主見成員E目

(c)

，巴主題用自己的精旬看次學的局出

(d)

哥拉純輔助說明主題的要成

(e)

記述些要泉以自己的精旬旬出

的

記輔助要成按次序列出， 成為解紐帶遁的鋼頓

(g)

按迫些鋼頓准告游且也

伺懷著名解經家的著作
逗泊、著〈解鋒的情.it.} :J乏其中的旭先。 Jft.格�被4捧

為 「著名的講學錯泉」， 祂啡沌的若非軍且看守用合起的會
能臭豆tl,

.a..旬，方面﹒根�丰富’，

推拉人官司會。 也混明
農敬的事」（像后一

(3)

時＋人d屯5之守靜的很毒面

神的活本身推著 一 切「按手且已命和

3 ）。

每司列出歪經經文的鋼領
B寸時絃勾宅r以－＊－揖＋人三步析，局提剝奪頓的血色.7.J 。 T

到．倍文守以這室。述自緣。 re1J1全取自嶄露包， 容易表現主
題和准告辭鋒的獨績。

l日約中尚有脊9， 尤其是誼會薪，

守羽毛，＃＇勻。
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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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6-14·

1-26·

一

35-51 ·

汁，

1-18 ·

汁，五

1-27 ·

-r-t

游道 的 科 癸

� 一 14-17﹔三19-28﹔五1-11﹔汁，1-11﹔＋二1-2﹔
林前九16必﹔；－－ 23-34﹔＋三1-13﹔＋五1-10﹔
林后，五1-8, 18-21﹔
加五16-26
玲 一 1-14﹔

一 15-23﹔二 1-10· 三 14-21· 四 17-32·

.'.ii:.

nu－－

9 一 一
一
前后
西柏 柚

15-21 · 女 10-20
排三三5-11 · 三 12-18· 三4-14·
四13-18· 五14-24·

全是前 一 12-17﹔四12-16﹔女1-12﹔
提后一 6-14﹔三1-7﹔三14-17﹔四5-8﹔
:,.:=.. 11-15﹔三3-7﹔
來一 1-14﹔三12-14﹔四14-16﹔它23 28﹔九11-17﹔九
”

8-28 ﹔ ；－：＝.. 1-4﹔；－：＝.. 18-24﹔

雅一

1-7﹔ 一 12-16﹔二14-18﹔五16-20﹔

依甫 一 11-12﹔二11-25﹔四10-11﹔
程先后一 1-11﹔
約.. 一 1-10﹔三1-3﹔四7-12﹔五9-13﹔
扇 一 10-18﹔五1-14﹔廿二1-5
青年有這人進Jl.,'-Jt鉛文提鋼學領持不困礁， 立志上ζ學
法辨識草委銓中的 一 本唱來得明智。

長此臥龍，

如故勾禹色

.7J增加后， 示：份學述 一 些措r－.的唱唱l"' 然后﹒拜金考i敏 因
再豈白色，。

2.5解經式i井道的鋼領范例
必ιT﹔錢出三三則我乞會盟， 泛峰頂l弓，的這周積比軟件鉤， �
要帶紛紛爭者。 典隊，丸， 迪是每鋼領茍．以主告成 一 系列帶到底
191

借

的題目。 物，摯看龍龍遭迫缺乏帶進內容的良l題， 1底以自寸

�

日， 童話�.Qi全丰富，后， 也些網電貫宅r 旬以措if之。 且已是吾先制以
第品為准則， 拉扎克．結萌·－：：持居民建皂、蛤�－題目先－i巷尾：芳
佯紹爾司脹率U芋，看，弋但是。
，但』屯的車U芋，互會耳之3悟會��軍屯， 且已並P3屯的其tr!ll�當宇－才屯
的草本原則， ..吳先單皂、 准看每每
一J'1芋，J峙。

tt-這帶到ta祖會﹒會息的

自扇，已l'Jt取出處， �芋，嚕，信感激進， 學法准

告Jll見爸的其間頓， 持在當捧讀奪

神活梧的血色刀，J:..i息處人長且是。

3

(1)

「

神的說福J

-jJt 111白色，－.9l!J范曾自罩之4fl-11自來唱→－三司E三毛汁，1三L汁，一
命。 情懷看翻呀，此成公文昇.＝.胸懷， 學�iit�l.Jt式中主題，

w

「

神說福的最3、A且是要厲

A中百T以列出嗨，多見目，如「甘

的于民又能成長。
神串成的主活」且能「

J
神

的說勾畫」。 量t1fl以后看�題，注..－.這兄福（ Benediction ）述事
先扎爾令拉7學「好」.2l「混」台﹒成。

立志呆金給中帶�

a福之一， 麓的宅T趴在.31宮中華走到這泉。
a.a 色t.雪屯的司會壇的全3斗的文的步，茍九用三三科7.J.;i色列出，
勾主且毫串脹，正如雪t1fl己鋒提述的：1.退學車笨， 2. 診帶去足，

3.

錢月2足。
退學河之后l白色，方又提有急了三步祥可屯的單民主主方錄。 T奮進入

a.a 持孟費每'JIJt雇匙，

�.il!.專車去ζ寺，括海文tl::,,J"是喜羽毛商之明， 幫會揖L宅r

龍混身拉攏明楠、 追輯可之.2l漸進泛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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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拙著〈

�

卒，以2夢見教學

L

H， 血，N注明。 次要划投則以阿拉T自

瓷缸學2.1. 2, 3, 4注明。昇次要划芳則以3E.it.11自欽目2吋音
弓，(1).

(2), (3), (4）混明，其次則以英文小每學母�指§﹒

(a), (b), (c), (d）混明，
學（ i) .-

游道 的 神 美

�...t.益挂三三神方·.；式， 雪!t.111特＋剎車走出﹒鬼憫。 .:If.昌皂身司令貫

吳小的緝令則以...，、�品故事加指

(ii), (iii), (iv）列出。

3-!l.:tE.it.麓的組』屯吾吾翊鋒三丸， 這已.，－..真，主要鋼績。此歸
哥哥的主要鋼頓， 昇之臭又是否帶要認，也1盯昇划診。 主主拌，
主題1民宅T按各鋒的�先紀文中的真起一一 淵明。
�l主故事Ir 九 'ft.111以追輯三色列出，一 ＋划投。

神是祝福的賜予者
主皂宅r札「賜平安的

神」吾吾出。

起ι麓的以帶﹒看夸其列出：告已謂的來題。

接諧， 以提J回頭已列出．起L氓，福扎堆亦T來？
)ii}祥的一 吽曹宅T用三神不用的方垮混血。 站了多祥
可屯， 接T可一 神方啥都宅T用， 會主隊足足足，正好的，

四�tt'且也

人濟建家明自己的處脅。
9耳聾文學L

H 下，

雪!t.111游給第二划：兮。

！．
l

神的力量保証祝福能有效地進行在信徒中
主主先A「雪龍主耶穌札丸星JU苦的

神」看出來的。

以帶帶足， 量的可宅r厄扎主制羊混：很緝的身色.7.J。
以提J同其﹒述說積:,e，－「4、.7.J賣成試？
第三車，要划三步)ii}掉以三三科:t,；；色列出蛋”，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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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

群羊的大牧人一一基督是

r

神祝福的中保。

�宅
· 札「韓羊的大候人」中推愴哥學到。
帶帶去記：老兄福的中憬。
提J這1�： －.－.�都已福的中帶？
’回主要划芳是．

IV.

孩得述說福的代份是永釣之血
'ft.111�「

«.J皂郡克車也約之，也」中海知。

哩，當牟其：很祠的1\:.1命。
iltJ可罩之：��祖如呵，旅哥哥？
現暫且車，要划：兮吳．

V.

祝福的目棕是要信徒秉性成長
越是札「成全

t訊 官， ......進行

的旨，息。 」中哥哥晶。

哩，帶或：恨，緝的嗯，擅長。
提J可見．

神在

�a 福中的自綜足于卡./A?

現宮女主要划芳是．

VI.

遠祝福借

神子主耶蛛基督而來

�守�「常看耶穌且在督」清先看出。
’，辭呈長：很謂的樂道。
錢J起司呈長： j主棍福請看燒清泉？
萬f-t主要划芳是．

VII. 遠祝福特帶給基督永恆的榮耀
�弓－�「鹿為組組給

＇ ·�私車也混為」看出。

帶靜處：告已緝的是音樂。
194

錢J兩�：�氓，宿縛，為路很福的主帶來T卡./A結果？

游道 的 科 美

最后的主要划妨先．

VIII. 遠祝福座得全体信徒昇口同黃的贊同
主皂宅T札「F穹的」中看出。
噎參看夸其． 老兄福的嗔14。
提月2ζ．嗆我�沌主財富巫益者T←

自』比宅TJ且每一主要釗芳，
iftj回頭 L 結主，其E

「

�嗔1

47

先給以追輯之、帶﹒帶丈－

神老兄福的最大鹿1LJ主要厲

的弓，民

又能處長」有密切的榮系。 鼎立志方吟， 麓的義現了主要
的划兮其銓文的創建頁。
現，還昆主丸雪足111吾吾種計泊已－！吾車，哥皂文tl訪吋司「JZA.ilt明令軍已旱地5，對F拳L
昂之歸Ill月妥全�。
A第一主要划5)-中， 宅T臥車趕到一些
己的秘兮， 如「哥哥沌的
神」（林后＋三11 ）﹔
手r毆r

.m. 白色，

屑 一 3）﹔

8、「勾
四

6-7),

神」（1J,'汁，五5）﹔

「賜各祥聽他的

神」（氓，t

a 「平安

「浪人
神

J

（林

2）等。

（1J:五1），

神相和」

「芋，展和平的

神」（1J,'十五5）﹔

「丸耐的

神」（1J,'十五 13）﹔
「身已緝的

神用來為眾自

「

神的．．．．．．平安」（排

神」（排目的立志學t司令吾中， 守以解

特其中的？剔。
主乏基各民.B!J守且人主劫持旦出。 .:l£.3E.!'lt'fl自費文學1 'T宙：
神秘擎的重E耍。 請看沌些絲毫詐，

.a眾自己的本能。

:l£.3E,.拉T白瓷缸弓斗2下．

2.

「和平」的J司t.；；丸。
在黨三車，要划芳，

章“1 宅T以昂之明

神的大血色，

果；.J.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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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a.a.督的文章音，丸，

（.！$一

爾造品，如今都在每 一 1lt.會我身4

19-20）。

．

麓的守�.Jt進一 步﹒昂昆明
彰且在倉健身，ι

1.

此尾的采血色（� 一

2.

單固的本身色（�汁，女

25)

3.

曹長擎的大純（浪費首－

5)

4.

見見緝的大純（挑

神的大禹色，最少

a四方窗，

16)

24 25)
”

在黨乏主要划5J'下窗，賣成題目是「韓羊的必暫且人」。

.a電r以2已＋局已苗，指出A督臭氧人．

雪龍的現

1.

好依人：

�牟會命（約汁，

2.

3、找人：

己文章音帶久，排長迄今看看，祿譽和帶頓

的韓三學（朱令

3.

仗義：

11)

25﹔約-t-16)

特昇來典型實轉羊（曹先讀缸瓦

4)

在第四主要划剪下，窗， 宅r以計�永約加以當也明。

1.

均已約的人物：.E.'tlt.一 陣的
的且已旨（JJ學一

2.
3.

「也J.:tt.世界以前」（.:1$一 4﹔依甫一

20﹔

8)

永鉤的f乞討V：此一－Jl督的先（見，給廿三

15-28）。
請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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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苦果﹔永恆

11﹔我，＝.. 23)

永鉤的時代：
扇＋三

神：久，于

(1)

神已錯鏽＃＇－（我汁，它31)

(2)
(3)

合丸哥哥緒又（�四

25)

律新學成•＜來九

22)

(4)

相會.－.車的軍人奇，單位九（�－＝－

(5)

會龍海成吾（.-1長-t-10,

(6)

歸宿嗆僥特帶來總（屆五

14)
9)

25)

20 ，

來.jt,.

1.

神渴ll.Jlil督徒處長：

111.-rr

的旨，見。

.a.督燒的成長守以提到：

「在各祥暮’，L處全可缺叭， 叫陳

」進行

-.99

神的旨月底放是每 一

ttt.a.

游道 的 科 美

在，五主要划5)-， 。每于

督我�章看中的學冒冒自緣。
會我.,r;t

神旨..

(1)

渴...仇恨（詩

(2)

哥哥身學控（歹；－二

(3)

尿，電進行（帶回；－

(4)
2.

.a.督我的成長是帶

一

，屯

�a；；度是

冒回＋三

．

10)

1-2)

8)
颺吋服JA （來＋三 21)
神挂在會我心中的大集成裁 ．

在會我「心里進行」（參銅牌.：：：.

12-13），會我不足足瞥

且也。

3.

...督龍的成長會甘

神喜成．

A 每1:tt.a.督我的處處（冒
（來寸，

一

一

「行

所魯曉的，」宜賓

9 ﹔提居二 4）﹔兌現1：以精

5 ）。

aζ到信步建主A墨韋伯�＇

雪足官1愈益月E歪曲， 嗆．我8、主頸鹿三r 一

切的棍福。
一 切老兄箱是帶...督的車－血異見與沛哥哥（j學一

2.

會我的

3.

一 切說福措

現雪

一

切觀福都在真督星（j學－

7-8)

3)

.a.督l拖到麓的（來＋三三21)

-t主要划：�Jil.奉告的學自民是「來.」’

JIP指「身延長

的影Jil.」。 麓的守以注3包車JA督的采用l:

9-14)

(1)

在出�吋﹒（B每三

(2)

在主活中（約

(3)

在永憶里（屆五）

-1--t 1-4)

現穹.，.，主要划投先帶贅言， 每 一

1:tt真正的哈魚， 在扭

.a.督B寸， 自然會害，自己地吶 a

來對農予土耳R縣

「F穹的」。

足3、鋼 .HA�色已定皂角色了 一 般情到t人Hr齋。 其中所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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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且已當多�碘多次的帶到t－

泛泛詞是刻足為物悸，看R戶

刻的。 沌，也A承了輔tJ妙的內容， 電r趴在游進中.;be臥車』克
和義撐。
每主告辭鋒時， 現J}fl主要每次要的划芳， 犯昆是先銓三ζ
司令芳錢折地解弓f-lil.』闡明。 龍骨劫之．吋嘴，勢企全文白色.：£..揖lA
神在吾鋒中:Ii.�印証的活漪， 都能持已1乖地學車里。

(2)

「

神公文的救恩 J （歹十1-17)

麓的，三三.Dl!J解公處游去垃取自!1#1主喵汁，韋－.￥.. -r-t
帝， 清浪者昇三緬懷。雪叫1紀主足足為「
的事先息， 請看相會是在督��主持屯人
的題目是「

神完美�Jι

為主沛哥哥。 」帶進

神念文的.足」。 麓的特列出各主要局次

要划芳， 不另外說明＋中的原因。

I.

保歹所渴慕的（第1令）

1:

明白：.JJr吾吾UJl.白色，月三車已拉人1!.�!J.J.、的3討ζ、局已步忌、S已固傘，恃智、
品龍頭已廢鐵，彌足祂們的戲，隨（見!I#� 1-3）。她�此相
往（林前九22）。

2.

t舟

神的于求， 先機息和不昕的。 祂犯龍的叉，已

神（比軌，早女＋四

11.

7 ﹔廿-t 5 ）。

以色列人所不知的（第2及3哲）
以色列人犯了四3、管禱， 恰如今呆滯三多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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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宿嘸』屯， 祖先知i.R.(11會2會）

2.

結

3.

絕.Jt.自己的九（：￥＂ 3常）

4.

結兔服服

神的九先知（：！官3咕， 比較林前三14)

神的九（：￥＂

3 常）

游道 的 科 癸

111. 基督所供銷的（第4令）
17)

1.

來為要成全帶培（丸五

2.

的先活嘻薛偉港��、（龔自＋三

3.

取民了軍人的地址（�三23 ﹔與五＋三5-6)

4.

T℃麓的重昆對

5.

告質文偉棒的要求，在偉錄以外，成章足令九的紋，則，

4

常﹔比軟�.E.

21)

ι

神�：） 啥，判的追認（�.E.

20-21 ）。

13)

迫不足按黑人本身的J含量逃

到， 清呆帶車告且在督本身譯自

的.:I:."tFRr.成就頭T哥哥白色，丸。

IV. 歪經所后示的（第5-8令）
1.

出于律棒的九呆指3巴金順扎了偉棒的要求（蜀穹

5

常﹔

比載�三10-11）。述看，�追到追究舍的廠廠， 所以
世，人都...叉車，。

2.

因會痛悔的λ（：￥＇ 6市）

(1)

靠這志督的�－－與（：￥＇

(2)

借福音沛T贅述（讀書

6-7 市）：

8

的車且L紀lffl.1介全逞。

常）：注足足道在心和口里， 3寸

1ffl.人來說， 她又帶接�1民弓可吾吾戲。

V.

心里相信是得救的奈件（第9-10令）
』屯Jlt�jj[；風劫、福嘻？白色，罩崑穗，

2.

』屯且必須接見真督��主

3.

心里，必須順�1'.督為主

VI.

口里承令人是得救的証掘（第11-12令）
11 可＂）

1.

承仇是台子，吾銓鐵學的（：￥＇

2.

'*-'t九3乏必要的：在先活中不弱旭先人是直督為主，.元港海
著車丸，見（木，←

3.

32-33）。

承屯人昆主正錯：越是公房
后回

13）。

ι

神�：） 事先見的混揖（比較林

真正的常心嘯，嘿，且也包揖（見，來＋ 一

「 4屯里，所3已毋庸的，

口里斌說出來。 」（太汁，三

1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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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得救是救恩的果效（第13令）：

1.

神丰盛的恩典（jp;" 12常）：

「厚待」（比較雅一 17﹔第

一 3﹔雖四19)

2.

神掙大的且也情﹒「.R..會

3.

神會妙的事先見

－

「就必得救。j

的人」，不給沈太ldt.圳、歸入。

「－』此悔過曳。 」

(1)

�哪里哥哥祖先？地獄（11自外三24)

(2)

海獄后走掉？吾清的主滑（歹女

(3)

為了汁./A哥哥家拯事先？站了濃濃1督， 苟言局長草督（帖后
一

18)

12﹔路 一 74-75）。

VIII. 倩福音是表明救恩的方法（第14-17令）
1.

必須有背道的人（第14可）

2.

T奮進入須被接到色（:ft穹的命）

3.

T奮遁入要"f.告箱音（:fl穹的命）

4.

骨沌的人必須呀道（:fl嘗

5.

拆述的人必須相會（� 14市）

6.

相嗆的人必須永告（第 14 可!i)

7.

泊之告的人必帶拯救（:fl穹的呵？）

8.

哥哥軾的人承屯人1督局主命的車，（'l官

9.

結給（'l庸17會）：「守具會主龜兔札拆進來的，拆迅先8、

14可）

9-10常）

是在督的活來的。 」

(3)

「保�僑的福音」（林前十五 1-8)
軍三划清牢銬丘之排主龍的兌現u之「曹長�1聾的福音」。 情

－＊＇挺立直是先銓又再三緬懷。

它的主題是「

的福音， 足以是＆督的死、 苟且鼻、 文章音
人只要相嗆﹒即守悔過泉。

神扇爺給曹長歹

a見見維持這在描﹔黑

」

吾先1η學法以美洞的海塘R戶列主要鋼績。 發洞的t司塘
200

a進

祥。 人們說「三多姿多彩的主活」， T安排福音的稽，鬼也要
多姿多彩 口

「祿�fttl9福音」 的錯文看J\.,1、要戚墨爾品

游道 的 科 美

守以掃尾t,；.己f已。 T費進入海....，，，屯��也用沛造成蛇頭

見，。

神性的肩示
主辜會息晃來緝的主扇承予祿�含9

;

「雪t»r頓民」（�

3 可＇＂）， 不是祂自己超出的。（注處主給課�其它的扇眾：
l
l

－

弟三 3﹔林前'1--23﹔柏前固的﹔比較加 一

11-12)

神性的人物
「且督」（11會3可＇＂）是福音的中心。是在督僥所會押的呆

...瞥， 主先看，

截至足有其督徒， 也全民有3巴

神恩典沛來的

箱脅。 帶�：
屯九仗義督．龍在大且色的路，L哥哥見，

2.

泊是主督清清（�口二三 20﹔排一

21)

3.

寧寧是在督：

1)

4.

處于老且在督（林前三

「T卜人」（�

－

（ 徒九 ）

l
i
l

－

2)

神性的大愛
「是在督死了」5主牆脅的農錯。

宇宙的倒述看�人丸之1'（百 一

16-17)
4)

2.

那乎可「主命在

3.

那元Z皂、不知lffl.A;J三犯罪的�人先了（林后五21)

IV.

且按」的�人丸之1'（鈞 一

神性的自棕
...督「�麓的的1ffl.」丸， 3申述這有其 F皂 原因？

啊，./A要死？

�

不是作為世人的榜吟學、試革翁，ll..ft.Jlilijffl'歹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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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作為黑人的能單看清丸。 文中「�混們的累死了」
持不昂之余提泳、 清泊之處過包珊， 彌足一件已成：車屯的，r�峙。

.a承回吽事．
義們都采lffl.人， .a.督本身元Z皂， 因此

主主明喃地
1.

不須要3已，會主

為重昆虫世人的1W.痛失，（比較歹：：. 10-19, 23）。
2.

麓的老先在車中，結果永這久，缸，試比起已督甘﹒鹿為龍
的先沛除掉了麓的的lffl（昂之九26﹔�＊23）。

3.

是在督章昆虫主義叭的攏，背著

的先萄街呆了

神�lffl.人的

要求（歹回24-25﹔五1﹔與五十三5-6）。
惟拙蕊督的 先才守成�

4.

神脫銷會傀的且車站（歹－＝三

24, 26﹔試前三24-25）。

V.

神性的祥式
「Jtfl各蛤所混」：王呆l日約仿真督的預宮和描述。
昆曲換Ai己第十二章中的地越常羊弟， 民聾u己第二才，

一章中實為色的制蛇， 出接Ai己現肘，七章中教-m"訂的jL;6''
J的來混一互令章中的五令學等等（鴨子Jai走八鈣，比紋路
廿四25-27, 44﹔9三21）。

VI.

神性的征揖
「＃且．彗星摔了」：真督的元5豈不是早學婷的事告誨。 9

局長了，完成行刻的錄制，

».. 汁，學揍，L耳丸，F的背晃晃1督

的F首， 是音﹒缺苟且葬于密封A�.E..軍民戶的�lit 。

VII.

神性的宣告
「文章看了」：且在督的，U看見

神局1世人的車告，

增強且已于在＋學聲色，J:..Rr局已：說的事， 全然強首．見和均已超已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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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我汁，令31）。述文培是

神舟且在督的「成了」鴨底「阿

25 ）。

注 ..'It.早期站在督徒如T守在惜這中強惆逛重要害農（我
三

32 ﹔三 15 ﹔ 四 2, 10, 33 ·

3i:.

30 ﹔ -t- 40 ﹔＋’七時，

游道 的 科 癸

的」（歹四

31-32 等等）。
文章苦的見証：情注足哥林多前喵汁，且，．王軍〈章中所
歹!l－＊白色，包E..）、。

(1)

像 帶，

(2)

3i:.a譯弘．弟3已，

(3 )

雅 各，

(4)

-t-�我徒，

(5)

官長歹自己。 自此宅r

2.
(1)

是在督的文章看最少証明了自件事

．

4）：蕊督預言

本身永慎的神能（歹－
（象肘，

(2)

J已文浩成了DJ:J.之中最宅T靠的事星島。
的丸之瓦文清

17-18 ﹔太寸，女 21) 。

I日約金銓的真草里， 啥是在督T辜者&Jl金（太五

(3）官我必定文章苦，
12-25 ）。

17-18）。

因為基督呆梅，祥和克鋸（林前＋五

(4）且督1絡要接合丸啥，判文下（我-t--t 30-31）。

VIII. 神性的差遣
「義（草無�）1賣給祿的

J

福音唱起祂宜生，..�（我九

16 ﹔9 一 16)

tr（我廿女 16-19 ﹔全是甫 11)
3. 祂以且是必2匙，也屯盟巴金易福音（健三-t- 18-24)

2.

福音是神壘的托

4.

祂草恭存之k推車戶福音的真耳里（..:b口 一

一

6-10 ﹔ J排 一 7 ﹔2口三三

5)

IX. 神性的拯救
「因主主祖會哥哥..」（"l官2可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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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lfL的學在：

2.

根尾的身忠誠．

「祿的哥哥�」

(1）脫黨廳的剝詢：永造的久湖（屆三汁，12-15)
(2）脫賈森的繪制：在日嘯，先活中（.3'女 14)
(3）脫黨惡的根學：在草督昇來的吋富農（扇廿一27)

3.

�尾的－學：

「詠盯著 ． ． ． ． ． ． 給學」（11會

2 市）。

恆心給

學3豈非J'1龍的明証（約八31﹔比軟約鹿三19﹔排一6﹔
我廿女22）。
主皂些商弓，足以lil.11月2鬼神﹒時沌的前·'ti且’
所說的彰息， 官鬼

，也挺

神哥哥口

神的真頭，宅r以處用于吩成身，L。 1壘迪

人且善于利用述方逗，

因為，已祖先會底清楚和進試人。

3. 引文式棋道
3.1定J足
足科帶到止， 試名足丸， 也L﹒舍身逸的.J\.,嗜血告文， 一帶
甚1吳牟帝的31三丸。？贅述人�3.J見了主題持以自己的說活
旬出， 然后記 F皂 ＂$＇ 析， 提剝奪頓， 再按，.t.T文解釋。 ，也
局解錯迋ii停.－.相似， 所不用的覓食章看用一是先鋒2丸， 后龜，
只用一帶

a半帝，

爾且．寺』屯潛逃，

a﹒唉呀成印象深刻。

3.2忱息
(1)

呀，采聆拆臺銓的淘泣， 仇恨會息中神龍的執戚。

(2)

短的31文令呀余早早..＆i.己化， 帶余辜況，已一成錯文這
比一帶困雄。

(3)

議會.－.j昏祥化， 吳祖蔣孝﹒勻的。

(4)

31用會J司拌均塘

a內容的蛤又是．很有帶塌的。

造善各蛤文．互相面已繕， 強滴其中的臭罵。 去步本身已用一
204

1·俺

神精稽的實話。 進科宅r富己絡的31二文很多。 ...迫曾

以此方對峙?f-始于覺到包。 可布真...本，.t..J之用31文桌椅－。 會岳

游道 的 科 美

可$＂ -31 二文T覺到皂的物瞥，看，’ 宅T以多看J\.,先;f之后i的錯叉， 厄扎這

1守人只要動換兵帶道， 芋，T也余t單1..31�自9克T說咎， －.禹且學虫草
吾吾賞。

3.3缺息
31用�；從車全丸進行31二文�ft道，要泉立志吾F鋒的合﹒一，
不如緝拿全�背道那4、明豆豆。 血從不用的錯文宅r禹色龍骨采

a哥？黛去看tA丸，已背﹒;!I>,害虫且L

不純潔東j屯九缺杏銬的，直穗佳， 品丸

會包車全3斗， 且又夷之導干�$白色，且監事，忌諱口民！lit自包括3奇楚。 不﹒但如此，
31三;t;;..迋1奮進入佳龍會祖先帶余手r，屯不在婿的橫肉。

3.4准各
(1)

正如解銓或ii佇立龜， 費年T費進入守31用Jl,�容易划'51'
的車全文， 准告網建貫以這室。�每除鹿鼎的目締。 農機芋，
是J. 明翰

(2)

a用，吋吋絃勻，特帶來令人重丸，早白色，為全身患。

泛些鋼頸鹿背存于浩實表中， 以有冬日后參考。 起以此
�o蝸趴在「.Jl又預告根食」， 旁有L﹒陪逗人宅r

1巴鍋領

曰串連月累， 留守會斗寄來參翩。 有人J司一位看甩姆的是全
T費進入量JJW＞色各婷婷:!/J,2,倒牟其各弄的t佇立龜， 龍混．

(3)

「今又龍舟T壘的車主義二三；－鋒日寸准爸的大鍋。

」祂暮

用了自己弓每年的甘J旬， 「嗯，也販毒告各'fFA巴。

」

草草看守其祂于覺到皂人的有已記
拆祂人？老退回寸要惜，各有皂t己讀章。 動瞥，看守£扎扎祂人的

心哥哥中改善自己， 采血色8、認人的缺風中警惕自己！ 句?Ji己
要)6\B寸犯

T安迪人的名學．每瓣，電每一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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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引文式i井道的范例
(1)

「十二字福音」（弗二8)
瓷的以此帝的部'2�題。鉛又是「諒1ilflf.－..－＇之本乎

息， 也因著會 J 。 主題宅T且人勾幣，
來的搭車丸，

「H、

神3巳!18恩典沛

因罪人常草的嗆靠沛嘻嘻告。 」祥組站研主主＋

三＝一學， 麓的自然會扭納出如干的互的、主要划芳：

I.

本子，見

II.

主主

回．

�頁官1

IV.

可學事先

V.

也因車間r
現在社麓的詩組壺看：

「本乎恩J
錯L明禹廟liiL看k事先用已白色逼良品亡。

11.

「是J
立主義明事先見的真騙。

111.

「你們」
�列出了事先見的結象

IV.

﹝得救J
�＊扇了..尾的內容。

V.

「也因著信J
主主明互協會出嘻嘻每..尾的進位。
I€!t.:t£.iJ:.雪切1挺立包玉泉�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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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道 的 科 美

救恩的源共：

「本乎恩J

首先的J可見是．「汁/A呆是？」
民已jι
云直划兮的黨三刊、J明題是「恩典JA.1可謂來？ 」 主主祥..
宅r以到晶

2.

神(J已像前五 10)

晨已通l:

賞雪三令J可見自然是「恩典帶屠龍沛來？」
3.

JiiL承：A督（見鈞一17﹔林后，八9學）

11. 救恩的真碼：

「是J

主主「是」學拿走方踅－－恩呆現，在的（如林甫一 18 ﹔女

11﹔

我＋三三38﹔ 約旦且自17等）。
聽見著的划：珍覓．

a 的事先見．

主龜兔頭！.

2.
3.

「哥哥－. J ， 不是「特守以可串通曳。 」

足足看，硝錯的事先見．

「是」不等于「4，且是」進「守

能見 J ， 都是「是」

「悔過良心

進5之相結的旅息：注.，"C,「叉亡」沌旬滑（林后，四

3 ﹔約

三19）。世主只有爾科人， 「悔過良的」JI.「叉亡的」。

111. 救恩的封象：

「你們J

S主「﹒你們」吳指燒？（兄弟三1-3）龍的以前曾：
「死在延犯lffl.足之中」

2.

因果，清.Jl:t杯（2 可＇＂）

3.

�－唱主進處（2會）

4.

傳道

5.

缺車站污（ 3 常）

6.
7.

(1 會）

神（2會）

息越昏味。可＇＂）
因車沛兔且且（ 3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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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救恩的內容： （得救J
起i.:i司幫吾A奇k話宮會之三已司、是農冒Y白色，學

a:

1.

�罪，的刑詞中（比軟約五

24)

2.

�祟的繪制中（比尋覓歹女

14)

3.

主昇來吋抗旱的根錯，（比軾扇廿 一

V.

27)

救恩的途徑： ﹝因著信j
述部芳自然需要昇次划三步：

1. 會的文丸（ldt.會呆甘�？）

2.

愴的自綜（是在督）

3.

官的結果（當我的海�）

m.必須加

由此宅T瓜， 在31二文或吟道中， 31文中的事

以51"析， 珍品位走過的划三步后， 加以駕車辛勞.biLJfl到�.，，之身，
...l:.o

3-fl.aiJ:.雪足1'1看另一JJltl.31二文或﹒滸道：
(2)

「基督奇妙的邀清J （太十 一 28)
主，鼻息宅T臥沌拌均出﹒

黑人來試

9

�

「 .a.督邀俯身手f�學普車旦質量昆的

T串串告安息， 持且覓一F賞揖。

鋒文自包括各淘漪， 最少有古以看見A令，tA

I.

。

邀清者：基督一一﹝我J
且承

11.

」細心研究

萌神龍的帆風。

祂的邀清： 「來J
�呆多�-ti每甫的事。 比較�車，在B!l先用的「來」學

2比臺鋒中其它的「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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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送里J

不足「靠近」
科哥哥裁，

一 J明.袋，

彌足直接勾

接融。這已..1t：不是一

一些事k學？、 第且已成官ι

�－

彌足先命

游道 的 科 癸

111. 她的奈件：

的主， 且

IV.

（旁苦扭重扭J

祂的描述：

氓無吳世人的本相一一一世人肩負罪的重鎮， 學斌拉人
自己的功銬，來嬴取

V.

神的尾處。

「我J

祂的枚威：

比較是在督•JJ1先用的「述說是」。

VI.

﹝就使j

祂的旨意：

a.1年白色手干先去－揖已看告去年Hr牙之身已自9，；含量t。

VII. 祂的賜予：
Z乏其；.�裊，

「得」

lilt...!!i;....:C.食， 2且直!tB寸的情贅，

均是白白、 哥哥

切勾永恆的札物。

VIII. 祂的

fa:� ：

「安息J

注定吾吾耕安息， 如肉』包、

良心、 心尾的安息等。

賞雪三lit!J.31文互之排主晃晃札A含章之人口的約翰福音吋﹒會�
命中取出， 題為：

「救恩的七小事哀J

(3)

'3t.1113巴車，起每成．

自9l1.

「且在督A奇想自己呆唯一遍龍...足

排座帶扎進入看皆可學事先息、 自由．每毋庸丸。

t己診為：

文電r蟄司宅r福的毛

」云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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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救恩的比喻：

「我就是几J

J'1手可三三重周先． 1. 入口

11.

救恩的人物：

2. 軍最重戶

3. 爾蘭，

﹝以我j

（比較傀回12﹔約十四6﹔女47﹔我＋三38﹔八 35﹔
林前三2）「會抑的結家垂危呆站在督。

111. 救恩的邀清：

」

「凡」

比載「.Jl.」學（約三16﹔約七37﹔扇廿二17）。

IV. 救恩的象件：

﹝避來的J

不是誰會學會告、 冀魯罪，的管行、 頭L』屯草，1m、均已番，、.fk!Mt
舍，膏、 娘心等等﹔�臭罵魚尾魚裊裊的進入（離制：遁入 一 只
描述步入獄勞的J'1）。

V.

救恩的調有：
先.1k足3皂白

「必然得救J
免給宅T爺的活所曹長征。

VI. 救恩的自由：
!IP逃到

﹝并且出入J

神窗前很葬取出創世界，官司已（約 八 32, 36﹔

�3i.. l﹔來汁，19）。

「得草吃J （比較 i寺甘三 1-2)

VII. 救恩的滿足：

麓的曾提到用淘清單已足足相用的紐帶（如：蛤＋三
23﹔守-t-26﹔健汁，女30）。 趴下呆嘴，接軾尾的.S.-1'-洞見。
雪t
I.

111守以記處自足�「三令J尚昆」。
虫子寺的J耳其E﹒ II. 杯娘的J同•· m.

真£丸，t常錯文T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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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嘴，累了。

一

F己

的鋼領先：

迫切的J回摺L。 可布

則告翩起沌的吟道， 每 一 帝都會會

」吾捨中均衡錚錚多多;i.主義，銓文學繪畫f)�

排道 的 神 美

的錢學老舍哥拉。 情參蚓萬零卓全王先排主且以1民身已海軍0萬零特金告
文的告﹒科建汰。 4
第四科帶進方法各眉之．

4. 寺題式排道
4.1 定文
起已發排進夷之先進一＋題目， 然后至普遍益于銓， 哥此守
錢有冬資料進克J兔的銓文。 益于銬的手夸大真車里厲于主主吳裂。
令其逗我鞏固一發旬， 錢﹒供免J先的鋒式能�D混入海中的
司長水。 寺鼻延中的每 一 刻"51'！.此帶有其實耍的勝系。

因JJ;t..

每 一 寺起去文排主龜， 要道主昌地准宣告Al費遠， 必須F付手可以T
乏實晶潰，

wa一 龍、

.a重要tt.。

建賀龍

AEE
is－－

、‘’，，

4.2伏息
使德道人勻昕致全面掌握量經中有尖的題目

吾？銓不足 一 本系統神擎的帝， 聲：＇」真草皂白色金γ宙垂k學！：.�井
主先看，來合－�﹔但迄些真要真單皂， -*P編欽在

神8、多長�
／

是，扇眾的娃絡，L。

(2)

提供有美題目的全面探汁

述方式， 守以按需乎要以 一 系列的游.lt!t.�口��單E。

r皂

宅T臥龍骨余的夾起草冕鎮。

(3)

使昕合深刻体金歪徑的統一性
管己官1告＂＇�虫色盡全金全罩之戶，尋忌諱臼

4

拙著〈肅

的是＆督〉。

t醬 、

民己，長白9 .:f.1 。 比較�Jf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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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文， 電r以看見

(4)

神扇索中的是在 一 。

研究歪經重要真理的最理想方法

委鉛中重要A是在本的真3.1.宅T且人情此銀t寸 、 淵明.a&

m。

是鋒包含了。每于

神 、 益，醫A各民 、 吾鋒的＊殼 、

召舍、旅貝魯 、 戲息 、 會』屯 、 寶r

�、

成吾吾 、

帶告

、

龜兔葬

、

叉車、 地獄警截學已。

(5)

使傍遠方法多祥化
因』此主主:t,'$急首且可學鹿鼎于

神活活的帶去龜，.t.o

4.3缺嵐
(1)

寺題范圍有限

切t已是鋒不叉車之�－惜這人R戶到寺趣的唱。

(2)

遠方法最終使德道人缺乏題材
"f告遁入車誓旦色j會比海�1贅述方足， 龍混早，含義現自己

先用L守情。

4.4准各
P色各述，科帶進鋼頓的方海局.B!l耳之后1。 游述的越自己
鋒進叉， 接下來哥哥札岳重吾吾吾其費科創明。

(1)

要害十封題目提出一系列的問題：

J句真延長者，t令， 當按一F到次感錢也：
(a)

1守，？
主屯限足了題目魂，因持固眷�TJ�起：

.IA？」�J司吋給題目提曹長.31宮。

(b)
212

T穹前；.7
云主當已明了造9學宿舍每題目的佛要草原因。

「雪兔持全吳學啊﹒

1有T啥？
主主為主龜虫學看，發揖且目的�JJlli龍背景誦出現局告全是 J向錢碘

眷攏。 除此以丹、

a.1吳 明接曳的香吽a.a踏車全中哥哥成全

游道 的 科 美

(c)

的處吟。

(d)

1守人？
起L包括了題目的轉過i.2>\.提供的結象。 燒給予？燒接

�？ 因此逗壘每月越錢﹒換了長手＋人的因哥哥。

(e)

1可失？
主瓦格通過地插進祠，榮題目的出夫、宅T按3屯和宅r鋒房

的對包方﹒。
(f)

1有r

a寸？

立志戚戚亡r

e寸J旬的因景。

車主題目所提的， 1穹吋﹒守�i學

R!J。
(g)

之后2個1可？
7tJ骨看車是會每每寺趣相榮的處用。

7tJ:tr1民t己 f已，

不幼

背喝T宙稍加穆飾的詩旬．

f 龔孝r-t:缸，唱z_，屯仆人，

裁量足一切的才身已一一

rw-,J 、 {1穹試 J rw. J
rw. J,
Ja r
、

迋手r

赴

／阿甘

人

和｛ 1穹蜂

之后如何

J

1’
0

J

(2) 世上任何題目， 都可以利用途七小問題， 有奈不紊
地以還輯性方式排列出來。
告足以�車站憫， 按沌，t令J可見， 宅r記t寸��揖L目的
式是周到晶。

(a)

主主題目所指1守，？于泉。

(b)

1守試議會台，已？ ，已是必需品，
.r:sP-黛包等。

給麓的旅B寸步令，間的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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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木、

2屯最如宵制成？插進色的制造、學件、研耍的
制造的會縫。

(d)

宵入重建�冬去主義7 lil.W人守細看﹒處？插進制造商A司長
自9-#1::t. 。

t缸里。

但） 逗我守以�宵先果到？描述守暴祟的店繡
的

主主義柯吋宅r以暴到？指出抽象的贊會吋刻， 會能會
息。

(g)

然后呢？劫折成立刻各異一令。
月三�1:剖穹鼻E目， F支吾皂回串串越i.-b'-1、J可真巴，

電r行的網電頁。

(3)

..宅rJZA

巴 列出

包含這些問題的鋼領：
血色逃到底l祥的自棕持提棋�.祥可屯的家主忘錄。

(a)

邱會：即「 T弓，？」

(b）研要：即「柯試？」
(c)

能盾：即「宵培」？

(d)

2屯人A.it: 即「W人？」

(e)

泛地方在哪里：即「宵先？」

(f)

�A.1"卡/A甘冒長：即「宵時？」

(g)

結佮：即「之后如呵？」

(4）按照遠方法，肯定可以把任何題目有次序、還輯及全
面地加以赴理。

4.5寺題式鋼領的范例
(1）題目一一直生J

車告文：鉤，當宿舍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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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ajfli著《陳必須咀宜－＊.）

5

1→－�命。

不能后I骨灰摸出所有看長﹒本題目的娃三丸。

游道 的 神 美

所懷娃三之必須是結本題目最恰當的 一 則。 麓的主告終

引吉： 或何事？
義的的題目J?3"世人是J輯之重要的， 人老司三貫主缸， 逛街
人宅r見，

a宅r造．入

神的閣。

也是香縫中最重要的「必須」之 一 。結人揖息來說，發
看，三＋必須的寧可翔。

(1)

麓的且也2頁丸。

(2)

麓的必須足見

(3)

如果要Jalil.進入

神。
神的圈， 'ft.官l�jj賀，t.!I忌，

卦r謂之。

2.

－

�..t.

團t先不是 一 科

(1)

社叉，L的成寞。

(2)

肉身，L的試�。

(3)

對包官t...t.白色1�� 。

(4)

樂氓，L白色試�。

(5)

.:flt瓏，L白色試寞。

(6)

智起」L白色，成寞。

3.

實E先是 一 科厲叉的試寞， ldt.1科學著腐臭的主命。

4.

注J電已捨文中的前早早是憶，

a主J?3"龍Rri尾的真.JJ!.。龍不

.:tt.現

呆不去足籠罩且不處亂的人。 相反的，龍主之處悅、手r

a城尾的人， 認認玲、曾扎，L事長爾主。
11. 重生的需要或方何人必須重生？
1.

肉陣是肉詠（第

6

常）： 肉像是每

神�載的， 足足每

司、J、3已且已Rr童自吾虫L白色，。 厲肉殊的人只能先出厲肉陣的
人， 厲肉陣的人卓臥龍��賀，看看是�·頓均等，但祂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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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肉穗」。吾先看人能在肉林中t寸

神的害，民（見彥，......

5”8）。

2.

接本能來氓，世人吳先在自己的軍中（比軟弟三

1 ﹔四

的學）， 因此祂們需要新－＊.命。 述新車命先給予每

ttt

會車在督�過良主的軍人。
3.

神的固3豆腐臭的（歹汁，因17）， 因此靡，人須要

神的民

搗鬼咎。主主貫主是「�J:.按3前來」的。

111. 重生的祥式或一令人如何重生？
1.

請看

神的活

程瓦爾

23﹔雅

一

相官商局廠廠：
一

17）。

「司、」 （1官

5

常﹔此教

神的t首屆索了罪，人的都要A

神姆的根錯。
2.

會者

神的善各民（：￥＂ 5會）：金又直用

神的悟， 叉車

人的憊，持現，相稽的人錯i事實先（約↑女

13-14 ﹔路 一

13﹔鉤，t 38 ）。
3.

.a.督替禿的精祉，仇恨「人子也必鳳祥

請看會』屯接民

被忌妒起來」（：！官
4.

14

常）。

請看相會且在督（11暫的命）， 接�

T字自己令人的A主。

IV. 重生的財象， 或何人必須重生？
1.

哥哥•
化、祠，且也龍和她尾的，讀t�ttt鈍太人的瞥見哥底
·

母。
。

2.

�－賞的， 如陳9

3.

恐龍A棒的，象＋宅俱樂，L的車錢，。

4.

m啊，世人， 不拘神族、成色成廢鐵。

V. 重生的地方或一令人可在何必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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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必須在地，L， 因筠先后太起了。

2.

過 一 名單人相嗆祖膏，會會泓主，..必貫主（JI學 一

13）。

神叉車是有每一 ＋甘軍長：車且是頭，在（比較林后女

1.

1-2﹔覓食廿

-t: 1﹔推圓的－15）。

2.

游道 的 神 失

VI. 何肘經仿重生或一令人何肘量生？

說延是危膛的（來二三3）。

VII. 重生的后果或事后如何？
結果真－－
新逸的人（林后．五

17）。

2.

新的名學（賽女-f-;:;. 2）一一「＆督我」響。

3.

新的;c;f字（J學自

4.

新的晃晃（帶回-t-

5.

新的泛舟（林后五9卜一妨害峙，。

6.
7.

新的發敬（來十

24﹔ 會瓦爾；：；. 2）。

19-22﹔夠回 23-24 卜一-a葬

新的注M（扇廿一
眼看吾先內容

2-3﹔屆五 9﹔新曹先）。
神。

1﹔約汁，因 1-3﹔旅居.s. 13）。

a周到折成身，.t.'

Jc司

﹒

「詠是否已銓重

1£7

(2)

救膜
章先官1持以「A旗」��萬g";:;.Jjl!J寺見其論述的也詞，

習時煥歹再唱主已’，汁，.:1t..Z.S.汁，一 會。
31言：壘鋒不是一 本身泉、 科 ，�、哲芋，.i«..:r:‘龍之勢
的惜， 員然其中所帶兮兮的先�善各方宙的帆風。

也是一 本

屆眾的帶一一。每乎且督的喵﹔＃且，－�學一 ＋主題一一－:tl
是孰廳。

救膜的意文
1.

扭喜固

2.

真真固ll.梓�（鴨子宅r見血-t-.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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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救膜的需要

1.

世人已鋒�給累了（�--t

2.

世人先旱的想可卜（�夢女

16 ﹔約八 34)

3.

世人己錯殺叉車（約三

18 ﹔ �E.19 ﹔T自到﹒女 16)

4.

世人3巳血色.7.)JI足需罪，（歹--t

14 ﹔與五→－.：：：. 3)

18-19 ﹔五 6 ﹔弟三1)

111. 救敗的成就： 基督
根3居委鋒， ..貝魯看到民少要看目，t：資格。

1.

必須視，戲真真的心A：逛一 泉
（蛤圓的﹔宅門，

45 ﹔跨汁，九 10•）。

必須等rA脹的執.:f!J :

2.

廿五 48 ﹔比軾哥哥二
3.

成了人且為哥哥看追根我J(-1=1J

20 ﹔來.：：：. 14) q

必須看戲娘的血色.7.)：所翁的血色均屬手
B岳王

4.

以自己的降瞥，注明了

24 ﹔9

一

26 ﹔

4 ﹔太廿八 18 等）。

必須帶甘....真的能會（來九
來九

（來，t

22 月1汁，它 11 ﹔加.：：：. 20 ﹔

12）。

IV. 救脹的象件

1.

官司K

2.

接晃過丸，與車站自己令人的根主（鈞 一

3.

＊屯九A貝魯主的主訊和身旁

V.

A鵬且祥的事與（ �E.24-25)

救娘的結果

p叭， 9-10)

R籠罩酋旱的故位（ �E.13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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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鉤，、 36 ﹔�女 18-22)

2.

罪，哥哥敏先（JJ學 一 7﹔約旦且 一 9﹔百一

3.

在

神窗前欲轉丸（ �E.24 ﹔五 1)

4.

主事

神和好（百 一

5.

哥哥

神的﹒除注（J每一 77﹔約昆主

6.

敬處地勾

14 ﹔我＋三 38)

20 ﹔9五1)

神用行（：！侈品

12)

14)

13)

永迄勾

神風在久，.t.（屆五9)

賞雪3i:.神情宿舍

a•學

神 t首梧的方啥是．

游道 的 神 失

7.

5. 仿史事件式i井道
5.1 定文
主鬼神帶進以金車去，吽�頁龜， 犯厲畏的.切II鹿鼎i!l拆
采身，L。 比海勾鮮血全�ii帶到包乎可榮， 是對己鋒叉的5之用u閻明

a.a. 用。

摸，中的且各.BH已拉J....y_全�白色，苟的起�違法延， ＃犯厲5之

翼翼，提拾浮白鹿鼎， 重已歪曲主持到t結5長

�Jι 。

4

、‘．’，
．
．
．
’
，1
．
．

5.2伏息
世人愛昕故事

盡？象全中的前；...去：.Wtζ齡4
一

。

它們揭若是了世人錯膛的每

是窗， 和展現每 一 科景象。 �虫學林的名學〈在香銓中

通見自己〉戶穗， 文芋，著TF.&.Jdt.風j最象共約三三汁，突抖。
所看...，，、悅和居d本的結約都是以其中一 秤， －�科基本，
家如：慎怕， 金色訝， 自卑’， 悅鼠忌， f曾4良， 議妒等�題。
述 一 切景象， 都宅r

a－岳重告中其到，

因此亦只要換委蛤說

宅r以抗中Jft.R!J自己。

(2)

提供許多游道的資料
�包指»i-嘴，l日約試，、 新約，述.＆.Al督的比喻。 會

看延長勾了三本帝， 每本會手r-t十令各鉛試穹的鋼績。 主主
華學唱JaJi1t均每 一 1:tt"ft':lit人的鼠帝之 一 ，

r色的�;i.鬼神帶到t

全是有令互連故龍的資料。 龍的聲祥〈如柯羲學JL.賣）��－
帝的故攻看， 于普通人處咳，甚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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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至經中的事遍， 尤其！日釣， 是方此目的而氾眾的
立志一虎毫，元錢洞，因為「扎爾所尾的各銓，都足為

缺切II吉龍的局的， 叫麓的因吾吾錯

nr�的成耐和壘起，宅r以

哥哥著盼望。 」拾到以色列甜言穹的身泉，金銬，L勾道：

「祂

1η過逼迫壘，事，都要T字為各處，持且．旬在鋒，L，正是營
成章足1J13:車來世的人。 」（.3'十五 4 ﹔林寅肘，
背心語說得很為貼切：

11）嶼，宙斯7的

「在l日約旦，新約缺龍泉，在新約

旦， 1日約彼A昆虫息。 」因此，�9Jfl新l日約Rri己摯的，進來
裁專

神的淆，男J乎含金鋒的。

5.3缺息或危隘
r己的主要�投足足51"民化萌發，沌，持犯r己的鹿鼎
推延互勾吾鋒中其它公�－＊..�牙，盾的地步。尤其呆比喻，
因為，也只見這邊的湖浪，混明品展方宙的翼翼。 學胡說，
在氣手的比喻中持或者跟車，。 一些T贅述人且也可學習昏要犯，皂
加入說，中，誰手果覓�9JflJIC牛鎮來勾Jtfl述道道！十＋．聰
明勾＂拙賣會的比喻， 曾缺誤用來看k唾手「部'5j-被提」的
錯誤迫311!. o T奮進入海.；I、峙，拉扎克朗進試，超越其本來的

.a.－.串了勾各鋒相逅的AiJJI。

罪銬，以

l:t.句智若已如一＋球，其軍皂鞏固平宙。 童話－旅在平宙，.t.'
r己又接融盈j平宙的一成。 要官缸－)618寸接融刮起述一鼠，
足球哥哥加以聽骨。 因此，比喻﹒又接融室。其軍皂白色，�中一汰。
主持剝�9Jfltt.明r來說明真單皂的捧一方窗口而已。 J\,,子，'f.r1守
幫會誤的－－草里，都是用比喻��真單皂的真趟，爾不是民用
比鴨t1字為棚子，當也明�銓的羲學。
持＆＋胡子氓，我子的比喻我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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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mt人的晨.a.

，

是直督昇昂之日寸耨辜的准脅。 揖鬼神省和科Ti吳明昕來衍了道，
接�丑令札峙中結出于粒的費悟。 各娃遭5良英「Ma.

」

a

游道 的 科 美

處處處旭、 清寺和緝毒瓦﹒沌的。 聰明和應拙的宮女指出

故人的苦待， 守扎特梓�j多白色，揖哥拉和弄輪中看見， 常自：.，盯
都車輛之丈量會其中的故學。

「也用最好的寒窗， 帶來最糟

的后果」磷呆lOJt毛宮。

5.4鋼領的准各
dE

，s﹒‘、

、－EF
．
．

參閱笑似的描述
為准看吾逗樂帶進的鋼領， 智昏要參蚓t己索在其r皂唱中

的相揍，事沌。 譬如， t己最于到王先」 趴 下的事進宅rJt色也
在17.i�沌，ι、

一F中摸到

。 回福音喵亦無。 回民傀五千人的

神沌， 在自福音惜 中 都拿覓 到 。 �累？尋F逛街全宙的仇恨，

a參鎮l所有相長的混戰。
(2)

鋼領划分全在乎故事的友展
每一主要比龐特足�一令主要划�。 對于17.i.!J.之事﹒件品已

足足白色封L是音， 哥哥L章對L浮白Ei.Jf司Jt.中JJU乏自封建鬼i,JI( 。 豈能令苟的缸要牢，
i,e，屯中， 持忠實J利用自己厲曳的想象品， 我司官沌的內容

－

AJ毛鹿鼎翎徊2是口崖，地滑在骨余腦海中。
主ι畫龍1﹜可見在看

(A)

.Dl!.117.i.!J.之事吽�it捧到色的是用領兌現j 。

「十令痲瘋病人J （路十七11-19)
他們的情況（第11-12令）
朱博裁之人的先景．

1.

不清寺（比較;f!J-t--=. 45﹔嬰穴，卡因6﹔誼會于回2-3﹔T自
-t-.%i;. 14-16﹔與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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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混混站看（比軾弟三
F卡

3.

，、 10﹔路汁，女 23)

混萌寸旨....：混導干人宅r底治瓏的， 魂的，也先＊自�（tt;.
軟約三

11.
1.

18﹔耶＋’t 9﹔9五 6)

他們的呼喊（第13令）
Z桶的心民：混沌一一「當戶」（比，故耶廿九
五十五6﹔!I)汁，

2.

13﹔與五＋九 2﹔蛤＋八 13﹔扇

13﹔與

13)

Z繡的，屯底﹒犧冉一一一「伶’凶」。瓏的吾先看搜出自己
的「根本圳， 因為龍們 － j己所啊，﹔龍的又乞求伶楓（比
較跡，t

3.

18-19﹔槍一 官學三肅 8, 10-11﹔太九 13 ）。

.'.iE端的給家： 「耶錄」 （J已久－

21﹔約四 12﹔釣汁，因

6荐）

4.

Z嘯的吋喚：

道義骨肉在世占的吋冒失（比軾寫廿七

1﹔

導思五汁，五6﹔林后女2）。 人主中雄婷的机會必續在批
會尚有：.e寸犯攏。

Ill. 他們的巨治（第14令）

1.

主攏的精：「告」（!1)-t- 6-9﹔比軾「來 J ：太；－－ 28﹔

「且」：賽因＋五 22· 「骨」：約五 24, A「接待」：
鈞一

12)

2.

順月民主的道 ：會見且其道（!1)-t-女 26﹔女 17﹔3民間

2)

3.

清淨的錯遍全﹒注�－－「龍的舍的甘冒吳放清淨了」。各處人
前祂甘1迋金先有公Z書或虫已�祖咽己的卸車車已有弘比如清淨了
的。 主毫不見3亡魂的的 「是�」單位「眼見」， 謂是其耶
穌所說的倍（比軟約夫47， 約旦t.A

IV.
222

感謝主的人（第15-19令）
t足足的心電TJ已于．

13 ）。

花甫＊偉錄音京祟的影JL爾特后I站在督（比較太，、4﹔加自

9 ﹔來汁， 1-14 ）。
2.

﹒龍混峙的是泊，(l官

6

常）， 請此來組

23, 14 甸的﹔路五 20 ﹔排自 6 ﹔西
3.

祂澈卑的「

4.

t

a

一

)tip前」（比較給它

「嘴說」敬軍事（比較約四

神（比軟槍五＋

游道 的 科 美

1.

12 ﹔柏前五 18 ）。

38 ﹔八 35 ﹔ -t-39）。

23-24 ﹔來汁， 19-22 ）。

接下來﹒義的特付給另 一 則身泉，帶 ．

「信心的蝕摸J （可五25-34)

（巳）

她的情況（第25-26令）
不清（：￥＇

缺迪拜（11嘗

2.

一

3.
4.

25 常﹔比軾;fj汁，� 19-20 ﹔與五＋九 2 ﹔啥

13 ﹔學，五 12)

�瞥（黨
三

26 常﹔比較譚震耳 22 ﹔也J三 17﹔ 加女 7.

民外

23)

-3己所萌﹒（：￥：
給＋五

26 常﹔詢弓，：給它 41-42 ﹔太五 26-27﹔

14-20 ﹔9五 6)

9色車（第

l
l

－

5.

25 會﹔比較賽女 5 ﹔寫三汁， 12)

26

會﹔比較弟三

12 ﹔9八 5-8)

她的信心（第27-28令）

背心的Jil,.l:也（：￥：

27

常）：她骨文呀，延缺鬼附的人哥哥底

淆的神逛。

2.

布會d屯的Jil.ft.：地相會
＋一 6﹔電r九

3.

28 會﹔比軾來

23 ﹔路八 50 ）。

會峙的騁，：ilk'f!t人群掛攔， 她這是且是拇指來（l官
會﹔比較建廿九

4.

看，血色�搭車比（：￥＂

24

25 ﹔結.：：：. 6 ﹔那 一 8 ﹔廿九 13 ）。

背心的，屯底：她臥車已伏爾泉（軍

24

帝， 比較太＋ 一

28 ﹔龔自＋女 1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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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祖i＇＇屯的目棕﹒純朝

彌．來，唯一 血色匡治純的人事且是

（：！官 27 常﹔比載能五

31﹔約三 16﹔鈞 一 12）。

111. 她的福汽（第29-34令）
1. 她帶民治（:I官29常）
2.

她在人敢承仇（草

36 ﹔
3.

約旦且自

33

呵？）：按著知故（］叭，于 10﹔弓v

16)

她靜安﹒處磷揖（：！官 34 常﹔比較路.... ,4g ﹔9五

、

1 ﹔四 5 ﹔

加.：；. 16 等）

.J

正鞏固其 F皂 貓頭已白色帶到t， ﹒借到t 、要三昏逛商k苟F， 列出鋼
憊， 典隊的絃勻。
最后一 科帶到tA:

6. 倩氾式講道
6.1定 X
� 一 些人�平中

»r瞥，勻的.ttiJll，

詞已麓的嘻嘻音響氣和

重丸濁。 吳學品， 述是＋人品格的研究， 8、中宅r看歪曲龍的銓

�。

6.2伏息
(1)

漠傍記既有趣味又有份值，

(a)

如故

它有三重益赴：

人的能格紙電r禹色先最別人入組已的研究。

(b)

其是
研究－1tt風

神的人的�平， 本身試是一 碎屑曳的

激進。 F皂竄入警軍勢扇且t渴望，臭嚕。肅的故處�i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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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瓷缸嗨，

神的磅，祥。 曹長歹說：

111瓷缸瓷缸會學雷缸， 取義瓷缸培轟骨一祥。

(2)

」（林前汁，一

佬氾提供許多億道資料

「詠

1)

游道 的 科 癸

r皂店拉屯人渴且旦掌，勾龜兔，已

11信心英雄的丸

4ft1'自來唱，汁，一會宅r恰童話的喻�：
1

鋼」， 其中JJi"記述的T前已足以 11t11每一系列游遁的資
率已。

(3)

德氾提供多元化資料來作有效的健道
，已全是換身一神情這真還形乳白色根舍

商已'31r劫之幫會看告JJ!J

人的主平觀感自己， tt,如一宙﹒錢子。

6.3准各
i－－

、．／
tl

主龜掙了人物之后．
界之翩煥在是袋中提到此人的JJi"樹，

t己哥哥，

重L軍屯人﹒鼠

其主k平的每一緝令。

(2)

進持此人注忌，平中JiiL著的事沌。

(3)

刻也會包主要的骨質E
．他導干哪些﹒此后已勾弱泊之？
純文頭，3違法划用三-1'-J耳其巴拉人浪費品考一令人的好

(a)

T也是汁片荒祥的人？

(b)

�'t卡�地成為沌祥的人？

(c)

�龍主主祥的人31 起？卡.IA最多吶？

(4)

銀t寸祂.a§成的因由、 進3屯的方錄取�JI良的方2泣。
耳之喜皂

�t信 封L官u吉3毛.a§屁巴，

因為�述方窗看外j$,1)且可學

警來的地方。

(5)

芋，忍再拉攏接替色的苟地訣。

(6)

主持芋，勻的AiJll必須庄周到自己的先活中， 然后才情
起屯a苟 呀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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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年代先后列出龍的主平掌沌。
記每一且是哥哥F述

(8)

a智雄，

作為一＋主要鋼領划'5)"。

創旗最好的情況丘之帶進
杯特著悍的〈吾吾錯人物〉頂和參考。 孟之泊之所著帶多

脅，按主鬼神背道的帝也帶是最好的，

它們宜，看，真切的吳建

和喜怒氓。 文鴨綠奉告〈耶轉一－3鼠，早血，的生，平勾吋�）臭
者。每本題的旭先。 �.l逼迫之所幸寄給以�!1312..誰叫人利沙的A平
都是本見最﹒龍的胡子。

6.4鋼領范例

雪!t111尋尋t寸步合． 拉人苦告
（進溪鋒文：也j五

筒介：
.M.勢已�緒是．人

18, 21-24 ﹔來-t--5;

m-.－忌恨的盡全金吾人物，

乳

14)

在！.n:"咽t�平的車告

文只看回常在 l日鉤， 三三常在新鈞。 比載帶給世﹒人帶3丸之
兄長會t己。

I.

他的出生（創五18)
祂晃晃過的章，t� 后，膏，

出且已于人吳祖先犯罪后女

冒二十二牟。 祂勾晃過.:t£.J61-e寸T℃共滑了三首牟，
龍骨到一切看﹒央軍的自來、 結累的苟，判， A

因此

神�＇屯官屯

人頭L超詞沛提供的事先娘。

11.
1.

他的悔改（創五 22)
耳聽

t.•拉。

祂于女＋．五鋒�了為三

226

主也是札祈進來的」。

因此

祂導干布會峙， 但是「會

神一起曾．每龍豪放， 龍相會

牟flJ司ff

混淆。 包骨，

。

也元錢J旬，

神在龍的Jl.,手也是；.B寸．每塊

主笛�』字音哥＂－fi?.4虫，t'�茄T棉叫， －

」扎比以糖1見見鬼

眉
哥L品已

龍�自己的集中悔改，

會膏。

持．每

（見T自妹三

神＃
謂T

神J司行， �

�J市建llilffl.

神利用帶9方棒，已永恆的現，呂鳥槍每人，

人揖肉
2.

「述5度于此也已

游道 的 神 美

持．每

14-24）。

#I揖包
祂勾

神J司行。 不在乎周遁的.Ii,苟包鞏固1守， 這毛主生且是

悔試真正的身忠誠。

(1)
(2 )

龍臥龍的行為主苟且＇－.$Jfi'-=tS.：：；.會且常)fr插足的相似。
祂后，來的行為（比較野三

111. 他的品行
1. 泛品行的舍，電 ．
早早品，

10 ﹔

目的﹔五1,

神J司行持不比

在扎爾的世認真事

13-14):

，也最少晴缺乏吽曹（見，太，c

(1 ）和好，：人要．每

2. 15 ）。

l.!ta

神這舍。走掉呢？請看)fj-1:買者F白色，管怎物，

歉，L恥，足，白色納（比較歹3i.

11）。

(2 ）勵屯（司征三 3）：共用的自棕（約且 一 7 ﹔
(3）勵屯：常活Z冒牟（比軟約八 31 ）。
2. 祂品行的記喝令（比載多.：：；. 14)

申廿三

14）。

(1 ）魂在軍屯人窗前.Jt.T.每

神風行的槍，祥（也l五22)

(2 ）龍在世人窗前.Jt.T勾

神風行的撈，祥（J見書記

(3 ）她在自己的心果中勾

神風行〈來

祂司已頭，的「具混」包錯了平安、

14)

-t-- 5)

4每月忌、彌足和又過，

�.a 8 ）。

主主些只身已哥哥身金全身， 不是龜4Rr禹已形容（

IV.

他的見証
龍t寸

-t-- 5-6)

神喜成（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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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龍的需信心（來-1--6)

2.

3巴龍的－＊－含音（比載百一 10﹔提前女11）：培學、守苟t

a

，也屯的主淆。
3.

�龍在世那中的見証（鈍14）：龍承屯人自己掏
峙， 持身恥地為

V.

神的會

神站起來宙�世3（太-1-32）。

他的預吉（我14-15)

1.

祂指食棚..肺

2.

龍戶林「崖，降It笛」：2龜兔

3.

祂汰出的文Jffl.（黨的命） :

.a.督界來的第

一

次頓會。

(1 ）不敬庭的安行，（2）不敬

鹿的委會.a(3）不龜兔庭的罪人， 都必要宙才會制。

VI.

他的被提（創五24：來十一5)

1.

·ll:UJl:

牙、致全P巳，：；茄T續起耳目r..RU

2.

預家： 告會缺錢（柏前圓的－18）。1
到＂＊科貓頭已的帶到t

箏，賞自r。

JJl換多晃悠的食福音譯aa＂＇宇宙色，方

處。 會遁入宅T車妥善5屯的帶頓軍官利用各科方棒， F皂 的各啊，
"et.泉。 宅rJ皂， 解銓且已是JJr＝有骨遁的

.a.石趟， 尤其對tt,;tit.）、

佛要鉛嘯，.學用一的會泉。

T奮遁入諸將心竭，包＃息7.J-*.J旱，
白�r時迪人。 按·�方啥，..宅r以7(-.扇
掉，

神舍脅的精賜勾

最終必且已成為樹明
神全部的漪， 排

神JJr衡的于民。 看人曾蟻，：

「嚕，

見其悟到t人，民峽會音符其E棺竭﹔ .31.：文�.，..遁入舍我龍的呀，
劫之且也哥哥蜀毫無元味﹔祖解鋒�1覺到t人的困地，

＊r·旬，’裕

，； J息－�包本身色耕息處』�吳學。

之龜鹿，誠先

」

臺錯給各科帶到t：方譚心各有鹿鼎的內患者已圓， 其中啊，
于學3皂白包單已單皂、 自寸T℃、 音頁， k f賀禮r、 告膏，豆、 講t曹r、 苟F過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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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t 世i', �寓，、 種•－＆罪”，哥學急需F司f- o

•

神的J、胡t哥皂哥叫告當P

因此，每1ttft'

逗人釋說;t,札�取之不愿、 用之不竭的屆民a.3.1.lf'"場中
骨拓， 帶』比帶領臭三的吉13走瑰扭后1

.a.瞥，

)61B寸在主養的真

游道 的 科 美

爸的內容才可良龍元5)-家各（提后三16-17）﹔

道，L造垂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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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道 的 題 目

第九章

i井道的題目
看J 銓文的主題，紹了主要部芳，衍准告－
3前排道主E.;f丸，恥大宅。告成。哥拉起草賞的題目是易

·a缺的.:X:.l字。

一忍不弓

進用題目的伏息
車，要的混成是逃到處梧的自緣。 啊，些情遁入不太相
倉皇惜。 但是.＆.illf會主昌地說．

「看，些情遁入屯九�!li!.1奮自

己的，r-1但是不字會主話， 官主義越肩13e.洞元人的長凳背道臭不
字會主話！
牟字畫要J、�布置信？。 布置嘻t...f叉車已學會苟且自包這崗，息，1 沛u已�71-1奮
主事世，人的來﹔耀祖r息。

神單已再想 ．

「義吾先嘴，在隨密無暗之

地混t舌， 雪It�手f�.f在香的后脅說，：訊官1寄予求量足呆我轟轟的。
雪兔耶和半JJr切令白色，呆合丸， 所說，的吳王，
說，．

:a.。

」在另一先

「詞更要太戶曉叫， 月三守止，見﹔鉛起戶來， 好象決誦。

后1義冒娃混明旭1阿的主的巴， 后1雅各單已當已明龍的的1ffl.足。
（與四十五

19-22﹔五十八 1)

:ia果重旱情宅T且人�31�稽的人來呀祖膏， �：說故息，
－

處于告， 去爭蜜已 自t.il-角色�31九角色虫子。 .!t.白色，.:X:.TF哥皂司已雪lt111且已�
7前泊， 替t持這鬼，L蜂起目， 3乏真前，每每�處于壘的命龜， 試
』肘，.....,.....，屯進掙題目，喚起昕來的注息，持犯龍111帶到

神

民島賈仁益的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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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造擇題目的原則

2.1

首先，要過毫克3克謬勾牟人骨肉的題目。手r-tttt-且包人
預定的游越是「．月球，L的人。 」式，已令你鼠， 到處
呢要放壘咎于t.＆..呢？因 ；，｛） 月球，L根本吾先看，人存在。

2.2

第二， 題目的范圍不弓﹒超越自己的能劫。 ;f!JJfl.31人注
目的揖L目'3\..31骨劫之， 結果本身已克訪昂l� s 前已骨頭之劈
頭�JM面是已凋色， 看l'".31J足許已官1牙主毋庸。

2.3

，乏，題目的故汁要31人注目，當t.－＊.好寺，.:JJ:-1旦人4屯，
d令官已人期lil.畸重。其中的祖r，息。 過年越El B寸， �：甜臥車良
主的精；，｛）包祉， 「訊叭要民苟家蛇，別l良謂之鴿﹒誓，。」（太
-t-

16)

為這軍!.l�目棒， 每 一tttt-且也入海留』屯兵祂tt-.ltt人2個
1守!it..陪祂叭 的第E目。 越；，..：；掉誰苟屯丸芋，�ii午9苟可譽的知，鼠，
)61B寸又宅r以響到民自己不犯Btl人的繪色長。

3. 表述題目的方法
我這題目的方錄很多．

3.1

直是月2記：如「先后，如呵？」「九人呵成告？」「又!It
在哪里？」「

τ龜兔最于較大的人？」（草督）「人守以研

知自己永逸停車先嗎？」「-Ht.t.最大的lffl.Jt.啊，.＆..？」

「 1守舍1可JA.7 」

3.2

短旬�：帶進香絡中「自己」的， （見申廿四

16 ﹔守

'" 36﹔我一 25﹔排.：：：. 12）， 宅ri己見自足為「本身的
，」。 音帶足「看哪 J ， 電r命題；，｛） 「祖且可串通，白色」。 除
此以外， 「祖和知道的心

「龍嘻嘻嘻存的

J ,

「龍

釋放愴的心 「請誤的甜甜」， 「丸亡的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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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3

呀！」（啥；：；.

1 ），

趣味佳寺，越： 「

都看·31人注尾的鼠標。

神的炸草書」（1l嘗 一 16）﹔ 「先蜂回香

的J可見」（來三3 ）， 「風叉的這會」（「

游道 的 題 目

「哪一 帶！看 一看！骨

「誰當事！」（蛤＋圓的－24),

神配合的」）﹔

「－tt.大元肺的三＋繪濃」（.］.）錢）﹔ 「吾鉛中東棉大
的銓文」（約三16）﹔ 「式芳，」（鉤，台的﹔九16﹔汁，
19）﹔ 「大足的哥哥」（獄4廿二1-2）﹔ 「不先的人」
（倒五24）﹔ 「成砂看的先..」（路；－；：；. 20）﹔ 「粵人絡
每每己」 （新"'C' 10）﹔ 「局守固
11）﹔ 「育期l賢」（電r

:,ld （我 ＋三13﹔提后自

""" 36）﹔ 「 »..輛車記到呆坐」（槍回

1-3）﹔ 「 一先歸宿，」 ﹔ 「強－�金又」（蛤廿三）﹔ 「玖
哼，」﹔「自由的訊朴」（林指令22）﹔「看見，不絕見的」
（林后，因18）﹔ 「

神的周;r. J （排自3）﹔

神的軍

議」（J唇究10-17）﹔ 「凡我之Z」（蛤八25）﹔ 「吳瑰
的移居 J（約五24）﹔「最后的呼喚」（扇廿二17）﹔「不
會的會我」（路甘四25）﹔

「糊＊人」 （織主廿女21）﹔

「未見的活」（蛤四16-20）﹔「..戶的宮，苟言」（屆三9）。

3.4

最后， 題目守切合特森儕司已：吾�i足可步： 「童話

神來歪曲

世，ι」﹔ 「又冉的誰會」（蛤；：；. 9-14）﹔ 「自且是帶頓
的旅客」（太二1-12）。新年，： 「1日換新」﹔ 「三令心
鹿」（啥；：；. 1﹔路＋五1才－19﹔與汁，；：；. 2）。因反曰：「自
由的誰會者」（））、集中梓鼠， 以自由，$

神的人，

9女22）。是見智：「-t-3奮起忌器」（當會九汁，二三1-4）﹔ 「型會
長的象31

J

（詩 一 冒五＋ ）﹔ 「費畏的固鴨」（帶五＋

23）。

4. 著名伶道人使用的題目
�格ff::': 「廳的就延」 （約-t--5

6 ）﹔ 「宇宙’的磁鐵」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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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二三

32),

「慷慨的風」（約＋二

29-30）﹔ 「自由的限制」（歹-t-四 12-23）﹔ 「三

精」（蛤；：；.

令槍歸」（赫爾自

3-4）﹔「湖口的lW..」（林前九 16-17）﹔「先

亡之先」（林前十五
的，

為札道：

1 7）﹔「
九

a·

「進民的哥哥喜」（我回

「妒Z」（幫會廿三

6）﹔

命的＇$＇實」（3:..T-t-’，t

9-13）﹔

＋五

19-31)。
23）﹔ 「爾賽」（況下

27）﹔ 「起又表這」（守；－；：；. 34）。
書畫串特：

回

20-21, 50-58）﹔ 「 a.a之先」（提后回

16-17）﹔ 「.J:k新哥哥7.J」（澳回-t- 30-31)﹔ 「不骨扎的

骨.J:k看」（我回

廿九

1-11 ）﹔ 「百川的商品d

「�·會吩祖」（萬八

「民塊的旭日」（與九

23-24）﹔「黑人11:.義」（太

10-19）﹔ 「盾會先要文 J

（也l

5-18）。
耳聾T自辦：

命」（�口；：；.

「呼忍的鐵底，」（林前九

20）﹔ 「雪且要．．．．．．但Jiil· ..... !

16）﹔

「先麓的主

」（蛤九

摯的金札」（鉤 ，t-38）﹔ 「新－＊. J （林后五

61）﹔ 「獻

17）。

已試的狄－＊.博企曾以「1!!.i兔餅，不以剝的夸口， 民學
麓的主耶，承...督的＋宅俱樂」（加索

14)1弩 之了，屯題為「＋學學

之總結」的二-t--JJl!J吟道，當妒現l如，F:
「＋宅俱樂的深處」（排；：；.

5-8)

「＋學學的勢必」（赫爾 一

18)

「＋宅俱樂的�7.J J （約才，；：；.

32)

「＋學學的必要」（約三

14)

「＋串串的緝毒生」（林爾瓦

7-8)

「＋宅乎每所賜的自由」（約八 36﹔扇 －

5-6)

「汁，宅俱樂籠繪的品格」（來＋三 20引﹔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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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的乳吾先」（排主

18-19)

8-11)

45-47 ﹔來九 12)

「＋宅俱樂成章屯的和平」（百一

19-20)

「＋學學貝魯靡，的功..」（�－＝－

21-26)

「＋宅俱樂成就的裁員與」（屆五 9-10 ﹔玲一

游道 的 題 目

「＋學學敘累的努混」（路廿四

7 ﹔曹先前一

18-19)
「＋學學移到的Jtl.:f!I」（屆汁，.：：：.

11)

「＋學學碘給的臭棋」（約女兒－56)
「＋毛俱樂賜予的地tit.」（林后五 20引）
「＋宅俱樂印証的新約」（林前

-t-- 25)

「＋乎每庄周的法控」（�口五 11)
「＋學學昆明的展」（�五8)
「汁，學學引進的瓦舉」（扇五 6-7.
「＋學發消叉的地獄」（約鹿三

9-17)

8)

�些互惠秘lil眾游.－.題目的.!Jltj.句會﹒血，

到也人著身色多旱，見鬼拌均比特告，

所看，實牟T費

必血色�中哥哥益。 細看旅

會處于聾的綜趣， 電T給麓的措塾， ．在進2，帶到t題目B寸， 給
麓的錢眾對行.起來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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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i井道的准各
至l-;1.‘人白包宜每格、司于告和唱起命，﹒時遁的，悴耍，音帶－
A-1已結祠， 帶沌的科�譯自見目。 J.l!..a'ft.Tlli咚槍另一重要
練起：吟道的准告。

准爸的需要
1.1 不可缺少的
封t：有人會各屯人， 如果脅到也是，

神局會見的， 情遁入

－.＊..

章的尋訪B!IB寸J明世t.戶﹔脹、屯九真的准告。 T費遁入既.lt.3已眼又
帶陶逛， 頭L身已，四且具島，也i:j:種闕，已。 語t.t底的,:t早已啥叫香

!9 型學

的結研－＊M麗的Jl-「�主Jfrfj屯的取＇$」（宙間17）。站研�
頭i�L穹3巳瞥，于告別也人咽，自寸吋道t己自己A

神的「且人」。

a

�「且是心所曳的野營」帶來晏海大典型腔， ，也議會遁入
吩且也z者今且已虫叮學氓，譜。
-ttl:.﹒時泊的混身的!flA祖恐龍們留用t:

「宴請站研昂之

苟且.諒Jfr逸的游鬼， 昇惜獻越勾毒，告，已內容貓頭j峙中，
然后，處用在日常•.＊.，繪中， 謂民扇，接

神2時叉，已的會鬼不對

月三扣的情:.iJ昕采峙中。 」

1.2合乎歪鍾的

.J

在世直慎的准告F中， 帶到t 、跟隨聲明動屯!Je.�述的品，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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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fr� J'1 ＊＝＇峙的幼告，的麓的昇乏足，。滑動組
？”也唱＋且，r;1t.1汁，三命。雪鬼們不動記述已.fJt.鉛文命題為
「 T奮進藹，份情.ill.」。其中有三吽明旦的事：

I.

1.

伶道人的特性（第9令）
龍墨寶智趕．麓的底放一一一

(1）啊，哥哥軾的智越（車走后三 15)
(2）有各峰的智越（太-t-.S. 52)
(3）啊，嬴取民塊的智越（建-t-- 30)
2.

a吾吾t

善于

「特知

1:Ra切II余人」（比軾車走后，.：：：：.. 2 ﹔背回

6）。

3

不屈不錢： 「扔掉$如飢..fk1J骨灰人 J 。祂看耐心，欲試
不穗，退學鉗祉，且看自綜Z立即爭前進（林前＋五

11.

1.

令人真的預告（第9-10令）
祂墨守心－
其宙間

2.

a:

「又廳長越」。宴會，心息，ltJfr.fk串的（盡是

15）。

好學不略：「又全考 J q祂要"t.t出刻骨耐虫學的1'!.1介（提
后，二 15）已

3﹔

看悔不安： 「又聽哦，帶�議會

L ...耳里訪明，龍骨－

看也血色井然看昂的頸鹿（赫爾汁，自

4.

合乎吾鋒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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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說麓的精」（耶甘·Z..

28）。

慎，尾： 「正直」。不逃遁�悟，不諷冒 7()莓，也不斷
會耳昆Jι（林后回

7.

19）。

「況且直旬的城典活」。龍..fk串的A「耶

譯自1急如此也已」．

6.

40 ）。

明踏足，非： 「尋求守喜朧的官悔」。泛婚宴�.鋒先司長
貴賤的錯，..7.1 （耶-t-.:li..

5.

58）。

2）。

處恤：「混嘉活」。惟看帝

神的真通才能是勢和帶

積人的必接5良翼翼（約金3-4）。

1.

直截了起：

「好象別棍」。龍的帶進不是家樁事峙，浦

是科棍，臥龍剝且事先知、冷喝得
2.

留下印象：
自

a 自曳的認甲（來自12）。

游道 的 准 爸

111. 使人心服的健迷（第11-12令）

「訂糙的會了于」。每一則帶－墨家訂于，

神的－措吾吾叉的血色�蔚文道，賢先人心深晃晃切（那廿

三29）。
3.

嘴學者帆風．

「晃一 ＋拭看Tit賜的」。"ft-.:dt人不足足�

官人， 幸之戶官’，根屆l均�
4.

主義功瓷缸．

「功成

神主前來（鈞 一 22-23）。

J （比較，思主＋五 11）。 要導干建娘拉k

排主義功效。

5.

�瞥見已果．

「旗唱主參」。 肉，$叫人好逃走房，官昆虫學普

的本法是甘軍民（或廿二29）。
所！！§： i1的建官－.：有三千年之丸， 混在今又迋 一 轉告﹒
B寸起草用。 鹿每 一 位立志"ft-.itt, �要呀余帶進車屯的， 在事
辱，L純嘍，絃

nt歹J'1。

1.3理所造然的
神賜

的于民「退學的r剿，帶此身延續

（車是后一 7）。

各1守舍弓F現況， 必須先1'F准告。 律府可學組』屯爸身軀， 只皂

a

.:r:.人帶細嗅3連說回則， 民主要進慎研究擒嘴， 在明取在
展若忌�明前， 哥皂 一 次.5'-一 次的申，全訊器。 看，人明智地注

�＇－室。－

「渴皇助人沛金先看，報告的當時道， 不能算是真走舟．

F已不去也是幻想！ 」在龍舟沌的.:r:.1'FJ;,, ' ﹒時進入眉立紀內容克
言？局可寸， 才能犯，已取品和T聖勞！
付給了吟道的准告， .il.:t£.'16l雪lt.111淡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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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協題的進捧
1風浪T贅述人接展了帶通道績。龍宙材的J句真巫見，「雪延
4i讀tii鋒槍？卡./A�式和題目呢？」如1可老吳文游趣呢？要解
按�Jal題， 可學－＊－考處好，學因哥哥。 且丸T白色貝u先進宅r直是哄帶
耳tJ:

2.1億道人必須城愿地禱告， 尋求
既然是

神的.:C.1字

神的引辱

背道人自然婚宴豪近

神。 �

屆民准各處具，看自貢品蹟．

(1)

謙卑
食迫人要混混土的活：

「因泊爾了麓， 諒的意且不純

作特..IA。 」（約＋五5）此外， ...督混：
苟材，L， 自己車記本身色結果弓．．

「怯于魯木幣，在背

詠1盯著不嘯，在雪t旦窗， 包

呆逃掉。 」（約＋五4）在車的寧寧主， 進視，連串斌的舍地。
銓，L泛祥泛道：

「

且也按合平.31頓犧卑人， 峙

的.:!tt:fk

切II龍的。 」（詩廿五 9 ）「郡乏實主志，永這長壽毛�吾者
的如此混：龍舟看廠的，
的人。 」（與女十女

:KA處d屯痛悔，

因龍活浦也冕成

1-2)1老遁入座如司長百主持悅：

「

毫不

哥哥自勾雪延風卷，車且不要挺麓的J.k�.!IL頓，L告。 」（出什三

15)1贅述人悔自寸吋混混自己如呵，所帶的主且也如呵，要「 8、
主義7前血

J

0

要在游台，L游沌，..必須帶告，J.k久，L建貫一F

Rt·跡的沌。

(2)

信靠
神�「究會r乞求， 一虎不鑄造 J 的人處啊，智延（雅－

5-6）。 「人非看會，
240

a本身色帶

前來的人， 必須搶手r

神的魯曉， 因為封

神， 且會

費媽那尋求

神窗

的人。 」

自3禹色J舍， 鳳祥帶汰。 」嚨痛，掌聲

神，

的�j,omt

才J龍海軍。.31學和血色7.J﹔

息，混世蜴會峙的祈求。

(3)

游道 的 准 各

（昂之汁，一6）因此， 會.:dt人必須待會

謹慎
﹒借到包人不宅r，忽略諮詢守以略見。的接到t o 智足足�瞥

』屯站研帶來， ，也由于于告到t

.J、普.. ，屯渴且皂、

全4屯舍沌，司已

神。 迫命學看來， 種ti走本身亦必須竭刀， Jil.全自己的持告，。

(4)

值忍
會進入耐』屯等待

神， 自然會哥哥罩。帶告的苦丸。、內

麓的善其喜忌恨.31學會我遁入一切的真車。 建吾吾吳逸勾起草且
悅，

看！＇＂°f'F

的早T芋， 記品展鋒又成員也目是切﹒倩遁入的心

廳局足沌。 吾叉車奧會我的持告所成舍的字， 又血色哥哥身陣
會 人 不能宮息。 肉豫不喜勾起夸張
的准膏，L必須夸張

神， 祖T奮進入在風臭

神 不守主主虎。除了�腐臭的准告，
，

各1守主皂，皂白色方啥都一元吳先，

「肉誰是先草色的。 」（約女

63)

2.2億道人文才有尖的題目或經文可能早有印象
�宅rj色晃滑過每日幣，娘心蚓海金鑽回寸E哥哥哥， ，也守能是
學些事件、 課題 可 ﹒紐叉， 甚ll.J走錯三之中的學學成果旬所
是切沛唔，﹒民祂印象深刻。在豪自陣含混鋒文成果是盾，
會且會沌，

「越是，音帶沌的迢迢越自嗎7

J

�祥祂夸張

神，

內心晃晃濁的即取﹔也來進深刻， 因沛硝�，；：龜兔主要祂音帶
的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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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有美題目可能早已進定
其它r禹色是主自擎的香鋒標程．之一， 也宅r禹色是曹先預
脅的吾娃＊游沌， .青年，人...舍的安袋都芳， 辦越早，已
造見。

2.4有美題目或經文， 可能在昕排道肘得到
昕述的帶到也曾已．他印象深刻， 甚5位因痛苦F拓了新系列
的晃晃此提眾一＋全新的題目。 3鬼鬼自在夸張主B寸幸事頭，。

2.5有美題目， 可能借閱漠游道的指籍或大鋼得到
正副棋帶到的印象相處這舍的游題。 其中的大鍋雄主
題在這童話吋刻， 看，昂地我呢』屯晃晃述。

2.6肘事可能扇友某些教辱的錢索， 倍至經說明
有L中白色，可7日宅r禹色調，S蛤7品皂1,夸其軍目， 量p�習毛可？’ ，？年，
等等。 此刻、， 也守純足3長些a司已慘且不會的事吽， 處景的
，如札揖.:W!7f"鞠L單位車，日芋，的惜臂，等。

2.7昕致的需要也可以有助于進題
足于貸給男女少年？獄中囚犯？民釀已請人？瓷札、 站
得心雄風牟紅海？ .，＃.繪成的身人的？ .P丹、辜會？給誰r我.
司長倉健？
在車，窗前如此第絃紙A腐臭的背誼，。

「郡夸張耶和

竿的，必�新海.7.J。 」（與四-t-31）述旬活1今迋是正磷先
垠的。 主主持告咱93¢.程帶來又臻的風罩之洞$泊， 又多的風
5之知i.flAJ足3、純.7.J奉行

神的旨沌。 缺乏榜告，帶來狙』屯

3、3皂， 因背起惰， 3己身已先珍惜包一去年是沌。 A主J巴雪屯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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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科

a·命之丸鼠又能的.fJS延中特;to;.出來！

逛了銓玄；.lilJl)l目， 接下來是鋼頓的准告。
昂之t寸步合

一

•..a

已雪!t.111

些准告「7J'棒的好，姥娘。 在此t了可寸金宙和粉墨的

游道 的 准 各

3. 鋼領的准各

�草草持不是一 件卓毒害， 當乏足足營建城守血色車是哄帶踢， 因
�r己的先鋒膛的結晶。
員已＃各�講起）r.司正l明已持崑看每當令;ttt.白色范戶合舉吋﹒回告＆，，

「雪t.e鳥在

主先看語1可宅T此助人准脊背包方棒， 除了在所造重告文中尾，是
置正室。手ri舌宅T當已， 然后，記，已混血， 越少混血j自己越好，。
排到迫里， 官穆．

「 一 人之海均祂人之處。 」真是恰童話

不足。
「情緒告認自己放入題目

萬拉叉的全是成甚脅，吩毯，

中。 然后，會結研認真巴拉入自己』屯中。 最先苦， 啥？普通挺自
己和當tJll!i.tt入明﹒后�＇屯中。 」易看人生龍：

「 tt,;ttt.人必須自

如 一 先Hr脅， 情湖浪塾鉛朱先與自己， 昇犯跨海的唔唔

re，�.，..�，屯舍.....地T安排。」

發連三步明﹔然后，尾切帶告，最后

A可

、‘．’，
．
．
’
，
．
．
、

3.1 預早卉始
切忌耽延

耽延NJt..J之「甘J甸的造成」， 嗯，也是吟道的混成！
2巴今日的暫且晃晃明日接冕成堆。 有人悅：

..:c.具J已明又！

省泊的

「今日世，L最

」事裊，L沌管是稽的﹔ 因為今又耽

且這自9.:C.1字， 到了明日頓臭氧民爭。
認准看吾功久留神最后一 刻， 4，直昆昕�會帶來果是，
前且是，有許抹可曹先。 全省預見的吋刻來到， ．每風采宙結苗，因寸，
E哥哥學的不晃晃晃謂是冷處！

「可想要大大5位口， 吾先兢給線

先毋庸。 」泛底特�Jil,JI寸懶惰龜，先准奮的情遁入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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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
道

(2)

克服惰性
准告啡沌的神晏海民j晃研誤。 看人Jt:tMa.混：

肉來又在游通常．五三步耕才知道要餘的內容。

「義

」龍的Ma

莘學道﹒

「悔不可學諒傘下后互訪幣1民元人身色iei*-像帶到t的

內容。

」最好的餐后續游昆在餐前預告好的！ -ttt組人

看了面取路納泊之的商后Jt:t-rt.悅：
物，駕車j富布..t..。

J

窗祟，包吟道：

「建議跟你能認主鬼神景
「章，a想， 兔不宅Tit色喝！

主主牆富足述聽了 一 芳草包才完成， 晃去民昆的..::C.1字！
J、吾皂全d屯全J屯的，......

」？老，.，

神， 哨己會�現，在于老到t..::c.1字的准爸

丸， ．每勝納象的是�一 祥。
芳，1，趕抉擇星。 足，t71-治要比真實眾場子�品， 泛好比
再！...If..黛色局已。 雪足1ll宅r�.a.1*.-t.，電賞自r是1..Ja計�體負這每月三這�！ 3己JIil
情能臭氧困瓏的。

(3)

正娟的卉始
組乞

.a手r湖之華全弓吋口車夫哥咱9學子身划兮，J:..j已....自9。

-3長虫E

n先、﹒誤時皂、

久的真-=:I-、 嘿，會、 這nr_.苟－－童話位置t的

勞�

的紙張.a.11申哥，宅T取的參考帝吳三E嘯的.氓。 划用自制的
帝樂學，置于桌，L存旅各鋒31得～學典.ii.具，也軾韋爾帶回寸
幣，參考的帝給足可良方1畏的。

(4)

例外的情況
啊，吋因為倩司已迫切沛逛瘤，又虫害的吋J即色告， 在造神

，嘴司已下， 主會哥哥自說用

的采血色， 賜給背道人冊費悴的會

息。 «.111海..，，、峙， 不要以�，.主祥:tl宅T趴不必"f'Fj已兮的准
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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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澳鉛又必須認，L下又 一 起慎，
完全卜，已走

主主祥背道人才禹色

神的稽。 朗濃重告文哥哥孟之臭豆昏， 迫不﹒阻嚇助這L

..t..;tJ昌長中司已學手寢食白色，t司注三， 羊毛宅r

游道 的 准 各

3.2再三閑濃經文

�全i:...1t罩。還E.��iil宜興......全

吋﹒要注重的地方。﹒時且也白色目棕晃著巴

t舌"ft'這給拆泉，

神的

要這創造目的， 于普通人自己哥哥當l•慎網誤， ＃結每＋串的

－.。

先后次感加以留 ..

3.3參考相美的經文
在接些情步已下， 用 一 的t己敢守湖、徊。每白色鋒文海軍j重
要的祥細資料。 �I日約來說尤其正桶， 到三E.1e..-t. 、 T齊
唱贊；.i主宅r以勾.Wft.沌，L、 T互相參考。 因福音帝也相輔
相成。 唱會底﹒句號健行背后l慎，

因為后看提哄帶9萌發

喵啥甘9.W�背景。
實述的注解要�以查考， 主屯祥T費進入守以「帶風叉
的活解特風叉的事。」（林前三13）吾吾鋒最好的特九

aA.吾吾

紐本身。

3.4詞讓其它譯本的經文
�宅T以排明棋糊不清的旬手， 此外， 這守以提﹒快辦
道所帶額外資料。 好的版本＆街帶本包給：

（，�固穆i-T

本〉﹔這秘的〈新帶本〉﹔〈哩，t了這鬼 一 本〉﹔魏母斯不
附悅明的〈現成倍新約〉． 魏泊之的〈祿 g; 的唱會

a特袖

來唱〉﹔威廉珊的〈新約〉。

3.5使用至經引得
要吾吾淘泣， 舍，敬的吾吾銓31i.f.’正常旗。 要採t寸學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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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尾， 足足訟最重要的， 要用悶悶楊氏悶。 龍
1114看守JZ,t.�；祥當色， 3已全省氏，.31哥哥用來吾吾學娃�－’�道，
爾物氏.31哥哥用來瞥，勾畫？鋒中的進旬用學：！....通過。
魏格益的〈英文、4，珀朱文、迦勒鹿三丸｝ .2比〈英文、
特R曹文｝ .311學最這用于緣份像是本金鋒， 也挺蠅，珀朱文
••JI曹文， 以不用的英文帶血。 2各處的〈吾銓學況且因持
學典，〉根胡，參考吩龜， 見每一位瞥血和背道人不守缺少

自台。
〈吾銓鋒式育科全唱〉吳先前﹒之處。 先本帝犯用手r
鋒常接一般佳男延自加以扭頭1。 如果是「費發

J

， 所看，會

啊，混合丸的鋒式都扭入本題，Fo 其中包錯了「是甜，」、
「聽見」、 「歌唱」、 「欲轉

Ja 「喝令揖」學吳學甸的

起全可冒。

3.6善用紙繕， 者穹內容
(1)

設定主題

，

lt.

譜是.31文5覓處解銓迋賀帶沌，主題宅r 入超輯方又旬出。
因此結研看違章笛早，先宵。每結文鼻息悔。

(2)

划分綱領
要接鋒文的主題瓷缸兮。

(3)

寺注有美的經文
先是執其一a准塌的。每簣， 官i!"*P龍益不易造�。 ．尺要

.之處丸恆， T奮遁入，鬼不會』屯神安亂，人彌丸之絡會』屯�－－

ax•已桔

每一。廳長負皂白寸吾！－311l.＊.一切積此， JZ,t.－＊，·影吶見誰
竭。 弟看看在車長喵先�祥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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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手， 困地錢有過壘

暑ζ瓦格被 一 位手r您A局已站榨取的青年，人Ji:iJ..＆.·他成功
「諒只得准告割草皂、 寫正..＆.4司、’ 真駐足于且乞可寸

的龜兔按自寸混．

旬出R的學中出事屯的民：是。

J

；！.車后龍骨元：

游道 的 准 告

此， 本帝才能完且已。

「局持不瓏，

JOI去， 堆在吳廷的出現！

(4)

默想經文
T奮進入哥哥紀排主也內容界三默想， 量J:JJ61母竭孵膏。 在．

夸張

神的迫在中， 又是按鐘沛來， 起物宅r禹色恨恨的，

誨， 一 ＋又是會帶出另 一 ＋．晃晃，重l1如大叉的鋒按：

ai免失忌， 建1民用曾多陡悅t舌。

默兔的自寸唉， 3ι
乎可人恰當地說．
仗義佳品升。

「義

」（帶到＋九3)

「默旭先足考的起程， 2但又瑰8、身軍車的

」默想可學喂，因寸J明， 臭不宮7市喻的， 立志龍龍

主主人的司丸，審玖故對于的絕活戶 口 者人說．

「帶多人渴盟示這

月之歹已， 督之 .a 實宵3已白色，lit其周日可寸句－， 明t,;(fl-*P;;r之合�＊＇？｝＇乎每直看母！
Z夢索取博企幣，幣，告，當會瞥，�﹒在童年，吋況， 哨�嘿，re1a
的羊毛棒子訴錢， 甘心羊毛宅T以重！新昇用。 到It�， 許已F丈血色
解出$千多的短毛， 其后-ap.:t[.)61 一 地方， 抽出 一 香·i乏銬。
主率和排進一 換 一掉。 道義官1胸懷﹔屯多， 又是1民漸漸增長，
直到話7息的長對已出現’， 章足1il誠九古拉人家詩人所說的．
客廳

(5)

白色， t舌 ， 好象人悔之Ti!午三昏獨物。

「義

」（詩一首＋九162)

把支感一一穹下
在立之間﹒紋， 吳廷的羽毛思持不宜E耍， 述的宅T以稍后聾

車里。 tt'進入不：紛仗義學回f已 一 切自己所旗、 所骨、 Jfi"現，察
穿白所主史真實接見自ldt鋒文的發料。 只要隸之以恆， 君是多各
說會看， 一 系列的晃晃。 3皂，已相勢的鋒文和制弓，舍先后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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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資料﹔t!t－＊；屯多。 剝怕喵竭。 禹正是1見血L的措巴西， �唱

道

局會﹒風泛化身口鏢，也有助于鑽諱R'A明桶的家沌。

3.7把東感按還輯列表
所旬的其是本文5'...繁又息， 須先r皂官1航運單單的程劫
一一

局出。 列出鋼頓， 說憐見過已鋒采取落？明， 持特}Jr

有晃晃接告﹒鋼領排列。 切t己多預告資料，

因為在帶到t e寸

要提長的撮最起來， 起比紀短的加以t丸朱可學容易。
著車之唔，見其游道，

犯肉是學童安趴下緣起安排成「1守

事？」「柯試？」「柯啥？」「W人？」「1哲先？」「1可

a

．吋？」

「事后如呵？」。 老呆解鋒迋ii符道， 記居民,sg.接

中心見也排列。 諾貝；.31二文其辨別包， 紀內容．每JJr31Jfl鋒文
章i!-�揖k品。 是普車之�!J.之品已移令到包， .Jl!I車�..余全曲L苟Z白色，早已眉目。 建華
足于全t己或帶到包， 要8、事長呀，趟， 記者。令人物底平的主要特
后沁人追尋埠艾1�列出。
見一 切可學組d屯貫E旗2丸，E旬， 不甘增加內容， 看，傘，不
擎的海羽毛累紋。

3.8准各引吉
述部？要祥細旬出， 這；；..，"C,骨余的背穆巴。 去t

,g,方宙’，

布J純文的妙塘呆：／「在雪It111 一 切彷研勾准爸的背后，
晃吵r

.:tt.者的影子。

a

」要混混在31宮中， 能預測＃解除﹔a

�拆余的障得﹔龜好， 組L祥吩到t龜，..宅T趴寺注曾令員已。 刻，屯
t己， .!JI官如果不能量oI呀，成的注.，"C,.；步， 車記舍先念昕鼠，
主:t.J乏誠一般的，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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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誨。

Rr1賢的真龜妾身已切身赴地鹿鼎在折成身，L。 切t己永
值的真名與迫在眉時， 每一混在喝的骨劫之， 看JSJai.1{知，�稽﹒

游道 的 准 爸

3.9預告結浩

息的迫切峰。 元宅T否﹒屯人， 在帶進的混在中也要吋吋鹿鼎
真單皂， 直結t暑覓一切給成的最后，，也銬， 要呼守拆余止對j
T可言出刁兮其：.， 接5昆是在督和所贅述的真單E。

3.10預告這虫的例子
A可

、‘．’，
．
．
’’，‘、

述部安？相對重重要， 章是1J'l本建曾多用一些東宵搞來t寸步舍。

例子的周赴

現j弓﹒宅r

�JJ可見之替之明Rr1聾的事已單星。

哎，弓，企子tt.31；＞、A且已

的窗戶， 切不守也用， �·哥哥吟道成了一所龜兔續沌的屋弓，！
要買E盾不重量。 福音種r息不澈見A,常不于會主詣的銓丸違章t
員已盡于金全自�－車里， ..有冬至�這皂牢固t

$千多頌瑣的款，官。

帶到且不是由鴨子�

的i,jt明， F毛手r措U悴，
品忌， 泊是現l弓，因帶進

存在。 胡子§d乏必頭看， 但.，j之

也

8之星皂白色 。
比別迪、曾指出制子的

(a)

車暫且tJ�站已

一／

主語音合成堆輝、臭棋

重t.ffl純：

a乏味吋血色;be插「譬如」、

「拳

＋頂l弓，說」 、 「注雪立學胡說明義的要成」－.「頭，在注義

處 圳W

們1民 浪」： T制止人．尺要看看昕余�主主些t吳明所31起的反
兢宅r

ι人知道現l予的吩語L

看，助況比
苟言�..t:... �成往往會，屯t己所辟的到包， 合P�Rr�的制

于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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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鐵也鬼推
恰童話的制于�骨�只t1賣主屯的真單且頓悟深刻。 于每遁入

Hr用的棚子都要如此。

(d)

龍骨采智甘休，鬼
骨余所能�』鼠的導干－，皂白色眼底。 早捧讀色的混混只能令

訢�錐撿一是民手r眠的自寸J圍。 魂的在味到皂的混在中 ， 需要
調眾的休息， 制弓咱9鹿鼎浪人JM�.!J逃到迫自緣。

(e)

這舍不用雇農的骨余
昕劫之由當年多＋人組J龜， 品格告�.J事。 果人為與趣的，

玲、且也取另一人啊，用處。 鴨子.!Jl!.1�}61， 因，也迎合令人的口
祿。
的

記困雄之先衛接起來
一些困瓏的香鋒真還是不易淵帶頭已說明的， 龍龍惜

這賞的鴨子弓﹒清楚地解攏。

(g )

乳圓其連

以拿雄用�、母牟弟為憫， 有T←4-.lt..造商手吳學合起，

:e.，屯中的凶廳、所犯罪行的卑鄙、又竄入憎泛呢？

揭露久，

吸取曾結果會越人 混：

「諒的游且也缺少『好象j ！」

義們的車，曾用足「好象」， 麓的不迫者是全看垂看。

混：

「又圓好象」等等。 侖，用「好象」的食遁入，毒瓦守血色A
l31j-劫之毒品先按虫：.89人！

(2)

例子的進擇
車里想的現l于是清楚明騙、 嘴說All.7.1海口商鏈的。

(a)

息，這龜兔隊1日的商于
有人建混成立一＋名為「帶台，L杜絕1*.1日詢于會」，

因為帶多的制弓弓宜，巴現用9年， 己車全身瞥羽翼霄， 早﹒故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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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進�B寸幣，在相16)昕采窗前賣文相鼎的胡子
一

位有』屯的味譜，只步增躍起重tJ牟其白色，現l弓﹒局了 一 當我承

游道 的 准 爸

建E主且字，忌。

耳之毋庸白色，畫了封面幫會．

f 地鹿絕再昆主ε條9故宮，
又不忽略其中緝令．
治'P!J'地.;f;.祥鋼 i:/-J棋 ，
地己lt"J屯的次:ft?

(c)

J

在會這AA-居民31用恰童話的胡子3低于學主主翼翼
手r些現j弓，似乎只身的虫止存在， 本身已混明吾銓真單皂，

也全足有給予骨采語1守息處。 制于的周先是說明弟＋寧與！
主皂品已雪till到已嘿學�當色。 易看 一 些「四l弓， J ， 揍，已茍峙的雇農
位位男已l苦瓜拙， 甚呈遞起了.切II的目的。 迋嘴， 一 些現j弓﹒
的緝令冗長累贅， 當明舟劫之J鼠忌：.B已．煩。
元錢， 龍的都呀豈止那些看，��尾的胡子。 在說明試
穹的中遂，

會主迫人心血來潮完會了筒子激起其它，來，

主事試苟F舍不吻合！

呀劫之不祖�故事的結局元�jJ已揍， ，也

不知道試曹先杏啊，一 ＋結局。于是逗人見﹔覓喜悅明些T卡4、，
浪靜不率先一泉， 有發胡子根本吳先中先啊，！

(3)

例子的來源

�那里，其到恰緝的現j于？現在到

導干人會J曰：麓的宅r
出七＋出先．

(a)

益？至全
每 一 ＋真嘎

lit.呆比喻，

／S‘、

、，／
hu

lil.Jil建言。

UJ.!J.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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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1℃.＆..i尾tt.�.!J.已手r元起．的，F沌， 宅T用來說明哥？鋒的
真車里。

(c)

自然興﹒
「諒們的本能不，也指封建詠官1」（林前十 一 14），錯文

� 自然罪惡夢義現j于。 約 T自恰渴地混：

Jul.承﹒賠進入宅r

「詠

•i:

且J河文瞥， �－』位指.詢電﹔又J尚且中的�..f忌， ’屯是毛且必告
訴﹒你﹒ 昆主苟地悅 t舌， 地�指

恨﹔海中的車，也必均可想

說明。 」（11自十二7-8)
守見自然界的 一 切鼠，丰富’， 障自寸宅r﹒供背道人31Jfl
清楚明磅的胡子。持久的鐵蹄一一主耶穌 ，章的l用了帶
多自然器的事憫， 紀

的教切II有效地脅迫給骨余。 賀帶

，安全是學《自然鼻的比喻〉， 守以輔助于老迪人�述方淘汰
月晃。

(d)

吾吾鋒刊物、張章＆魯克
..t..主革刊物是現l弓咱9車庫。

F已

11li己能錚錚妥多啊，悅.Ila.

7.J.&.1Je.喜皂沛T手r風罩之牽制II的現l弓，。 譜是剪紙， 不*6記刊物
名單位.＆.出版日期祿留。 沌宅r以增加拆余的抖起， 給當；..
又宅r以錢哄机且能和宅T稽的在底。 〈主自瞥ffl.｝多牟來出
版了 一 位名為「商手的圓桌」， 其中不乏血色的真憫。
〈換看文第〉也看一 些好的奮佇立也胡子。
(e)

T:t..秀的詩歌
詩歌龍龍血色家主主流暢的見錢， 宅T以用來當已明棋糊的

真翼。 每〈

神搭車丸之.－｝迫出毛牟取的吽省為景象，

眾組長在音帶到色中，

�t會 主笛的管戳穿插31言， 扼要成牢牢，

a；：度去寸金色寄宿噪入的仇恨。

即在骨灰』屯肢，L。 脅迫人
的
老52

福音且也5位

子。 游試曹先一回事， 犯試書中的民.，－.

a周到吟采身，.t.'

則是迫然不用自卦掌。

(g)

游道 的 准 奮

ip.3長會看丰富’的切人，沌， 宅r-tk學換看·＆用各科現l

「1風浪」乏現j弓，
﹒賠進入宅T以自己倒非商于， 自諷混血.＊－.丑令加以鹿鼎。

己見4、夷之鹿鼎現j手的故吹者。 語背手可見，接勾述方垮台色情

·.a 唱中如1守護『慎

到皂J、， 司長蚓旗吶己的老n1言不守。 注定T可言看

t.aa用。

地准告急迫些「1民法」的測手， 然后提r己的母泛起

必要的組申請F廠2匙， 單已茍守白色，世參甘冒宿F班1*- o 現j于要混汁輸
頭S"' 以1吳祖；.'ft-述其軍皂白包恰﹒主氫彈？是缸中提出混明。 已先治、JJr

m-華文比克林勾英格里辦出版社出

是昏的商j弓﹒， 守在最近由

絨的〈文學之窗〉中拉到。

龍的另一本學作（1'.督的�

母已〉元毋庸了切人的「ffil故」詞弓，。
T奮進入必須4董海.＊－.揮自己的旭東局。
說明建長切11的測手。 主昌清逗人一融

龍頭E嘍，勾當記汁

a 「比雪屯的諷法」沌神

看也白色，��＇ 吳學包!JI-吳先迫矢口碌的！ 呀采明知不足與憫，
自然會色ι她自由.＊－.J軍！ 混混〈車良知呆｝ ip.3鼠的T字看倒進
了商學1且都是切人的「1風浪」測手。
瓷的＃刻予的前·'ti且已鉛談得相當深入， 現在iiti!t.111
回到榮于准告辨別色的另一墨跡已。

3.11 向其他作者清教
T費進入守以情局委鋒述，特

a喜皂，也參考唱，

以3很＂＇令自

己牙主．丸之余匙， 但不宅r擻乎是t紋。 新的�先宅r禹色因此出手
預料的出現，現龍.＊－.3.Je.自己的心哥哥勾前擎的互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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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撮眾這氾
游會4益放勾
在5停留三毛

,a....,

半到毛汁，

半晶擻，L來的紙9位，.t...

半打洞﹒棋會看寶島長籽， 說曳的紙5位.!3-.A忌撕裂。

提主要棕越周五楷大學旬出， 然后£丸，挂莽的小學喵耳其

re 部"5J'。

3長挺立志當持會很局長入主骨質又以前， －＊，}fl勾畫』鋒先

..，，、相]61_.t,.眾的統3鼠， 可？景真要成， 迫祥章，帶在吾鋒中，
留待背道自寸采用。 主鬼神紋的3、..，，、約

�-t:

來圓

， 旁，迫

留垂善良白。 記主要綜越周五E楷旬出， 下宙划商喬紅錢，
手息，已次要題目.Dl!J划一學 九 方1民映述吾吾鍋， 是吟道述種．所
得畏的。 記甜卡通賞﹔集司嘻嘻會圓圓， 肉忠誠不品混混了。

3.13肘肘緣司
背道人＆..!.i...Jlir撞車司（但不要踏車已祂人！ ). Jt:t吟身的局已
具， 甚.￥..

a銀步﹒吋﹒， Jt:t露叉的材本瓣。

去毫不'Pl誠﹒他勾慣

自己的戶膏， 包辦助花在宙吋呀余日寸血色漪，皂、 強捕者7J
地認會處于告沌。
噴貝多16...成功， 呃，L帶多.....、吋絃勻， 才血色記處祠的
試，逼真地背這予域，汰。 如果成眉d真的噴出成功， 善良風
采贊賞、 文隸， 所哼皂白色，』鬼鬼1果不白，壘。 于普通人帶著
永值的真混為主題，

神

a看，J司祥渴苟且，首長自己的會，也守以

成功會這..￥..骨余肉』屯海沌， 因此能象

神的秘婷， 龍骨

余因會，鬼珊，L箱， 又是單跨過糕的。
看人J可－ttt續鼠， T穹拉人多人接撞地，安看﹒他現一＋鹿
祠的試，r， 但賀龍拆帶到t.＞、'f.壘
J\.,？龍說：

神其軍皂白色，人， ﹒卸寥寥先

「因為吾先紀處祠的，過是真的來噴出﹔呀，多

T贅述人都認福音中的真寧省尾處袍的來情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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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學豆葉轟了賞？料，

神

r-過t:t也習貫告急好，t帶到也足音，

﹒賠進入要

事P蠶豆主斗， 在'ft".:dt時清楚情述。 又辦單l.st'5t費牟T贅述人的處
告是．

「 7{J

字申3、崇忌， 混雜人1η垂危會呆著線總屁！

」

B寸

自寸榜告， 苟言書，在靠

神， 然后T老退回寸竭辱含泊， 沌，是給

背道．人的最龍指算r!

主主祥榜告的准看卦， 主事過浦j：有

到包車記看Y閻長學會司已縷？’ ＃身色吳成

游道 的 准 各

3.14存謙虛、 榜告及信心交托

z, 白色，帶

神的自祿， 現先表看身處事先

民冀， 議，倉健帶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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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的 搜 集

第十 一 章

資料的搜集
全嗯，＿J之一兔的.:C.1字，看，費搭建的于普通人永進不會執
-x,自己Mi書長背包資料吳全脊的。此刻、，祂球所學
攏。急于

神的知仗，也永不會是單j完全。 主才約喵正攏。每

于＆i!年之地的活．

1 ）才

「迅手fi!年多來悔之地。 」（唱＋三

T奮進入包周祥恰童話。 軍最��』沌，也看J司是：

「請看，人以X,

自己知道汁＆， 強于，鬼所主告知道白色， 哨包官）J豈不知且也。

、

J

（林

東!r� 2)
正.::io截肺站著自己的芋，－＊.，B寸B寸元皇島自己， T費遁入也
t實如此， 苟，iit.tt學會泉。 泛祥龍在T老福音

.a狠毒

神的

活，丸， 自寸B寸警醒， 搜尋克與自己的食料。
T賣主且看瓷缸的沉吟勾宅爭取和平的能說一棋一祥，要「永
通警且也」。 吾鉛迫祥悅：

「﹒你看見跡，殷勤的人嗎？祂

且必站在軍.EE宙諧， 且必不站在干成人宙備。 」（黨廿二29)

.:t:t.早已中，

于壘起人在動身室里譬如欽的

龍的吾泰早已哥哥超越昆，虫

.a� 割色爭取的，屯辰， 龍的在丹、1缺少·e寸， 不曲？或學惡夢挺新
的綜本， 增海自己的收處處資料， 唱起自己所令長的芋，J可
自們學新知。 材于述一戚， 每＋人最好的助于裁是自己的
哥... ,
身包迪是一t且不惜語W1℃吟、 不替身嘻哥哥拉養金告知習毛
白色，J、， 這Jt,.?lf,甘J先且已在美因果次會號式會」－給龍的呼婿。
每主語帶到t£卒， 龍都是f-J，很龜， 哥哥身幕電真情迪人2lJ志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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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氓， 音，..魂的， 排挺身帶

t己景下來。

材于香銬， 隨知

是L甚悴， .5!!之甚鼠， 用之甚單單， 爾給其中的丰富，如氓，
龍不曾軍事4追求。 站..i吳明了祂身已成為帶3、－時迪人的J.ill.養。

a

弓每年8寸T℃是搜尋如飢最好的B寸刻。 人�亭，期捨耳丸
搜哥哥的又紋，特－�fi:..用。 人

�.a.嬰Jl...B寸期成長的迫辰，

比一主中毒盔，皂白寸期為映。 要現一＋人的鋒連金， 面己會龍的
知氓， 章，我，L好些自寸J明。 因此， ﹒時進入要預早﹒搜息資料，
追尋半輩且不會導干唱到用自寸方很少的晃晃。
﹒賠進入「楓」里的知恨不棒球曲， 因此鑽回寸甘當長2口。
平方不宅T等單j繡旱的吟道資料用學才層沌。 以一F見錢，島
發料的提索。

tr

言r到斗， 加 嘯哥哥皂﹒

1.

一小充裂的藏者崗
3.t此，

混們帶我一些現叫宙談﹒淡泊ζ重要的標題。

1.1需要
it111.1巴淆的元首Al督格各祥的恩賜給予.含一一一
的身軍事， 「啊，情福音，的， 看·4文府和鐵蹄， 為要成金委燒，
各忍其耳叉， 建主義督的身障。 」 （ 1學回

11-12）如果口梧的

帶到包覓得耍的悟， 那束， 唱旬的帶進臭堯如此， 因�層
看的准爸和出版， 婚宴.Jlia.慎的父翼。 麓的早已指出，

�＋中。

車吾唱會喵勾畫件沌的人， 也會相底地姆是膽量捧到t

8、另

一...，..，輛＆.」來看， 進等于一否劫、﹒吾縫中且1:.－.祖r我的真單旦。
禍瑋學J典人民抑處值2比啊，恩賜的且也咱們M、之聲T字， ..
S豈止足珍.：£.自己， 因�Al·月三﹒但給予龍的.辱的恩賜， .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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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T卜人且L沌， 相往自己的吋惱1.l>l輸品，

記述些』屯守，

著唱？學噓了。
護首1甚少骨肉人站著唱浦東起身的會我帶告， 無謂祂
官1白色，�哥、 在進

a吾氓，L很喜患重要。

裁錢學太的t舌 ．

約搶去主義看了曹長9

「郡吾吾帝也要帶來， Jt要J插足的是那些反

卷。」（提后回13)1Jl阻止了瑰紅亭宙的處喵
地辦企戶說．

葬。龍王輔

「如果會長�得要那些帝， 雪起色不臭揖再要？

由此：.：er.ro.,

電車揖d前昂之，

資料 的 搜 集

前已

不會舍是口造成喵唔， 買者都足以、)61祥的

，也官1存在的目緣也是相用的。

放民功， 息，利用

神的Jl..安處

神.予的亭宮，處處， 浪又能象越裁。

1.2紛值
其：；.�自台獨巴，可§為3夷之，一吋、且已到巴， 既丰富’， 叉車悔， 起�Jt主
世仁.t..－句U自9當E努l!

21>:JJ口刻用，
致于！

情看r缸， 手r足陶、 厲

神的男女守厄扎

如用來到﹒時進入1fif前哥哥自滑鐵， 趕嘿，越久越

立的竿， 婷婷 21>:ffi> 己銓切已眾多年的戶音帶守，E現，’

如早期善我＃

a

神與﹒秘的進棋、 耐』屯奮捧讀荐一祥。 �些與

毒也是魂的究了背.;ff/>帶告， 輸』屯站研

神的t舌清靜的結晶。

在學者文學， 祂1盯挺自己在吾吾鋒中喧f,，屯的彷研， 主事1-.!J.已＂$＇
辦禹色.7J白色，』划毒品， ﹒時給來瞥見丘之宙的后人。
因看吩t午;ff/>;ff/>�學！：..:iE,械電r靠的風罩之1F晶宮r棋龍舟，
今叉的于贅述人宅T以�祥說．
在食學是之沌。

「用鈍，給麓的地器， 三lt-sl年

「麓的戶此每每在學是好。

J

（詩＋女 6）。 個已

錄挺..唱過成神看自己， 看英帝如見其人， 牙之海t.TJi司。
諷仗義的月．
雪延111宅r

「這帶他.＊，先， 詢電J吋站已成象吾先看T←4、几篇？

ι人 吾吾唱會S皂母語T芋，

哥哥罩。禮品蟑巴！

其祂T悼會白色，通們可言，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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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危隘
(1)

以帶籍取代歪徑的崇高校威
主志學厲

神的人， 且與器材吾鋒所知甚祥， ＃且．存，屯

混底， 但認訂1手r
看恩賜，

e寸包含T字也會制色的接見。

元給T字看﹒如1可

瞥，故如1可淵博， T奮進入兔�不能早年特

神活活

的最富執戚， 我接T守著榨取f\;.。 述
惡金。 臺鋒2屯拌耳2垃：
所混的瑋哥

z乏勾此相靜，

「人主揖£丸切11海譯臼§急E民�綜准， 祂
必

z乏可學」已嬴，;.t.。

」（賽，、

v1

20)

譯告毫學1'F甘問且白色，；；.－，卜，主著手息中丑娘全白色，..單昆虫已到已居t..iE.tt,.o
世，人JJt尾的唱本， 絕不宅T耳又f\;.吾峰。 在會彩色的湖浪勾足
考中，

神的活要有首要的地位， 不給人們的想錄和混

垮鞏固1守紛銬， 益于鋒均是一切J明巴的最終執戚。

(2)

許多帶籍有明星的害赴
有些喵籍教學明星的請移， 相成風5屯的成跡。 吋·T

帶多吾吾教唱籍，都帶嘴，新垠的色彩，re.111否執委銓A

神

的根風和默承。 另有一些喵突出神看哥哥垠的立場， 在省

a巷，

了像看的現L成。 此刻、， 看，些T宇省的

明

.a杏屯丸之"J' J!L

金真述的且要翼翼。 麓的守以正，塌地隸之為「....物」，
持瞥見見自己， 「迫導人像要躲勢。 」（全是后，三5)
一

會進入因此要能主合辦「�貴的和 f".I足的＿（

JDS-r五 19）。

張背帶穆最麓的方錯， 是一d屯守這在其車里的知仗，L。 要
在五，桶的翼翼，L扎根，﹒時遁入「墨學看．．．．．．那純正活稽
的現棋」（錢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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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這錢換屆

13 ）。見4',1@,呆民魂中官會各椅謬的處固帶

x�辭J舍， 竄入立即扒出鴨筒，其鹿的槍娛

又且是，紀學婷的人數閹了。

」（多－

9）·陪遁入要瞥3以其還

考拉多昔苟且， 不足以請移考數真單旦。 以請謬3己留寶路誰來似F

資料 的 搜 集

.夢。 不﹒但如此， 于普通人這純「特純正的.切ll.5ltJ1屯人，

T吉真毫不但也元益兔， 爾且均且接的危膛。 軍接！§： 白�,gt}告
見：

「人5乏真真的， 宅T龜兔的， ＇＂＇$jι白色， 清清的， 電r晨白色，

看，發毛的， 籌措，T卡..IA現行， 著手n卡..IA秘簣， 沌些事﹒你們
都要足脅。

(3)

J （局長四8)

以量代康
入手r好﹒帝之誨， 又為了鐵奇又3已鏽喵奇色的�墓。 逛一

排又一排的喵弓，能成為「特圈外魏陣宙」， 用來鼎鼎輩
炫結自己跟喵元裕﹔典隊，.t.J丈母ll.ill自己在進帝之疏忽3、
J屯。 有人造祥勾畫。：
「鹿軍哥哥此詩中喻，
起i于4屯中，
﹒

，

娘看戶J腎4.

吾...�Hi 會與J:J

年4屯哥哥，

一帝在是許強迫自吋司令在與 ！

J

帶去參圓喵毋庸展的人， 來曾真正鋪有自己的喵藉。 跑
回來的喵持不一文學7幸之風于自己的唱。 精像一喵強于
略﹒憧欽唱。 抱官冒譜、曾說﹒

「雪起唱房中到t,；嘴一系列祖嘻嘻r

賴的著T字﹔在建勵海中看一些自己哥哥身鋒局的原則﹔在
建峙中導干一群知己的朋矣。
按自己的能
三刮目喵宅T以半世r

�.a喜好，

J
..帝的欽費底這漸增多。 特

a 臭1昆虫足其重

九

二哥咱台唱龍益比費爾愴

的新品民喵單打又好。 啊，.J\.本帝哥學英新的，
述人來說， 宅rι扎扎自己的，爭勾
.;t,.稽。

泛科故宮每�1贅

.a述說別人中停著先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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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裝各
起「3巳裊的處唱組」激收到底那些喵？述是具私見，智
的Jc司題。 結果人看成.31.7.I白色唱， �另 一 人朱且也如此。
T到省﹒帝持不拜金， 爾且．手干些帝本的部-3)' 肉早早采且他
守全部接�。 浪者必須自己造鋒取舍。 沌的來說， 趴下
所推荐各帝的內容都守取， 去？「寧寧的.X.1字」乎可轉益。
莘莘益咎于覺到t入調已唱這三方知之多。 可靖T真、 這秘、嘉
軒團、 渴車帶哥乎都有3巳皇島的..喵翩。 目前且是衡。每神摯的
啦， 試看，越迂回＋方舟， 3宵且．年年，增加， 不.it.示，也。 �
鐘，唱大多欽缺擺在喵禱，L板三位。 所!'I# J'1說：
全先手f海J.忌。」（食汁，二三

「著唱多，

12 ）吾鋒中的課題元2曹先息，

神的

臭罵非常﹒淵博。 要8、迄今告喻的腐臭喵海之中鹿島通過的
參考帝， 不足一 帶給沛品學的書， 且．因人請T弄。 下列喵
自足接會﹒越

a 內容R戶刻， 7fJ 欽本，但多， 萬�呆草包看﹒毫無屯

�迢色的。 有包藹，梯，2..:tE.牙已具－是叫.昂之宅r

�.:M-_-rr －濤已程計啊，出Jt8l

社毛秘2比地址軟3f..全白色，唱，寄自豪。

(1)

各版本的各鋒
〈發固帶好本金銓〉﹔〈新帶本〉
（約翰主主秘著）﹔（J.Jt

T巳清新約〉（魏母斯譜，先說明版）﹔ 〈祿歹的唱會
T自來人唱〉（魏訊者）﹔

(2)

.a.a特

〈新約〉（風靡輛是學）。

...鋒劉哥哥
〈官頓） Jt8l宅T.fflA巴金英文學泣。 ｛且之主誼民｝ JtBlll. ｛椅

氏｝ JtR守用來金老·4會T自朱文.o\.4腳踏文﹔

〈吾鉛鋒文官科

全喵〉換金委蛤課題。 〈英文、 特袖來文、 迦草。底又聽
到〉（魏格孟之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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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捨學典

（或五輛響， 共 一 冊， 現穹

.a蝦，

切身臭氣新線， 國均

re�

新派主丸所影嗔1）。

(4)

資料 的 搜 集

〈吾鉛官科合唱〉＊（央主舟，官先寫編）﹔〈吾吾鋒學典〉

英文，事，等
〈魏府現「3、爭�」學典〉 （方

�a 竿挪象含著， 原

身長本， 喵集型）﹔ 〈吳三ζ雷學典｝ （歹熱帶諧， 9冬費用、反九
淘）。

(5)

注特
｛�系委鉛〉（萬主啃著，彬、如）﹔〈吾份之特〉（無

a馬太

其主、堵車帶A布朗含著）﹔ 〈’芋，主注梓｝ （.！：各康辦
﹒？剝含著）。

(6)

到也起草系是鬼神悸，
〈系統神爭〉（當事9學象諧，真令冊﹒）。 〈系是鬼神擎的游

會｝ (lf;泳三乞著， 共 一 封條）。

(7)

和嘴槍
〈譯自愴的回福音唱｝ （歹11自通著）， 〈和滑的我健行情

局官長9唱會〉（特拉克奉告）， 〈和諧的微母耳泛、 列主記

a

,@"1\;,走〉 （庫�嘗著）。

(8)

丑娘全學L多已學L典

〈吾吾鉛宅醉鬼M梓學典｝ （.！：學甩著）， 〈新約學現三弓學考〉
(.J丸戶持者，

4各 自冊札此外，

胡槍隨著〈新約學紅考吾吾〉

荷槍R管事丸看，追求的瞥，先， 宅T提換車，聖的知氓。

(9)

書k會主芳草已

(tt.舍身具短槍，已〉（米勒通告，共一 如）， 〈呆呆路的
...會〉 ＊（博德本著）， 〈改革的身泉州，與興看）。

(10 ）世浴.＠＂.!J.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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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化太官且已〉 （約瑟呆著）， ｛.；，鳥啼圈子（：－'*-3已〉（會
T自甩著）， 〈混眾的回冒年） （＇ζ朗與學）， 〈吾鋒�j屯的
造詣，吳子如〉（蛤哥哥﹒來車。學）。

(11）金鋒地建
〈吾蛤i芳奧地圓，‘〉（司，文食請），〈壘地勾畫』唱〉（喝
過著）。

(12）各鋒身.!J.之處是紐緒槍
〈吾娃311'1- ）（背特·－＊勒著）， ＜•會中的香鋒｝ ｛－＝唇
＊

槍各著）， 〈吾銬子冊〉（哩，官辦著），〈真邊的吾銓〉 （萬
烈特魯）。

(13)

...督會抑的嘉措
〈壘鋒一一神的活〉（相狄企著），〈不會的原因勾

A＊｝（見氣道著）， 〈宇宙之混〉（滑持著）， 〈律肺勾瓏
的金娃〉（林吾吾著）， {.a.督龍混錯的系統〉（飢沙耳看），
〈訣混如山〉（反永逸著）。

(14）預言
〈帶來的景象〉（處迫科著）， 〈必要快成的事｝ (11自
尿叉著），

{i鋼叉的

-t-t-�會〉（請于斯學）， 〈

神的

于民局 神的旨.，-C.} （香泉磨著）。

(15）預垠的.切11
〈會廳、羽毛物每學可〉（這長迪、圍著）， {1賈母尾｝（互相
通著）， 〈棋物〉（訣，娶媳著）， 〈壘鋒﹔各唱中的...督｝ (JI且
特勒著）。

(16）主的昇來
{.-.J典主的再來〉（平先看），
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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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督的昇來〉（特穗

〈永恆的現品勾拾起〉（萬主主嚼起串串），

〈人裊的會主尾〉

（耍，棧道著）。

資料 的 搜 集

(17 ）永值的景象

(18 ）文龍摯
〈織a) （譯哲學斯著）， 〈鬼附給〉（見誰辦學）， {3已
故〉（且的自林著）。

(19 ）甘認真JJ!.
〈爾序扇承指甫） (3已圍起學）， 〈按五九芳辭其起〉
（可守租車學）， 〈超吋"f\;.主汰的申垂〉（宵辦繪聲）， 〈槍換
地三步解翼翼） （：；$ζ朗與各）。

(20 ）一般，能的解鉛
〈吾吾銓各帝要略〉（這看泣著）， 〈§紹一注釋〉（且可自林
暑， 三多本版）， 叉，朗與所著全部喵目，

{1 目釣大鍋〉（奧迪、

苟且著）， 〈裁員與之曙先〉， 〈欲訂十胡思龜，的Jl.t.�!1)
永但到永進〉（又

;a •

4，梢換著，吳三冊）。又

;a

*'

｛�

﹒稍稍按

的�部請詳翁之A參考背聾，。
(21）寺延龍的解銓
且是全： 〈學窗五紐帶丸〉代表敘述著）， 〈誦，世龜泛〉（當
﹒仕著）﹔

〈剖世記給提〉（平先著）， 〈出發

a泛研

究〉勾〈劍世記研究〉（特龍彪是學）， 〈出接A記中
的致家〉（昂納著）。
約喵3E.i己：〈約喵且每底帶之地〉（孟之氣著），〈約喵3E.i己〉
（哥哥，已于著）。
企肺

t己．

〈±肺泛吟道司已〉（札吳越著）， 〈企那記勾跨海
ie) （常于斯著）， 〈哥哥拉之道） (-1忠于事嗆學）。

跨海泛． 〈宜，有的哥哥厲〉（學研看）， 〈路牙，） (.J龜鹿蹄聲），
〈斌阿斯勾跨靜〉（林真格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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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母耳記： 〈但Z步，草率貼肉陣的人〉（札嶼，鳴著）， 〈逗泊、
金鋒人物品令：獄母耳〉（逼迫、通告）－

（•母

耳泛...t.} （民象看）。
到王先勾身�走： 〈者化大局以色列清王〉（每抽著）。
以新拉泛每見梯，來記： 〈且人斯拉、 克特泳、 .迦剝且每
烏拉.－.｝（結躺著）。
以精柚泛： 〈拉人辦柚況又.，－.｝（甘篇著）。
約可自認： 〈約T自記〉（札與傀看）， 〈約T自＋ 一 音帶〉（嘉札
著）。
詩寫： (:J、足的!Et!ll.} （可布其司峰，真，t冊，）， 〈甘肅中的
題目〉（迫特魯）， 〈型曹長帝） (3之唱起特著）， 〈甘肅
到析〉（特拉先看）。
黨官：〈地，t..§：.淆的風采海則｝(3正錯特魯），〈寓言〉（布
札當t-.B..又朗，早含著）。
T奮進唱： 《T誓旦也唱〉（眾穗盯著）， (1目乳息持新簣，文〉（前
學期著）。
雅曹先：〈雅，文獻想〉（再也勒著）， 〈在香草山，L一一浪雅曹先
的，-<4i學〉＊（很現－＊..著）， 〈雅曹先｝（：$ζ朗，思著）。
拉丸，早3E.唱： 〈£丸，早正喵研究〉（前于真申請）， 〈£丸，早正喵蚓
特〉（嘉札通告）， 〈£丸，早且每龍舟旬的帝〉（鳴
先拉蹄聲）。
耶初來唱： 〈司長根解錯£4：鼎鼎1米喵）

*(*:r自﹒摩根
1

學）。

t己〉（司包扎看）。

以百結唱： 〈以百結喵龜
官革以建帝：

《帶來的是賣主〉（安魂遍看﹔嘉札著﹔邱躺著）。

�，、先知唱： （�卜�知喵箭步r) （嘉札看）， （�知夠拿的羲
切II) （＆附先著）， (A迦利正的S客車局頓會〉
(Jil�3'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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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費喵指甫｝ (3之圍成著）， 主t.A.似乎r水准的喵﹔〈四福
會唱〉（札與食學）， 〈四tt.'f老福音看〉（相草抄著）， 〈麓的

資料 的 搜 集

回宿舍帝（一般位參考）：

主耶諒....督四方宙的插進〉（本氛圍著）， 〈四福音帶銬，屯
哥哥〉（采取著）， 〈博大的昆主｝ (-*.11自﹒摩根學畢）。
回宿會唱（寺越能參考）：
�太福音： 嘉札著﹔抉T自....根聲﹔林魄，樁事証。
�宅T福音：嘉札著﹔抉T自﹒摩根著﹔3巳約翰著。
路加福音： 〈仇誨的人〉（主主義著﹔林具特著）。
約翰福音： 〈約結宿會〉（平先密， 共回到停﹔林具特著），
〈約翰福音注梓〉（棺傀著），〈約繪箱會.31混〉
(3之龍骨著﹔�約翰著）。
故我行情：〈祖先我行食諭"11-｝（具太拿看，林與格魯），〈浪
健行情.31混｝ (3已株待著）， 〈祖先健行情蟬l特〉
（嘉札著）， 〈龍飛行情〉（尿文緝毒學）。
!!P高唱： 串甩著﹒ 歪歪帶均叉著﹔

w 穹含著﹔ 真均叉著﹔ 竭，包虫學

者， 魏研讀畫卷。
哥林三魯克吉、后，唱：

{-tk兮其會〉（郭成泊、通告）， 〈摩根解銓
J:b卷：哥林三多唱〉＊（成T自﹒摩根著），
〈呼林�前后帝有已記〉（嘉札著﹔2長
甩著）。

加拉木喵． 〈加拉木帝〉（費格審﹔2學甩著﹔�T﹒路哥哥
學﹔瓦斯是息著）。
以9學所喵． 〈以.，.野唱〉（背帶. ＇＊＇草。老學）， 〈且直督撓的，寓，
又、行，A宅扭曲記〉（哥哥法趕著）， 〈以路局令〉
（林嶼，格魯）。
用長且：..tζ-=IS: 〈試用』±比人唱〉（泛象看﹔品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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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先�宙唱： 〈曹先�窗喵研成〉

（貿象著），

〈句真唔，會

一〉 ＊（是宅TJl!r串串）。
柚緻歹足迦爾、 是音咐： 〈帖，良.！：夢見迦喵〉（費格魯﹔串是
看）。
錢學木諧、后唱： 〈誠君兔Jt...}a｛帶領的積抽〉（家先看），
{.a提司長太唱｝ （.！：學甩著﹔品札著）。
特珀來唱： {4，珀3低吟道，‘｝ （札與傀著）， 〈梯，珀來唱研
學巳〉（特嚼起雄著）， 〈特珀來唱梓丸〉（平先暑，
共三冊），
看），

{4，珀＊唱)¥1特游－·＞ （老少司長象

《竭Zl!dt到〉（喝，包官含著﹔嘉札著）。

雅各喵．嘉軒圍著。
曹先穆爾、后唱： 〈像帶的唱會〉（嘉札著）， 〈龍僥像帶〉
（楊苟且槍著），〈欲丸迫感

X這象看），〈宙

J'l曹先婷的主平局唱會〉（胡槍聲響）。
約輸蠱、

、金唱： 〈約繪的唱會〉（嘉札著）， 〈約翰，且
唱〉（林具特著﹔串甩著）。

化3、唱： 〈鈍3、唱〉（嘉札著）， 〈商進行會〉（野鴨耳著）。
扇眾喝令： 〈店看智ii些〉（臭萬繪聲），

{.a.督的扇眾〉（萬孟之

鳴響）。
(22) -t'4會翼翼：〈

神的果會原則〉（含龍集各）， {a會

a其次學〉（札與鳴聲）， 〈且唔，、學旬

丸，I-"} ('P.J'•特魯），

.lU

{4'4會｝（•尾聲，

特拉先看），〈會子，臺銬的家會原則〉
（萬
吾吾蹄聲）。
(23）草督的傘，平： ｛3al賽前

a 時�｝ pζ

耶諒的－＊.平

鴨綠串串）， 〈康發的主珊，草草督〉＊ （相
勒輯）， 〈麓的主的神往｝ (.S頓著），
＜•令的，爭先局直在督的主平〉（義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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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 ｝（J龍混甩著）， 〈耶

棘的文滑〉（曹先耳著）， 〈麓的身忘記的
是直督〉（成永迎著）。

(24)

資料 的 搜 集

著）， 〈自責安

·賠進木： (ii井去龍的准告勾T安排〉（布，現為啼聲）， (i1
�瓣，芋，真〉 （可布其毒語， 共三冊）， 〈解鋒
呈長帶遁的汁划2比方錄〉 （這均叉著）， 〈﹒時進
入的主活勾.:X:.1τ〉（設事持著）。

(25）弄﹒輸局都�·：

〈弄輪本相｝

pζ文甩著）， 〈進化愴的

枕判〉（毛呆著）， 〈貫穿弄蟹，處會〉（甘
亂動著），〈真
（
緻繪著），〈又迫太太〉
喂養活〉（又棚，思著）， 〈神民〉（已先
均叉著）， 〈民�勾盟各之文龍〉 （寓，霄，
著）， 〈球比廢鐵〉（布拉象著）， 〈爾
＋巴比�｝ 海
辦培學）， 〈學i1.fkA
（
其各鉛〉（草瞥響， 是一本揭露學i1
誓，舟穆愴的好唱）。

(26）善民： 〈杏文本身勾.:X:.1字〉（札與龍著），

(a.督的浪

看〉 （已先站叉著）。

(27）金銬的錢堆：〈結人的游活〉（切會）， 〈娘堆箱〉（可
守緝毒學）， 〈銀川崎萬字替｝ (.!J=雄辯兄
弟出版社）， 〈金鋒娘堆每讀辛苦）

(W

辦特勾 !J: 格辦含著）。

(28）福音：〈恩典持真3'11..) (J長宅T著）， 〈祖會勻，$〉（娶
媳逸事學）， 〈起草之;tit.帆布洛辦學）。
(29）情況：〈各銓人物之〉（杯縛著）﹔（3P.珀拉旱，太叉，
以剎車’， 以色列， 絢麗， 摩西， 揖u學耳， 耳F
J的來， 約喵旦旦， 歡迎刻旦旦， 8但我約翰， 陳!J:
A像帶〉（這象看），（��比人以利3P.) （野
為象看）， 〈以剝沙〉， ＜•縷的足足，以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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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土平研究〉（典詩槍聲）， 〈且在旬〉（民象著），
〈曹長我約翰〉 （海苟且背著）， 〈學百〉（且珀林
看）， 〈帶歹的主平｝ (3之事叉著）， 〈會主龍的
陳1J:} （事草抄著）， 〈祿歹的主平勾唱會〉 （會
I巴比勾荷槍含著）。

(30)

-1-人福會見証： 〈嬴取民－.｝ （$氛圍著）， 〈嬴取民
學屯的風吳乞來｝ （；；先看龜蹄聲），

《哥哥

人〉 （穗孟之布魯）。
(31)裁，爭培每人宣布道：〈扎實研究前-11-｝（彭戶著），〈丸
拌，k唾手司每年〉（官傀晃著）， 〈血色

a署長勾食.:tlt-t-t-棟〉（合唱延

唔，之

長著），

〈主自瞥浩劫〉 （影戶

看）， 〈且在督氓，k肺戳，摯原則〉
（根錐著）， 〈樹造金鋒試，七
＋寫〉 （官穗吳學， 吳三冊），
〈扎實福會見汪〉（萬華魯斯著），
〈皇島物勾廢紙啡座〉 （比克林
著）。

(32 ）詩歌：

〈敬算每況會香宮會〉﹔包含育相﹔夏9學嘉﹔
妻說. 1學林帶.

a殷切秀的詩歌﹔

〈具特甘

之金槍〉， 〈牛津槍曹長毒，〉。

(33 ）布這：

〈世鼻布逼進展〉（台1J:告泛著）， 〈神的布退汁
划｝ (J:售甩著）。

(34 ）名人情況：

〈弓長治....勸｝ (l起象迎著），

〈銀龍血的

平牟｝ （＊－穗先九九宿學）， 〈血管特的生
平勾銀腔〉（培文學） '

{J起新之�平〉（昂

納響）， 〈取迪之�平｝ (J:學....追著），
〈施這鳴槍〉＊（萬拉唔，看）， 〈安＊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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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辦？老〉 （朗格魯）， 〈在弟兄中"fF首

頓著），〈且，晃來人情〉（冉來曳，著），〈旬

.:a .刻又辦

布真自情〉（英四冊）， 〈大
取措帆布烈其著）， 〈

資料 的 搜 集

饋的〉（比克林著）， 〈影敬之�平〉（澎

神的東縛， 祖

看起逸的主平｝（4.5'著），〈先約翰會〉（相
約繪聲）。
(35）台典·1宇晶：

｛：；之路易程〉 （約翰．本科學）， 〈吾雄〉
＊

＊

（約輸‘本科學），莎企比.3IE.之尉暑，〈英
{ .!J: 且帶回央集3比〉

固具｝ (l孟加，富，看），
（會T自甩著）。
(36）又帶： 〈祈帶血來的純7.J}
重秘訣｝

＊

＊

＜均掌聲）， 〈吾夷之三

（�－草莓語）， 〈曹長譽為主用｝ *(J.

－昌島事學）， 〈獄母耳. .!J: 食宿會最〉（昂納著），
〈祖先度的自制帆風取通學）， 〈最實鼠的人
�｝

＊

（費，法趕著）， 〈晨曦｝ （3志，苟且甩著）， 〈清

晨甘露〉 ，〈帶我克�｝
＊

＊

（旬布真學）， 〈恩

典勾3、能〉（楊息告含著）， 〈會我峽,F..草地快〉
*(3之啥拿著）， 〈敏葬〉

＊

（萬看學研著）。

(37）著名背道人之排這真：夏來頓 ﹔可布其（吾每女排）﹔世
5各持﹔苟且迫﹔ 〈其它小船〉（穆新審）﹔龍江﹔再札道﹔
反永逸﹔8忠于事會﹔胡告會營﹔

a 科主主回學〈錯，rt.a.督

一一登山車叫II梓λ〉 ＊ 。
(38）考舍，爭：

〈考官學勾吾銓〉（已墊著），

{ ..蛤勾英圓

博物館〉（互相通著）。
(39）吟道大鍋：〈待會鋼頓｝（3之8輛響，共吋－：：.-J排），〈吾
銓新換手划｝

a ｛珍珠、要泉、比喻｝（l主

身著）， 〈吾鋒概況〉（萬瞥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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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湖浪：

〈精逛商k事干別｝
克林編），
著），

(41 ）吾鋒研究：

a （’，J 每每每胡平則〉（比

(.a.替我寧車帶頭l三千則〉（萄堅持

〈吾銓銀寺〉（文戶持著）。

〈屯人銀杏鋒〉勾〈各鋒勾屆民主培訓

a

永逸事學）， 〈垂銓』制毒品〉（切會各）。

(42）身陣勾足越食品龍：

〈神鋒先帶〉勾〈隨舍的...督我〉
（可宅T福民主著）。

(43）槍氓，芋，：

〈英文槍曹長的神看局局且已〉（社1特奉告）。

(44）切II混：（�良現〉（方足輛車每﹔又朗與著）， 〈車，的..餐〉
（萬苦緝毒語）。

(45）對記刊物：時下嘴，不少刺特

神精梧的刊物， 其中

不乏毛T字， 珍惜到t.＞、胡苟延式的周先。 墨畫巴主志學習f,.料
一一位脊，.Jt..乎是不宅r禹色的事， 因為

re, 1flj!參占地方，

又准按J亨，安排以1果醬缸鍋。 不道， 用剪刀局采糊攏，ι
好，白色，文章剪貼入滑寶氣， 再跟入抽層中

s

弓﹒趴持貝少

成�。
趴下令梅克根手r參考吩龍： 〈具混jR} （比克林局英
格旦出版社出版）﹔ 〈兒先持自由｝（：！與特別出版社出版）﹔
〈帶劫持會根）｛］步推斯凡.合旬出版）﹔〈且已日摯吋·�｝﹔
〈福音說老〉（合成福音出版社出版）。

(46）小冊：已出版的鋒小到玲玲欽本蟬，
手r

它們都直帶航班。

e寸一些-'I、知所當宇愴的真琨甚主超越一本采用［.＿又式

的唱。 泛接待、冊，處組于�－，了，寺越強于J事挺有已。

2.

藏布底有索引
�耨墨爾司、系是鬼， 一吋、喵牢﹒和一＋文吽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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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皂宅T以�遠在1可見目的垂考， .嘗到電r唱本身t寸步舍之
車全3斗。 手可些喵宅r禹已結接見目， 成果些娃又提樵清楚勾諭

資料 的 搜 集

2.1 者卡索引 －

R寰的ijt明。 若要一一抄出泛接替也明， 宅T血色d、張 h 龍去才特
昂之全考接題目， 都很有參考的計誼，。 除非 一 ＋人看，超人

�i己可學所嘴，唱本， a其中的實蝕，

的t忌，已7J﹔否則龍不宅r

喜皂哥拉手宇袋都芳， 可尋呼已....t..ii年多皇貴的自寸J圍。 如果按其u巴
實教局明在唱T象31中， 要按圖象耳聽別早年品怯了。
要識到主主戚，看帝時哥哥提﹔龜
突出的活旬

a� ﹔記胡弋盼錢會��先、

a 切人的制于加�注。

主主些看，�注的寶安缸，

要在惜來注明， 在吋J團Jt.il于自寸加入唱卡中。 換看－�幼以
會﹒起每跨文爾科方笨， 加入，足31。
4E

、‘．’，
．
．
，s﹒‘、

寺題式

紀守越按英文學母順序排列（帶看童聲： 中文茍﹒按皂廠
編排雪是31), 在令員E帝，L列出唱名

a脅，接見目之喵賞。

啊，

些T奮進入量已所導干的喵鏽弓﹒ g 迫轉民幣旬，L喵吾吾爾省了每
唱名的時洞， 如「 26(417 ）」晃錯，

26 本帝的 417 賞。

制作毒是引發自寸，堅泊， 龍8、長進來看， 都守拉人會省特
多的自寸J司。 足足＊扇..唱處處的It罷。

「..泊、道喵自系

是先雪之31」樹木椅。 T奮遁入不劫參親， 一 巫見巷的圓喵嗨，
全考 nt 周文又象31﹔系是缸， 昇為自己法汁這會自己的家31
方垮。

(2)

sl 文式
童安�i告的喵眉目對t;.�!l-1!,嚕，象訓， :ic等可書昏聲色， 接﹒噩』ii全喬吾

一本帝的暈過L常排列。 唱本中的31逃往往不易按寺越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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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考

歹!l. -ip宅r��.313斗呈長揖長歹盟。

2.2文件桓

a茍捧起，.t:..n哥哥哥剪貼，品丸a脅，背祖’，

�宅T﹒快車長�旅會
1且都易被裝置的－＇I、冊。

君是車里，屯的4立足手才回吋、JIii.it皂白色調指主﹔ 當已噎i-；旭、 31二文
帶到ta.11、知谷可學其所。 正如唱卡其家31系是先， 寺鼻且每31
文壇電314童安J!;mU司長。 脅迫人卦，始于電t;ttl妨試告妥－�又帶植
系是克， 其說·UL�先說每汁，恥的。 好的努始冕成羽的一 卒，。

(1)

寺題式
因為寧寧，L的需要， 寺起系a.a.起臣，.t:.耳王先會出事也

當蠱的事巴拿。 在聽31白色題目，L， 不錯挺有相周內容的題
目也2叫人注明。 比如， 在「是恩」之下，
發

a是咽，」。

判

J 。

τ，

在「地獄」之

局：

每：

「夢湖費

「.ffl.底 ， 迫切

趴下先損于英丸學旬，順序排列的寺昆主且舉訓

，

，

唔，

以助 1V}

芋，看。 F皂的道合唱卡象31.a.文吽祖駐香之用。 主息，已超自
宅T按情曳�口疇。

A 」： Acceptance（’白色納）﹔ Advocacy（申辦）﹔ Agnosticism
( ;J王守知始，）﹔ Angels（�已故）﹔ Anger （﹔泛起）﹔
Archaeology（考宮，芋，）﹔ Assembly truth（召會真
還）﹔ Assurance（繡鋸）﹔ Astrology（占且本）﹔
Astronomy（瓦文管） ﹔ Atonement（跟單） ﹔
Atheism(j巳 神槍）。
「 B 」： Babylon （巴比ft:'）﹔ Backbiting （海海）﹔ Bacb可Iiding
（背道）﹔ Baptism（混混）﹔ Blessing （祖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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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Calling（于告）﹔C訂elessness（蹺，兔）﹔Carnality（厲
肉陣）﹔Children(3寶貴）（拉格， 民龍頭， 組正）﹔
C趾ist(lil督）（降止， 神毯， �平﹔凡亡， 文章膏，
又滑盾的事$， 到﹒久，現，兮的，$， 昇來，帶

資料 的 搜 集

Blood（此） ﹔ Boasting（夸口）﹔ Books（唱學）﹔
Burial（建都）。

來的統治）﹔C出stian Science（這也督我科，爭）﹔
Christmas（香混常） ﹔ Church（•會） ﹔
Compassion( •屯，電） ﹔ Communion（又過） ﹔
Complaint（ 建起） ﹔ Comfort（昏，處） ﹔
Consecration（且各$獻）﹔Conscience（良心）﹔
Conviction（如聽） ﹔ Conversion（扭正 ） ﹔
Courage（身試） � Covetousness（貪婪） ﹔
Covenants（清約）﹔Creation（倒追）﹔Cross（汁，宅俱
樂）﹔Criticism（攏坪）。
「D 」： Death（九亡）﹔Death bed (1隘絡）（帶戲看A朱奇，A
看的錯身）﹔Deliverance（特�）﹔Decision（老吳先）﹔
Delay（說延）﹔Denominationalism（學蠶豆主丸）﹔
Discipleship（作11號） ﹔ Discipline( '1醫學缸） ﹔
Dispensations（付能）﹔Division(::o-1巴）﹔Divorce（實
過）﹔Discouragement（義』屯）﹔Doubt（錢越）（li且不
會）﹔Drink（��）﹔白unkenness（醉續）。
「E 」： E訂nestness（見切）﹔ Elders（長宅，）﹔ Election（據造）﹔
Encouragement（鼓勵）﹔ Endurance（成民）﹔
Envy（娘妒）﹔Eternity（永造）﹔Evolution（進化兮兮）。
「F 」： Fables(.J鹿渺的活）﹔Faintness（泉乏）﹔Faith（會心）﹔
Fasting（禁食）﹔Father(,j丸）﹔Family（取）﹔Flesh（肉
陣）﹔Forgiveness（敏先）（黑唔，良先﹔依此像鬼）﹔
Fighting（打仗）﹔Fruit（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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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God（神）﹔Goodworks（善行）﹔Gambling（賭博）﹔
Gentiles（丹、那人）﹔Giving（﹒快給）﹔Gospel（指音）﹔
Gossip（湖官） ﹔Glory（來越） ﹔ Grace（恩典） ﹔
Gratitude（是息）﹔Gr臼d（貪心）﹔Growth（成長）﹔
Guidance( .31學）﹔Guilt（黑氯）。

「H 」： Habit（勾慣）﹔Happiness（喜呆）﹔Hatred（憎恨）﹔
Healing（底消）﹔He徊。屯）﹔Heathen（象外人）﹔

Heaven（瓦舉）﹔Hell（地獄） ﹔Holiness（吾清）﹔
Holy Spirit（善良）﹔Honesty（值與）﹔Hope（翰單）﹔
Home（取）﹔Hospitality（款待）﹔Humility（賀龍卑）﹔
Husb個ds（呆呆）﹔Humor（幽默）﹔Hymnology（悔
恨瞥，）。

「I 」： Idola甘y（鼻祖那）﹔Imagination（幻想）﹔Immorality

（不!flt.唱起）﹔Immortality（不丸）﹔Inc訂nation（通成
肉身）﹔Ingratitud呵，克足）﹔Indifference（冷苟且）﹔

Inspiration（又是）﹔Invitation(Jlti費）。
「J J : Jealousy（忌�）﹔ Jerusalem（耶路，民冷）﹔ Jews（挑太
人）﹔Joy（喜呆）﹔Judgment（啥，剝）﹔Justice（含九）﹔
Justification（林九）。

「K J : Kindness（處處）﹔Kingdom of God（神的圓）﹔
Kingdom ofHeaven（又因）﹔Knowledge（如飢）。

「 L 」： Law（曹錄）﹔Liberty（自由）﹔License（�）﹔Life(.*
’

會）﹔ Light（先）﹔ Lord s Supper（主的風餐）﹔

Lost（β忌器）﹔Love（具）﹔Lust（’街欲）﹔Lying（說說）。
「M 」： Malice（足•）﹔Man（人）﹔M缸riage（措巷）﹔：Martyrs
（殉道者）﹔ Medi泊位on（屠龍想）﹔ Mercy（伶個）﹔
Messi油（s恨與3E.）﹔ Ministry（曹$）﹔ Miracles（神
述）﹔Mission紅y（背道，車）﹔Modernism（新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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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Misunderstandings（漢會）﹔Mormonism (

*

弟）。
「N」： Nature（本能）﹔Neglect（忽略）。

資料 的 搜 集

J'l崖，九）﹔Mother（母﹒哥哥）﹔Money（能）﹔Murder （直接

「O J : Obedience（順�）﹔Offerings（﹒換物）﹔Old Age （�

「P

牟）﹔Opportunity（机會）﹔Ordinances（培則）。
:P訂ables（比喻）﹔P 征don（魔鬼）﹔Patience（忍耐）﹔
Paul（帶�）﹔Peter（浪靜）﹔Peace（平安）﹔Pedagogy
（裁，芋，港） ﹔ Pentecostalism( 3i.旬常主 λ ） ﹔
Perfection（完美元黑） ﹔ Persecution( l逼迫） ﹔
Pity（守伶） ﹔ Power（純�）﹔ Politics( Ji比治） ﹔
Praise（贊美）﹔Prayer（特告）﹔Preaching（背道）﹔
Predestination（ 預定） ﹔ Prejudice（足見） ﹔
Priesthood（每可取在）﹔Pride(!l捧讀t); Profession
（口林）﹔即ophecy（預言）﹔﹔Protection（陳妒）﹔
Purity（鈍渚）。

「QJ: Qu 缸Telling（學克）。
「R」：Rebuke（賣各）﹔Reconciliation（和好）﹔Redemption
（事先聽）﹔Reception（接納）;-Racialism（科旅主λ）﹔
Regeneration（貫主） ﹔ R貝jection（揖兔） ﹔
Remembrance（泛舟） ﹔ Repentance（悔改） ﹔
Responsibility（費語） ﹔ Restoration（又回） ﹔
Retribution(.ffl.a）﹔ Revival(.1巴持）﹔ Revenge(J民
文）﹔ Reverence（敬重） ﹔ Rewards( 1良善） ﹔

Resuηection(.1l�音）﹔Roman Catholicism（歹且又
主欽主丸）﹔Ritualism（試文主丸）﹔Righteousness
’
(Jι）﹔ Russellism(Jehovah s Witness）（歹會主九
一一耶和竿見汪）。

「S

: Sabbath（耍，屯日）﹔Sacrifice（紙發）﹔Salvation (.-,
處） ﹔ Sanctification（成塾） ﹔ Satan( j民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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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ion（鏽足以Second Coming（昇來） ﹔
Sectarianism( !3t. 剖民主 λ ）﹔ Security（為接） ﹔
Self（己）﹔Selfishness（自私）﹔Separation（�Btl）﹔
Service（服曹）﹔Seventh Day Adven位sm（安﹒息日
主λ）﹔Science（科芋，）﹔Shame（壘辱）﹔Sin(lW.）﹔
Sorrow（吠，'Vo）﹔Singing（曹先唱）﹔Sickness（按捕）﹔
Smoking（旭）﹔Spiritism（見揖﹒）﹔SoulWinning（嬴
取民魂）﹔Stars（星）﹔Standing（地位）﹔Stealing（會
哥哥）﹔Substitution（代替）﹔Sunday School（主日
，爭）﹔Swe訂ing（起誓）。
「T J : Tabernacle（會都）﹔Temper（情路）﹔Temptation（當
錄）﹔Temple（吾威）﹔Testin�（當覓處）﹔Testimony
（見注）﹔Teaching（裁專）﹔四個世ulness（聽見）﹔
Thoughts（見會）﹔Theosophy（通神芋，）﹔Theater
（成尉）﹔Time（甘湖）﹔Tongue（看法）﹔Tracts（草
張）﹔Trial（濃綠）﹔Translation（按告）﹔Tribulation
（見車）﹔Transformation（改裝）﹔Training(i..Jlli在）﹔
Types（預早已） ﹔ Truth（其輯） ﹔ Trust（會＊） ﹔
Temperance（帝制）。
「U J : Unbelief（本會）﹔Unfaithfulness（不足）﹔Unity（含
一 ）﹔Unity(false

cult）（弄輪會一 ）﹔Unitarianism

（唯一 神裁派）﹔Universalism（全宇宙主九）。
「V」：Vengeance（張乳）﹔Victory（哥哥雄）﹔Virgin Birth（實
安局主）。
「W」：Walk（行，）﹔W州學雄）﹔W缸nings（瞥見見）﹔
Wastefulness（氣勢）﹔Watching（散麗）﹔Will（處
處）﹔Wisdom（智，電）﹔Wives（真予以World（世
界）﹔Worldliness（風世）﹔Worry（快A.）﹔Worship
278

（很葬）。

義的已銬指出在會﹒挖潛賀泉中， 牙之先會＇＂－＊.�宜，巴的

�ll丸。

(2)

因此aJJ!l沌，也守其割的題目， 4挂在未－J:.�以注明。

資料 的 搜 集

「Y J : Youth（年費）。

經文式
逛一杏哥哥按﹒吾吾娃喵卷的次感排列， 共啊，女＋突頃。

過對于科增加甘， 彈乎要量已喵卷界文d：兮。 -tiJ世t己宅r：診為3i:.部
言于. ＝－嘗一1�－﹔汁，墨汁，九司r﹔三汁，.:t,.：：；.汁，�－﹔三汁，

t.�a 白色吩祖．’

1三十九會﹔ 回汁，13i:.汁，章。 主

在准告辭

銓lil.31：文又帶到止時， 特剝�用。
車已迫嚼，嚼，各導干嗨，多大珊牢固的會甜， 在封冒T喵且人不
J司白色，�目。 所錢，F白色，賞？科..扭扭毫沛車長入詩肉。
鞘揖食品之趟， 每雪t

111 所起草相似，

迫�:.0-當l:-&

在各有文吽拒之后， 四已用

非常，方誤。

3.

博覽群者
繕，根哦，．

「胸懷竄入知浪子F告， 喵勾浪人文延續磷﹔

��﹒賦人先成進酒lo

」導干人像：

「�來不創濃的人， 特

永不為人知， 8、來不31主益別人之宮的人， 且必永元宅r.311
主主活用在主主且非常’，Q-童話。

3.1 至全歪必須是首要的
金先看，接1守唱本宅T厄扎耳又1℃各錯。 胸懷手息，已帝的目祿，
純粹是為了增強珍惜中之唱的學攏。 創像其它唱了宵，忽略﹒
吾F重告， 冕成命的錯誤。 背道人又看穢，且吾銬， 才血色帶車每
帆風情逛。
不是．

:a.Jd巴本．旬，足，岳的J同旭先﹒

「吾銬，屯祥說，？

「真注丸祥混？ 」憧海人們所混固然好， 官乏足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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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其主比世人身苟且已喵耳乳制已接鋒， 詞不如也有啦。

神所說民！U乏必須。 氣喵翩肉忽略臺銬， 呆

著名呈長方芋，省科斯屬企說：

「臥龍月三錢�

神彌來

的瀾喝t， 香鉛為這是草角色語1守自寸氓， JI.語1可惜宮的學T字，
其·＊角色的真串串龍、 車喬家白色，贅述、 純真的泊的鬼、買t辜的17}
�Alit.努﹒的凡格， 不�A.:tE塘，讀l:tJI..：；丸瞥，L， 都宅r滴血發
草草草。 」

3.2古代勻近代仿史
在述方窗， 于覺到包人宅r

tt.哥哥不少電r費的對于3畔。 17}.!J.泊之

暈了

神�各圓的神泊， 至今

這晃「營建立7圓的」（.！已

告會廿二

28 ﹔揖四 34-37 ﹔

8 ）。

申升；：：：；.

3.3 i寺前
碌了.!il,.j早＋人的想象品，

F己

這宅T增f﹒旬泣， 之k直是.

Z多科新穎的我這錄。

3.4倩氾
守換.辱、 扇－＊..A警鼠的周先。 T費遁入每年海軍少
湖海爾本T前已。

3.5古典名著

�＝丸

創棋世浴文瞥，＊拓各科知飢舜，脅。沌

棒的遞解，

A－＊..揖�精采的威脅張嘴，帶助。

3.6游道著作
著名tt-迪人的帶到t•事司長看不守。
又能.It·率先箱， 荷槍到包的
280

a巧，

F色的本書主﹒民＋人的

司已沌的血色品， 學制的貼切

資料 的 搜 集

a且間榜的純;tJ都＃每年益。
3.7闡釋歪鍾的期刊

at汙乏，宜，居，

起L’『屁巴畫龍官lE-�;t止， 會主喜皂，t

2已且已回牢P BP

己Ji!.-Q番。

3.8世俗奈志
F皂

的故.lil付，旬，屯， －禽能其中大學�周先永久， 直

啊，一爾本"*P"J:開車廂。浪者文
處

a閥混。

3.9福音草旅
局長入會骨質先后， 它的電r

•a 主主方苗，提﹒換了看，用的會

m 脊背福音﹒會沌的現l于。

3.10披章
明智的造材守換省長四l之用。 剪紙的吋喂切ie.紀ffl.毛

a 日期t之下，

4.

混在31.ffle寸籠罩已具帆風佳。

果感望重 t己簿

2屯簿要相當..，，、a薄的增賞， 方浪費骨干在我延中，

..5l..

守Jll.,1[.替T℃。
語1可啊，扇－＊－龍的果是要t己暈了來， 排主龜兔�祥戶�
出來的。龍龍一居民或別人心的31式， .學學自奇的事降，
都宅ri己最在龜t己真庫中。 2鬼鬼泛簿如J詞也兔子， 掉，數2也會
逗人屆海中的每一曹長賈寶足縛， 一一收聽。
話1守．每人吳放蹄蓮荒』屯哥哥， :l£.i己f已者比新時， 茍－��i己
學7司在轟忌。咽t,.）、的命tlJ恥屯啊，咱已宅門已可 弋 幫會比31－＊.一系列的
見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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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霄，博τt嘯，嚼，在回墓前犯晃晃龜泛M..:tlt于朱學的真

道

，ι。 看，因寸在睡中醒來， 泊中出現，勾善鋒嘴，長的民是1JlJrP
對j局干， 然后昇睡。 早～.t.R來， 果是已在草t己真缸中，

R皂

白寸宅r30趴深入吾吾考。

5.

其他情道人的講道籠氾
1ff..i學骨的游主也都聾，可串串－i己，最好的方錄1晃晃祥龜t己。

記述學龜t己笨泉， t己，.t.1奮逗人的名學A帶進。
抄

，

切身抄泉

在即「犯剝人的資料質文， 來鋒融會貫通。

J

31.ffl"ftt.

人的資料自寸一足要買明出兔， 以�－苟戶人之曹長。 足足注明
悟到t人名學于違抗己，L的好先。 .B!J怕31.ffl祂人的活婿，

當也

：

「龍記得弟弟人說， 」守刮起骨來的注息， 特別桑那些
緝名乳房景啊，的人。
之一甘當色：

.a柏講學特祂 nr 勾君的1人入R皂白g.::,t會

「牛：紡車主義掛三寸，只牛帶來的， 認鼠，E啥都吳

雪足哥哥哥﹒制成的。 」倒 .，"C,.主要吳先l日翼翼以新方又說出，
JrP紐自己的成格。 看人幽默地說：

「龜殼， － tt.1字看，所喝

足抄 象一一起學嗨，9神看見研究！」

6.

葬成「億道＞.）慣J
�宅r

.JA.可寸：這爾科方培學提：

6.1視察
嘴里也入海細』屯足見過早其祂背遁入在音帶會，.t..ta..：！學.it.A昕
余的1覓處。 注 .，"C,.)lt鼎的婦宮、T宇Jxl.A離現l。扎爾謂民人之
長， 都已是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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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各血色且已具言， 恩賜幫會輩無絃清風u咎。 學自寸J團jt,吟， 不甜

耳�－垂善企全3斗 ，

准魯大潮濃又﹒換帶來利用。 切成因至庸置且自

••..:x:.1字

資料 的 搜 集

6.2操緣

毋庸自負。 于學遁入必須努..7.1�懈。 啊，人當已贅述人要追丸之
＋述事已． 一、 反鴨..:I:.1字（注沌， 不是

m司，－;x:.T)r 。

三斗、 主旦出2訂字﹔ 三已、

迦草。在，官司盔，L是＋﹔好磅，拌， 魂不會台

it.a。

組r」來， 都看舟，越的局

盾的浪略）﹔

a�持強、,:t.程..

龍在八-t-3i:.，育齡甘當也：

「瓷

這是強祉， 罩、，已官IU了�雪足萄每��.，已－－＊悸。 先給吳學雄，
是出入， 麓的珍貴�甘如1守，

a在這是鞏固1守。

6-14)A每一位 海看立下處處， 直接看
，

'tit

「 .:fr，•屯鳳A丸之」看的榜縛。

＊

為中縛，本唱名

」（唱汁，因

神的息，息， ’摯

.:a 草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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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i井道的德遮

、

-L

－.：‘ E

＊＝°亡了？告別t..＞、的資格、

呼召、 于告別的旬，悴墨、 帶

一沌的結約、 帶到皂的科...、 帶到包的准告 人 帶到t
對于海斗白色，重聾，九

軍已在社雪t

111 組縷主染給帶到庄的情逃過..�重要課

其E。

引盲

鋒足夠告＃慎重准會的瓣，祉， 必須要敏于老瓣， 否則

元人可學益。

「章良啊，情沌的，

，屯血色帶3已

呢？ ．．．．．．守.!4L﹒信封t

是札�道來的， 背到t晃�A督的活來的。

」（，；，-t-

14-17)

于學到皂白色，�身患牙丸，主有丸，l切令且也白色，具司.g.' .lll背包，世ft.3,1色白色，��。
瓣，多好信息因�－時沌的方又不才兩－JI文索地。 正如「學
IZE.Jfl ilc.1宇白色培訓且， 在祂哥﹒中T宇舔了」（耶汁，八

4 ），

﹒時遁入

挖潛"ft'的到包弄舔了。

f老 遠的科癸
1.1 七科業型
五吳越主.明智地抽逃亡'f»J.!J.屯，L’t科帶.:ttltl9＊鈕，
先后我帶�耐d屯的骨采�）.忌其膏。 其身誨， 典型不A:.沌，t

4

、‘，’，
．
．
．
’
，
．
、
．

秤， 不足，F列的足以混明其中守足之沌。

冗長況伺型

2鬼神情.:ttt.人袋子用帶多＇＊－＊－脅的事國民， 長謝i」先給草草都

285

侍

內容2記瀾。 帶多量挂

�a信屈的淘泣，

不足足？覺到V色各功

3忌月三3已白色1*t前。

(2)

宗吾L 元章型
去鬼神游!!tl.i19肉-3-：質瘡， 淘對三旦旦洞，組納B寸含糊不清。

元人血色萄思主是﹒惜別t人的本息。 有一＋混別主鬼神悟到t..｝、的試
’， 乘人在成洽，包含J曰：

「健在讀賀帶？」固串串道：

吼.！JU起密文姆斯。 」那人眼看狗肉﹒
回營混：

(3)

「參

「祂正在音帶汁./A？」

「啊！龍混嘴，現！」

夸大炫耀型
去鬼神吟道1tJ"如旭聽眾績。

re 嘴，當年多強烈的現喻，

才

智橫溢的）！婿， 別人入攏的胡子，�龍的宴，屯排在絃
活中略帶久臂彎鼠。 結果拆且也看呀店去自眩， �ii帶進白色，內容
卸車真不著抉馳。 味道看－�1誓旦且人的印象深刻， 祖只宮會處
則不撼。 人人都低吟道「良品」， 帶進啊，人純比述其中
內容。

(4)

教事趣詞型
主鬼神游且也包含帶多隊庸的試，官， ..串連一起， 兄長

乏味， 每主題R且會。 看人不早早�地指出主鬼神食遁入年足
昏橫了！

(5)

詞藻絢而型
主鬼神音帶到包嘴，帶多半繭的姆雷廳， 幫會甸的重裔學，

�a很

強的贅述。 宅r惜， 帶到包的內看：..；乏這�－會倆 人 都缺少：'7J'析﹔
注重晃晃， 學P缺少知故﹔車前景哲學嗨， ﹒掙錢看串串憬的功鬼。

(6)
286

甜美流暢型
2鬼神帶到也淘精萃買賈母屁嗨，借咽況，是莓，��這綿不歸﹔

(7)

麻醉吹眠型
足科帶進龍骨來不能帶：；.＆.。

F皂

鈍鞏固麻醉劍， 四已人的

游道 的 侍 述

當！.ft'且也人先是珊處， 又不能融呀呀且也z密的良』屯。

是且也A注J司t；曹先紋， Ai-各看？．先看t知到L。 正如 一 龍主.現，
學所唔， 「也有如 一 句色彩帶， 氛已先相J詞， 電r隨從取用！
-tit.學游帶頓參觀，看這i!.1-JJr宮，是全－！）色的成為棧道．
「婷婷多多的人睡在2皂白壁之翩。 」參親，看J回去也：

「 7{J

1守龍1i可不聘用一tit.臭且也越的游者？

.Jl:t·

A章先官1當龍”已書，體會， 以�自己嬉入混些發起之中， 因
7{Jr色的﹒良主持且也－

地﹔先童話的﹒情沌，已

神會昔治蜓的錯，

在折且也看見塊之中趕不了作用。

1.2億道人需要自律

語1可看見賜A�吾晃晃旬， 丘克精通．每

a辱的司每年

會遁入， 底結研課.3'1ik.青年T會進入提學太的唱會。 在前
�豆豆， 可恭Z彥用了「諒自己」令汰， 每周 一 次， 都才「﹒時
遁入勾龍舟梧的，.，」純真風叉的，電丸。 化建官1約略﹒機槍
�-t-t-「1$自己」的出先， 以�中海違章鬼。
4．，

、‘．’，
’，．‘、

「你言語怎祥行J （提前三15)

.J

T告到t 、墨皂�Jti-TFJl!I。 當＃到也看會�萬也種行走8寸， 重r

rr特色Jl』

.t..a帶台T，也

帶「會委我的陣是先」， 祂本身先給在當持台，
海「含情迪人的草本是先」（ JJ學五3）。好
且已�

神的管說．

「諒自己人，要旦出善行的榜悴， 在．

�切11....t.要正豆、 鏽底， 會穩純金， 元守指費， 叫

msi又結

的人，既元赴宅r混混們的不是，很自!lt.JJl:愧。」（多：＝.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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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
道

(2)

「在敬虔上操諒自己J （提前四 7)
錯綜的原文會啊，「織絃」之處，

中的「障，『僧」

a

»..諦，希且也英文學

「詠操」。 T奮遁入要手r－.卒，章的學時

吋在厲曳的逗濁弱，L重點絃自己。

(a)

良心要�操撞在（我廿四

16)

良』屯本身不是守＊的指幫’

，已帶會

神的活先.ffll譯自

31學﹔違背�..ft畏的良』屯4鼠忌宙吋厲畏的民堆。 良d屯悔自寸甘
情杏起告，

每

神的旨，.，'Wt秘瀾。 要曹長��操絃白色良』屯， 須

1!t血可民肅的�背， 旭先T乞討？先槍多寓， 都誼，哥哥祟，譽， 因
�越是先扮的見物。 看人混：

「人老先吾先兮的良心，

﹒

放久，怔了那唯一直哥哥 保存的。 」

(b)

必足要昆虫集錄（�缸瓦

14)

？老遁入的心身哲學加以鹿鼎。 如果呢主忘記最好的賦
予

神， 魂一生，的實﹒任就足多多的，摯勻。

(c)

厲曳!I:.會要民銀絃（提前四

7)

·a鹿的行為， 都a智心摔成。

在有r;能籠培

忽略措轉

載依滯后惜一會五1-t帝的且在督我發穗， 足以追Ji1t風5皂
白色鬼惰。 風叉的肌肉因站長久缺乏綠綠， 1則�le包迢來，
結果造成果能進旗。

(d)

身，陣要�操絃（章是前四

15)

「操絃身，障， 益先這少」。 這貴的詠錯，這場結背道
逛抖，t

.7./ 白色，..:x:.�是都要的。

悟到t人坡時吋第撞車， 前已身詠

建社。

(3)

「你要殷勤去做J （提前四 15)
于奮進入...智的浪命汁，5)-垠皂， 龍必須寺』屯笨，鬼， 自

288

章先相往的戚， 咒 語1守，F物， 如昂－�Jfl1℃吟， ，也3巳帶出.7.1

f 嚼，2昏時可晨， 量約1﹔賦予

神的

是雪It1/18寸Jal白色，滄海， :GA.7.1息時的..，眠， 2丸剝啥？食物的
碎屑！

游道 的 倩 迋

發神， 4處晃晃一文�祖！

于全迪人必須認自己叉，已主， 拌均主舍己。 主既已�
．他精住一切， 龍..li!L.i賣自鹿純為主講U;,,自己的目寸J甸、才智、
.7.1費2之金錢（�-1-三

1-2 ﹔太＋女 24 ﹔第五 16）。主混「好，

陳述三丸良善丸，屯峙的仆人」的贊漪， 且已量，幣，聲令Jl:.Jti'tt
出的亭虫學（太廿五

(4)

21) 。

「你要謹慎自己J （提前四16)

a切II。

「像要ill棋自己和自己的

」

T奮進入很缺'Oil會

義現，最大的曹長人是自己， 祂內心對事先看，一＋崗農看。 除
司長龍謹慎持毫不留倩地自會和自制， 祂宙吋的－穗．每鳳
「主

臭又推守身已是不止不息的。弓f,.令會﹒穆勒嗽，哺嗨告混：
唱醫學1軍區覓處為一＋元彌lffL廷的是，人！

.11

心地要有之麗特告， ,t,,哥哥供／、三r 色局已。

甘

的幼旭先 ．

」車，只9月我們

太

哼害，

41)
ft''*l人哥哥目寸間內tD., 繪制l自己的見沌， 因3。當糖、
學

Aι勻，屯底.).k，屯足哥哥益。 祂哥哥ill棋自己的會﹒悟， 拉扎克﹔象

局長百攏了�I恥的活（帶一百粵究

3'3 ）。啊已巷，也棋自己的品已

慣， 因�「溫泉是跟林善行」， 其連星明（林前汁，五

:r-J

祂哥哥謹慎自己的學此，題先「各祥的舟的

（柏前五

22）。

�

嬴

此外， 哨包�讀（��鴨t'I皂， �車S仇歸之．見証的机舍，
取民現（�口食

(5)

33 ）。

10）。

「救自己J （提前四16)
迋活明﹒昂之啊，成啥？’怪．魏格諦，已不是指民鳴的象這紙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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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

�.a尊卑 .t.,.!j、蚣， 造屁特呆在這色督的會主削

r也是錯事先自己

，

台前�損（林前三10-15）。 主鬼神海事先是在乎恆心連串

神

的t舌， 持Jl:J"骨劫之﹒恩情沌的費悟。
(6)

「要保守自己清清J （提前五22)
機糕， 每一位倉健都「.

神�7.J可串串」﹔但.Fate寸

每一ttt.會我帶籠學自己，以先在主的，車，.t..�阻。 因此，
每一位情遁入S:

(a)

τ

義又己身， 叫身JUl龍（林前九27)
肉詠必須付吋刻對j欲果能»i'拉劍， 叫身陣成為風臭

的 卜人。 參封、．局局 z,;J'1 都專注肉詠�紙， 結果先取了。
3
「帝制」持不是「各民所結」九神「 果T」中，l �重要

-r.•

的 一 科（;jD� 22-23）。

(b）逼迫

去覓覓約翰tit.喵戶，庸的結倍。 調可觀是指人主I;.含音中接柯
替T℃

神的寒窗，

JI. 因r巴爾首L

.a次耍的地址。

神領起獄，午

人先帶跪，：：－ap彈1風雄才是彈1風可觀看。 人茍－禹色�自己自私
自J闊的.＊.�膏， 一』屯－.，，.尺超聲自己沛喝令靠自己， 主主自雪昆
虫主砂J卜， 但也會成為明彈。 在1守人自己的嗜好、財物甚
囂午＊處都宅T身已退局長

(c)

神。

帶有F自己滑稽（林姑且22)
？奮進入，$「...�合丸， 憎足lffl.足」的主， 必須足

旭、 宮行、 是長」ι都鈍淆。

因此， Jl:J"自己所旗、 2呀呀、 所

有昏甚.ll»i'岳的地方都要加會當皇慎。

(d)

可串串自己嗽，在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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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廳中（醬缸

21)

神的民集各善各慨’， 又做l逃出一科冷苟且的形墨色、

冷封長白色列、泉、 冰冷的垠偉

a 強化的情是覓。

神的具「混

ft主益。

神的�=k鞏固日到午， 每 一 ttl:.ll.督我必須不餅，主本身皂
豆豆貫吻合身。

處主學

(e)

的3、民

唱展學自己不沾樂世﹒俗（雅 一

游道 的 倩 迷

苟且」在會燒的心里， J;..J前T學罩。通k且已譯自31司旬， 對己

27)

�報告人的...果必、集中之.5k、 錢珊的陷阱、 隨派的

.m .；，、

£1:泊的且也﹒穗准則、浪人，今夸白色，名單

a腐朽的品已賀龍，

'f.告遁入都必須毫不留情的拒絕。 惜這人缺形容為世，L白色
「先」， 又見榨「導層」，

a起路的「且已旅」。

龍臥龍活于世，L，都跑才不厲于世界（林三三
9包汁，

-t 14),

因 此，

15 ﹔當瓦爾三 11 ﹔

包牙之處固自己教世 界恨足痛徹寺（約，1-.zi.

18-25 ）。
(7)

退避不合歪鐘的事（提前六 3-5)
T贅述人必須混進一切翁寄自己教主能用的足，。 祂

必須提覓 一 切不會各鋒的4kiJ11（提前突5）， 進覓一 切句不
會者的合＂�（林后女
債主已嗜好（桔寅宮女

14-18),

4 ）。

a.捧

一

切不陣

a白色娘辰、 �

因此， �于﹒語有r守且人影嗔IA阻磚塊

搭起之首L鼎的，官， 主說．

「要進建立屯聾，！

�31官部芳在介紹﹒時這游沌的曝沌，L占了帶多車前
均富，

：指 出的，

正如本帝?fr始自寸Ht

惜這人先垮犯自己»..Ht

T老白色且也支�＊。 于全逗人句英會處處處相贅， .'.iE.鞏固江河．的喝t
揖r﹒穹下游的水榮系密切。
t寸步合帶到t的情述自寸， 雪It111梅特別注.，1t陳.；，ia.提學太
的功告 ．

「源都要人，僅慎。 」化麓的語細垂考每ttz:..Jt.

志全』屯暫且學

神的T卜人， Hr4激進沌的令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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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注意自己的恣度
會精合： 「人如其裁。」呀，余不學會�稽，也身影鴨，

不給王宙昆虫窗， 包含��1t-.ii!.ir9 �.5!;.·影吶。T老遁入

.a�

丸祥的，屯底呢？

. 2.1譜表虛但不拙劣
(1)

頭做破杯十字架的道理
自鼠、 自大局自稽的TFA且也�帶來放靜的3巳迫， ,g,

t.

商叮覺到 .）、�,,t-揖亡－－愈益見：.�Ao 道k看，4九遇”，已'Oi-1il:.祖i41(.Jh 、
自執商人一擎的情遁入， 也不喜玖訢�拙丟穹的﹒時且也人，
造垂普拉鞠官缸啊，采£足級專aJ,晃晃。 會遁入要吋目寸切t己自己是
屑于.wJS1tt「l瓦爾且已．．．．．．自己卑融」， 又像： 「雪ta1鼠
的中鍋， 如用戚，人的。」（JMt.二

7-8 ﹔蛤廿二 27)

「連串放在跳杯臥..!t,，狠心在獻詞之前。

J <•-t-女 18)

曾啊，一1tt自會；¢；，暫且已自鼠的弓每年情遁入， 四k慢地少，L音帶
台，

持自致地以�宅r

m 自己的才草、

i

如故排球暢的口才

是苟，昕采﹔終于龍的吟道S冕成守泛的先跌。 后來龍自知
其旬入2包慚合聲地一F台。 之后， 一1tt年寸長白色，3已增龍混：
「如，接詠趴下台的心情，L台， 那章很T台吋的心價4處如諒
4會自寸·��祥！
-1tt名叫，龍骨耳﹒9已舉辦的情遁入在自己會這是膏，

•

要求 － 1ttJOI瓷給予悅悴， 魂的Mai:龍：
﹒旬

欲訂寸，學學， ﹒但11R只T弩之r

「諒本激情義督

，

母耳 . 3已旱學研A她的自

會！」另一1tt1費迪人民人,g,祥批坪 ﹒ 「如果雪Ull臥龍的
每每吩犯龍暴入， 昇臥龍自t了的會能犯祂樂曲，車鬼蛇據大
292

錢了！」

要給放魏止，下S已先前割的帶到u、准， 因蝸已會包.，，......，屯，皂，且對包
〉色各汀，一肅音帶，。 .a吟道的迫在中， 隨處輯，自己身背
白色，且也， 當L﹒保�-t£.3E.略已官JJr·愴的凰琴，渺小浦r

游道 的 倩 迋

-tit.It告到弟.，，.、視札葬處游述的實﹒年食遁入， 立志

.ar拙。 ft到也

是：：.Je苦， �Hr哥哥的頓悟中， Jf.:ia哨t.Jfr學斗， 人人都混熄了不
起！最后很賀龍的A-tit增強人， 地繞著龍的手掏祂耳

主a混．
這．

「守有人曾品11想像陳多－嗎？ 」龍也不過壘愧地串串

「吾先看」 。

「那好」， 母對人接口道．

「諒�那里

奇，足令�呃，？

(2)

基督盼咐祂的仆人要謙卑
善于真全手勢3已白色，.f.tiJll:

「J\..自肅的，必停泊卑﹒ 自卑的，

且必升為宵。 」（蛤；－�， 14).a�庫，守派，L用場。趕在風
的事..t.「實到叫， 守，曹先「降卑」！混們守，先在
T犧卑， 然后

神
神乎

的子學起雪切1（依貪官五5）。

神才用

$學9見混混：龍「肢，主，人，澈卑 。 」（我三-t-19)
哥？鋒功地倉健．

「詠們既...

神的迫民， 各渚.ltJ畏的人，

車足要存伶胸、息，吃、機血、混魯、成耐的心 。 」（百三12)
神4立勞嘴乎每E的， 只是那些「犧卑」的人 （帶廿五 9）。
背道人＆i衰草之抽身傳看， .a呂悟'iii'B寸又站在軍后，’ 組t苟已
劫之指出宙中的美妙地方。 會包既然站在商品膏， 蟻，來自然會
全神貫注魂歸形容的寓， 組長身患J、J、看昏3&2.i串串每＂首富。 處

.a.瞥，

量It1J1 .ffl J61一方啥來插進
司t;J乏民λ龍的。 舍，1暑官r:
結背道人來氓，

四已'31r：＃苦思且且劫、督之

見全

「JL,宜底線看見， 請仁不果已呀，」見。

a試�「T奮進入血殺骨丸，謂不是看見 。」

下宙的宮會插足了草根卑的心，題為「勵屯的情遁入」。

,n.覓，

龍去r.:fl..屆身q..』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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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道

其S弓之曹長， 先人守進先:::!i'.后1﹔
又寫到人人都帶3已先﹔
旬，最堯如世」已是L真.:,t.:
魂的學皂，在好先虜，
軍事虫，'Jtr.之手﹒靜不能看見。

項色好苟L扭身哥﹒章，泊、A,
讀版1毒糾M者之嘴＇＊ ，
又送給身，鬼祟乏善機，
JI!.＃請看＆頭看依捕。1
龍的依祟， .....缸中J旬，
#fJJgA：：.之哥」卸河三J能看見。

地g但是毫§」3臂， JB�典章，暢，

-a.－義共T起行J

于

踏車子戶i"j層薄眾大清7元，皂，
其：•龍的揖且E乘亭。
弓，其會鴨鳥’

，已于中J旬，

1(1穹起步之乎看P�.A皂，見。

對車，划1贅述：

「好，

陳述又良善丸，也屯的令人s
﹒

來， 3J;,T,水車JJ.Jt3 棠，

3J;＇τ學讀3窩窩墊。

j

�BS"才五�聽起見::..!St哥，’
．每統科之泉哥S..!lla-t-鬼！
一一且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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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兔不必要的道歉
自罩寄自大固然放�渴費， 龍雪It111.;f之處散�自己的出

草包沛T單已總長。 喜皂揖；.�牟笨， 量屯的.:l£.；場白色，JUI品ζ1民喜皂品已'ft.111當令.ill.

游道 的 倩 遠

(3)

之后且也哥哥抱歉！每一tt.1奮進入是試看， 龍不用�背起彌T
且也紛已！

神的命令是 ．

「審視，帶沌的， 要按著

神的金

宮「t持。 」（曹先前四11）沌科自冉，的�足足掛誠的商議，
情此犯會息的中心轉移到﹒賠進入身，L

。

？每到t人好...�

「備注定量是多-IA犧卑，！ 」因此， 不緒是自吹自

呀采混 ．

插進自卑，自恃的爾科但珊， 都要加以..ill.!A:-

。

于覺到包人..看吾吾鋒為根Al.' 畫F叉���貝魯白色，血色昂，
起已督�吳學肅的主見L,

神的局已用且為自緣。 過忌；悴的會處

元齋主龜歉。 以均蜻底的機處， 乎宇航神金的見旦壘， T安遁入底
對己

神所賜的布會處于老骨， 然后特結果泓』屯純文.:t£.i手﹒中。
拉丸T主主首詩記述一成插進哥哥司長嘿，＊妙 ．

f 賞雪rt�i錢

白白之.A息，

89 －『 句'lJ－

這ι

考官

3巳母嘗裳，它建穗，
主告;t):1‘色囡

太彪之督管嗨，

是于們已是？’‘tA制良，
4麓，色弓汁，每背后。

J

4

、‘．’，
．
．
．
’，．‘、

2.2減恩兼且冷靜
昕兮不能体涼的是缺乏誠愿

T贅述人進臥龍滑塘久准， 精旬不服， 祥兢早早﹔只要

�歪曲詞已封E

龍在世祖會的，屯反A家沌，L混匙， �－唱P為F宅r

·β》

一位缺少，k賞的﹒時迪人曾祖先多人悔過缸， 但�載9悸，
J峙的5已身包

手r局已..。導干AJ旬哨包吋、中的屁巴因，明白均已：

「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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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骨灰的悶悶郎中，的射肉胸前的，三＋包
伊！

J

幣2屯的偉肺采取消取龍臥....新龍屠龍牢岳苟E

B寸， 幣，嘯，參加一ttt.很平人的﹒惜這人的官佇立‘民會。有人J回
龍宵以不參加績，L帶9貝魯名的T普通人的最舍， 祂巷道：
「沌ttt.贅述人帶述時， 好象，且神托著！」
熱苟言曾進見到：「骨采很快守以－＊...J.l!.1奮遁入的相當沌，

-t•

到底是)A自己心中tt'品， 抑4.J.A唱身的喵禱，.t.1費品。」
只有)A肉』屯滯先視，是珊處， tt,;ttt人才純情
主主宅r

JAJ信娟、

宙早早

脅，像服7.J。

.a學.it.白色，當龍尾，.t.Jil.爺出來。'ft.111宅T以

清楚地抗﹒間接歹－－;Jrl!'lt昆、令中看出。 因為龍知道龍的宙見r
E式的危膛， 都要暑的，請軍車丸，拉扎克暫的先進流﹔在2鬼神吧，
3已下， 祂氓曲了進入府官府的塘， 肉當典禮會在出媳尾的呼－四于。
之��;.lp,tt,.ilt.）、付錢：

「tt'.ilt人的處處是帶舍， 龍�

JkA瞥， 龍的祖r處吳 神的塘， 魂的四周是不叉的3之瑰。
i>A﹒能看不見，...車站在祂身旁， 各民痕庇護令，E會， 3已
說：聾，現，會場， 7前3已聾：.－甸地獄警聾發．對巴Jl:...1已的結果。道.....
T守學超人的接諷，柯摯，重大的實話！」

(2)

理想的配播

.a·惜這的商-t-J司悴， 是冷，!Ji-.局會已。冷

學人指出手r

靜堯如氓、 會會和進棋准爸的成果。舍己是真學．每賀龍尾
的結果。 「冷靜痛不血色會己唱起人足為雌雄﹔舍己爾本身色
冷靜竄入成綺麗將看！」
杯叉車j教聰�「英圓喝i!-!A試車之久」，龍曾說：「背
道必須悔過、 音膏，皂、 ..恤， 贊普車且要毫不棋怕， 要認

.a肉』屯海沌，現果能哥哥:&!J先明， 竄入的處處降

布會鳥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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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四哼起的商忌－會當l.A皂白色’，E吾島。

可了起色的官吋乞食k苟

啊，一回

-tt.挨打、民會槽的人舟，其吾吾辦紋味。 逗人心不在矯

游道 的 侍 迷

月底。

對包對己，官？訐白色金全3:t.導是翱.；先啥叫也會給毛汀， 結果述tt.1'較大的讀
當令單已月三在主牙王母U司，但峙， 成諦。乞傲地混．
J、企了？ 畫龍電f-;f忘帶8種t!

「陳欲訂？穗，教

」逗人Jt:t龍電真不揖于＇屯的反

a.式，已一

1l1(:

「詠免不相會看﹒人釘進？ 」龍越能越�慣， 最后，又

道．

「看！

起；.；是那人的熱T字！

敢看迫些會成！

真；....訂的結揖悔？ 」章，已瑩剔苛魯迅：

「材，

詢電﹒詞也越干不

頭，在瓷相會祂

畫了 ：:ri鼠 ， l.ll.:t£.1恨才認自己是曳的，與當也哥哥真切！
﹒

(3)

城思是真心主人圾的錯果
會遁入血色鼠，屯自J可以T的J旬，也．

「章先真的相會

神

JI,雪ltRrt.壘的帽F息嗎？龍真的知道眉心、元劫、兔且每又冒己
"'"f"J也軾的最司已嗎？龍真的相祖....督在吋．．學學﹒替P巳.－...真的
相賣學l.X.1字， 宅T以立刻和均已逸，已每一位悔試祖r命的lffl..）、羊，
..嗎？章先是否！海祖r

神的裁員真是黑人章，軾的E車一方錄？

義是否合d包租嗆·.A•.J之忽略、 學司i-.C.Ja�述事先見的人格局已
為3、食？量已先否以特丸之人的身，三�挖到ttt- 予特多特亡的
男-:fl:?
如果情遁入其』屯相會越醬，呂峙，

祂食這時，且會在游

這中記述聾，＂�反映出來﹔著龍不會， ..;f之處激情沌。
龍混尾的，屯底格在于每沌的2正在中真摯地具露出來， 唉呀
劫之﹒信月底。 詞是�.31.ffl甘肅祥翁的官悟．
比當ti舌。

」隨后，即或J�口，.t.'

（槍一冒＋’女

「雪起因稽， 蜻趴虫n

「建叭，也會， 所以包當ti音。

10 ﹔林后回 13 ）像帶缺箏，.Lt..1費品＆唱昏時回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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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麓1fl»r看見所間的，不能不混！」（我回詢者人昀
地現：

「不純不說的人， 必品1月ζ血色不啊，的人述說！」

當相曾泛祥描述述一位瓏想的ft到t.）、， A雪It111：萬民祂
弱智主且自3�草已．

f軍事旦血有告真單皂白色我看﹔
Jfj.JI主且已告3已盤己白色曾U帝！
明已Hfii.棒的主﹔題是屬

綽約，

魂的耳咒語神委、 身旁輛車。
會看穗，

曹培舟1111.泛的講費，

鴨如霄，最﹔
嗆屠龍，

祖音？扭轉的和平，

但已耳懿官.
身，�
會已發切

神的賢先看，
神．每人的事，

每童話帶進良薯，學悅，
切是官「錯梧車。百r泛的是，
呼喚車開，﹔接�）尾巴寸，

刮來扇窗•.：：.之裳，

用，但每﹒苟且8告甘， 堯�草瓦文﹔
？學－－晃J詞也7人脅迫

神的脅，

看人都趴緣人的費也象鑰據幽默的試，ro
一位不種r主者告吩苟且迫于每到包。

回來之后， 龍的Ma.

嘲笑地月：「﹒你且也不會﹒他所﹒倍的，是喝？」龍魯迅：「晨，
義不相稽， 龍龍骨穹會不真是！

」－'tt.�1誓旦也曾氓，：

仁說

服勾羽毛長的7J壘， 本于自己才學祥，情的繡如對事會！」
已試〈見証�｝編輯誰象迅說章，恰童醫：

「要且民況，

誰r息的父器，和﹒時沌的�.:iζlil＊悟，t耍， 都不A其中的肉學
勾樹神。 貫砌的機處處臥龍志敏平庸，比2箏，L竿買賣且已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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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只要是出自

神冊是濁的心見， 進嗆﹒，也必....祖。

4．E

、‘．’，
’，．‘、

2.3有札部仍忠心

f會道人要机智，

游道 的 倩 遮

幸函§茵.鄭學.Jt手r身患錢，L。 看汗壘起��’ .:lit. 車已中， li1無恥缺耳已.寓言，

但不乘机仿人

机智在英文中有「是融」之處， 述是指91j-�.!I;.血仇
J筒， 能不是單J�琨者屯。 造3皂白』者巳吩采的情遁入， 會，已呀
劫之流久， 不用特

看人當包．

「才干，已人知其所行﹒ 根

智浪人知1可以行。 才智商已人粵L-Jlt﹔軌智商已人.......。

J J典

言F是：. • 茍「干.－.��﹔札智Ai龜鹿，r讀L。 于告別t人若以胞，
悔過「真學」， 議會因此捕令昕魚雷龐9忌。
司ζ

:a:..句糙，啊，如叉淵之Jj!J

o

.a.先扎，

以自己的部胖、

－＊－兮世在呀余的身，.t.. 吳先守..縷的。 各1守軍民犯拆來的�
雅制于， 必須過龜兔。雪鬼們宅r以后1-ttt成塌的推銷晨，＊＇勾。
龍不龍結身.俏的戶晶智深入的仇恨， 羊毛摔成正繡的總
每有方海

.a. 良好的札蹺，

童醫融神神廠4, 前已．他的..t.可．每廠

學皆3、玖害。
陳
會t

�.a3E.略﹒己會的音帶進混明了軌智的命宜。 持其一

.00...島的總坪當地居民草草棚噶L﹔龍姆像：

「章先看喻的人

寧可民敬畏鬼神。」（我；－-t:, 22）萌甘講究守以海軍人。一首
惘，已有足祥的一旬．

「不是因祂所說的， 只因龍混稽的

完j".;iζ！ 」家「祿的起些罪人」JI.「麓的軍人

ma J 沌，

t苟當吾世r貝已汙已是昆虫l! o

(2)

i井台不可造成「儒夫的城堡j
千方不宅r利用音帶台， Jfl1的旨學島魄的草地， 迫吳先

骨悴贅宮的。此刻、’ 當字會包不守全省局已于本車， 用來剖，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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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

的耳熟。換言之， ？老且也人不宅r

t岳能地激起帶汰的歧見，

a﹒借著』屯氓，慎用冕的真單皂， 對社．母錯誤的見

相S毛的，于老到t人
想。

(3)

避兔在昕政前， 只黑名批坪某些宗派
牙主嗯，品，學itr起忌-1、 ldt.JIJ5司、哥哥油乏， 會�.31昆主i1{吾吾旬之是：.'Yr看’，

a其后I！會看i晃晃， 因沛拒份激情逼人的各1可當吟道。 統婷
r-.a.督局

的議，昏龍龍哥哥示，聲泉。 宿舍先車去J垠的， 因此1告弓
神A煥之道，

神的憂民1奧會帶真龜鹿囂。

神的活好

比「齋月的利也j」， 血色當替別入和剖勢。 善用智見和克l..7.1
白色， 4處血色屆－＊－真鹿和揭露謬悵。 恥辱l.J1t勾心屯食造福音，
浪人車以拒絕。 陳!'if: ;i.屯祥昂昆明：

「裳別人，都不叫人看，

甜唔， 先帶足取'5.J"殺人M.i譽。 」（林后女3)

(4)

切忌寰蜀昕政
出席人�＆比預期少， T普通人不

a 因捕食寫在局的

骨劫之， 述是民況且會又先單皂的！在主鬼神情老先下， 最好J之嘉
樂勾舍省的出席樹神， 持犯自己真機的音符－賦予祂111 0
�祥會』臥車J.Jlt婷的車﹒時絃﹒婚。

2.4 �摔成至的思維， 但要避兔夸張
？老且也人守，A,，屯培抹 ..炒雞身的插足Jtl.7.1 O 銅像�此
看，重大的研助。 那些血色色啟用粉廠的錯嗨， 犯，是扮相棚如

.J

且已對包翁酋－起tl?/r劫之白色，？老到t 、， 8毒品已祖且羊，雪龍的瞥，�。 �－A
1t.發槍祠的會龜， 喵粵包容助威;.j軍先科恩賜。
奮起正A.�it.昆、唱一’，→－－，�帶給祠， 帶!'if: 插進龍當J回耳R
路，民冷甘當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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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3已。

J

「司－_t:.耶路.冷弓接見吼垮， 如龍J司宜了＋

�·提快了會還想象的机舍。

.a�期胸， 述爾

牟fl tf3"Pfj, 」、會鬼，.卡/A.7當l1"←/A.7看每1115..!IL7看已﹔元舞足J司對包，

哨包11l»i'當技合白色，中』沌， 肯定是主自己， iR.弓－禹色是帶�.;;f毛曾
哥哥.!a白色，苟I'.'＇！，膏。 麓的守以想象吼對學帶頓，廣歹R!.1－中一位吾吾
對尪當已．

游道 的 倩 迋

世比

「在追星，主成截了沌，l'll.1115書，攏了述活1115稽。」

麓的電T以想象龍的步，且1觸覺盎地。 沌， 一 手資料， 看，贅述
'flt.宅T赫績之主的主平駒，官司長， �曹長9昂之氓， 是�，守其深
呢！
垂危'01邁進慎， 先哥哥色已超過凡.:lt.JJ良品已轉。 也舟，是好的1民
主主最輯、白色了。 1覺到止人

.a描述串串Pa楚，1'.'fl:.B寸， 悔過』屯丘之三步趕

家每夸張。 在奧隊，件中， 許且必須以串串第�JJ皂，

f 哦，也

苟F吾誨， 會？宙的，r揖苦， 商t汀，I'.'蹟吾B!J去沛t.命ti。 」明智地處用
「睿喻」，說呀余知道a.a;乏足，想象， 裁乞，＆－3'已是忌。

a『

、‘．’，
．
．
’
，
．
．
、

2.5有幽默感， 均不輕率
幽默有其紛值
善用幽默才會福音勾

a等都萌﹒周先。

可布真， 起已'flt.

﹒捷連L王子， 最聲此且也。 3、舅也又晏海｛llt.i1血跡述事｝ .ll
〈約草會﹒耕看〉系列車記宅r以積略其守貴的背誼，。 明包建7秒

－ 屯的人所用的，已淘多＆軍已有餌， 必A.a哨t..111省已

地，E昆明末，已

j

告足以自己的勢必告聽取

神的恩典， 呆Z昏/A先知。 阿

.a.

民﹒布朗呆旬布其一位名綿起沌的實丸， 在鹿鼎幽默的
現J7后，像．

「雪鬼不1'r,1t詠111裳， 因為對﹒你們＊口矣， 章先

宅T以認真草且可是入！

」然后，祂繼續鹿鼎詢怔， 前已拆成為也不

起t己。

(2)

至經含有幽默
注足以現J3E.管費已昂的－＊，知所用的先情幽默（.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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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2 趴悶悶蚓趴，說她的呵地址柄喝的

水，以先嘴，蠟息，官草都不汁敏先駱琨先吞（太廿三三

24)!

-5'.JflJl.,重t.:tE.椅背r＂＂唱的制手， S.Jfl.:tE.錄尉，粵人的身心（太
＋一

16）。拉丸，早正插進葬t圖取的人是樹底的先知，守血色覓

覓元1又看，的制手。注.，"C,"Jt!?,.以斌剝三色的幽默詢于（賽因寸，因

9-17 ﹔又見林活＋一 16-21）。龍111�車身賜予的幽默存
是咽，之心， 也�那些缺乏此尾的局已承風情。
均是良訝。 」（譚震十-t'

(3)

「喜尿的心，

22）看真正繡先悅。

幽默的限度
背道中要進丸局主題元。每的幽默。 J\..AX..._lffl. , J«.

官丸福音中永恆的真學手續芭已白色幽默， 都Jt.a�'M-童話的。 ？奮

•

遁入切t己， 自己，L帶會的目祿， 不是接�骨來， 浦Jlltt"
福音譯a

學

神的稽。

「且也舍先余的越＇＊＇」Jll陷阱， 因

』也必須不昕錢買冒瞥且也。
現划著用哥哥恰當， 在明智的情逗人手中，

A.•羽的

瓷器﹔ 在！.Jf科學不過， Jl!J毒肉粵氛已:!I;。 �世已－Ji已齋月的， 用

i:

自寸傳謹慎。 因此，已又宅r 風象鹿鼎，排且.Jfle們學斟酌情曳。

2.6衣著整芥， 但不浮學
接言之， T奮進入要切忌浮竿見不帶主a箱。 瓏的來看
不底予人以別戚、站站擒， ll.1日本物九奏中哥哥來的印象。
本看遲浩是一般的軒”紋。 均不竄入,t.：，.）＂這兀自己， ...督
我的草里想象看不＆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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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a.;J丸，盔， 也不底是潮流的時淵。

A可

、‘，’，
．
．
’
，
．
．
．
、

避免懶洋洋地站在i井台上

.a帶結」』白色，輯、勾慣， 竄入蜀，來
？告別t」、唱？－.;f三i1i.!l吋、JL甘t .:a已當令台」忌。 'ft到t

看，華各帶到包人，良品已接..－
哨包告�J!il.B寸呵？了。
人如果手r膺

游道 的 倩 送

不模仿別人

2.7拳止成熟，

-.a 昂首站立， 當已Jfr"f聾的福音漪，直象沌，

后1日寸又純龍骨采肅然起敬。
背道人不要站哥哥恭魯木喝， 站.:it章，啊，如「提Jt..�扭
的共官」，也一祥不這息。 ﹒時遁入的浪子羊，吋吋象在褲單是
丹、厄扎1吳祖a
台包。

e寸就這主笛子﹒蛋，來強化會沌， 述一魚是不會沛喻

方互之五的前已看�龍的是書主'ft'這會處B寸， 記手指于

轉議中， 是不成雄是瓷的。

(2)

據除一切古怪的劫作及滑稽的手勢
�華各,tr�J已處.t.J:毛官丈祖r，也�－－身患。 看房戶，世t1電t.:tlt.」、翁闕，

胸懷司布真的「lki1先吟道真」， 唱中升學有智沌的建

t祉，

會太太幫助于費遁入單龜兔悟聾的學.it;..旬哥﹒勢，’

.－.1壘

先

到皂白寸刮起嬉笑S缸瓦膚色， 沛記當學﹔到lli蚓、。 一些足以令，佇采
取3皂白色，宮，悟學.it:..
(a)

JIJ!i歹盟弓·T·

「學告取」
龍1展提學訣，�特浪費，者也如警告骨�龍隨B寸帶到。

花�趴在學岱告， 組爾諾言學， 龍骨氣不縛， �Ji足告詞才

、‘，’，
ku
’，．、、

子的一學呵，付出,lll.!

「 .$，村鐵匠」
于普通人不�曲，打壘銬，聲色如朗司長g:村里的鐵匠﹒岱打

說咕， 「拍拍看，鈞膏， 恨嘔心女會試， 1t1如日器時， ..告
jfle寸勢。

」背－�單夸了完善的吾吾銓， 因過..一式語站長的車缸，

3U息反黨建碎！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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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成越冊的人雄模型」
�牟P﹒惜別t..＞、tt且已JC..,;f之意涉， 坤、總$算t.Jt., �哥....忌且且。 ’，已

一

所缺A穗，西揖長率饋，L白色吩能綠毯， 否則人議以為龍是

真的制成品。

(d)

「 a.J寧大姆指」

？老遁入2巴�-!f--!f-指先�·扭著， 托在游峰丸， 然后
特切－ A姆錯， －＊，A---1、方舟，風聲特扁另一方JCil

(e)

「展翅冒冒1 」
？奮遁入，車一 的智T字，..是果然可申�單丸子，沌，L息？’

:ff'如翱掏的，已脅。
的

「 a切包Jc 」

2鬼神人守在一 苟延油1拜神，一 "'t-U.i口， 因她足�l晨5鼠，也
在音帶2延中�-W.Ja包和＊包。 �矜持遁入的道哥哥是「取錢
玩弄看寸， 宅r命的A..:11!..a，醜祟，L前后， 几乎見全消除了
摔成逗樂勾償的1覺到t..＞、。

(g)

「底牌」
主鬼神人先.Jt..aAIP久，L， 然后.Jt..aAIP鳳..t..， 一來一 龍

aiu;,n-.追究卒， 2鬼神怯場·"ft,!'�曾'Wt歌。
除此以外這啊，當年背－�呈爵的悟縷拌， �些胡子， 足以
曉明T奮遁入的會悟學止， 都會成為文擠的電rA色。
tt-.itt.人站在排站)a-＇窗， 龍的善，屯主要息中.a＊＇揮自哥L
�， 丈，吳先后看。 ﹒時�入這遍地鹿鼎Z丸子， 宅T以切＇－Jlt>瑰
寶效地﹒時遠呢竭且且留于拆成勵海中的祖r，也。Z足，t..li己當也﹒
「麓的電T以利用于司已索要求， 庭帶， 可于晉， 轉勢，風味，
尾泉， 3tti.膏， 否屯人， 拒絕， t旬 J旬， 功告， 專車， 學已屯丸，

.a. 杯錢。除此以刻、這守臥指巷，命令，

悔試， 慎，宜， ...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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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已＇
i

車吾摺且， i丈說， 鄙棍， 且學泉， 敢苟且， 省已竊， 3巳里皂， 苟同

哥’， 浮白誦卒， 功告， 費錯， －縛， 喜氓， 拉姆， 管縛， 耳之

游道 的 倩 迋

因鉛言， 聖先扇， !it.誓， Jl!..包旦， 拉姆， 渴費， !Ii:.告元Z皂， 海

2龜， 衣＇沌， 4家呀， 是曳， S智若址， 留已周長等等， 3巴金帶靠告F

s-

科告�；悴的手﹒勢， 昂之百己世 官F程告。

」子的眉立用很形:g.�「人

�苦奮』迢皂白色，嗔Y言。

(3)

有自己的民格， 不有祥掌祥

..

古每年T老遁入宙再r白色瞥見，臭棋'tli品辜會包脅到ι人的學」ι 、

.

神﹒鹿鼎自己， 犯會處？壘起益。

主曾告，2比聲色，屯， 沛r 不晨已色t

然棋'tl1弓－禹且是「洛姆的最龍尾芳，

a 」，

龜， 其「視司、」很多（視司、英文A

lye,

句?Ii己洛姆好比單已
每賀龍活

lie 用會）。

2鬼神游泊的白這一神對l1'FB34\.乳， 要切旬，揖l-*,o

神場1:Jll

先．所本身色是：.j色品， 全民看，一＋人見身一人的3巴嫩l晶。 蜘蛛
局J;i恨不惜益抽傲i周， 彌足））...自己的身陣中逃出。

．

于告別ta反映1T到t人本身的＋恤， 月三A�＊－·他J、。 t己
哥哥lt:...!il!J迫、組t1音r!ttt.T白色貝已Jι

「真單幫會令人反映出來。

tt.a.迪。

世，L只看，一位可布其罪”一

量t1/U直線電r以肉真，？也

會見也人芋，當年三吾家菌， 在正每一位于告別t人站在昨�窗前甘，
必須是自己。 可布其曾祟眾宣昆峙， 怕留T帶多的「4、可
布其」！

A1叡譚口it犯麓的，t..好的獻給

神， 不喝已故棋訪

祂人， 因為結祂人最道主笛的， 見r另一＋入電r純是根3鹿苟且
台包。
看，人追尋羊給連想的情遁入資格下了起丸悅 ．

，

「咽包幸，

有合牛的z, ...’ 牛美式的徊局， 獅"T的局還盔， 領串起皂白旬，，

鬼， 義色蜥竭的君，才

乞， 繪畫，白色進JU., 久，已白色，何J貴，
305

伶

官起我的也屯， 殉道看的發』屯， �知的處慎，試看，白色W&.巢，

道

﹒時福音者的，各悅A旬﹒哥哥的發杯。 」沌宅T能會唱起人－＊.J明：
「沌，健身已童話可粵超呢？」
（林居二16）用 一 學唱會，也章是嚼起了
浪人彌足的替身軀．

「麓的清純永童話的， 均是出于

神，

叫麓的能象對立志新鉤的車丸，。 」（林后三5-6)

3. 注意使用的活富
�份情祖會..學翼翼， 都巷，＊﹒悟言文學精沌， 因
此所用的文學， 必須漪，皂爾看，;tJ膏。帶�錢到

t 「認真督那現1月毛遠的亭，’，
品，

神暴漲

T費給外插入」， 述后.！＞＇－�

「只，.1臭氣人都明白， �J,51'(.以來隨處在剖通方物之

神里的真苟且」（第三8-9）。足底放 ....背道的學旨，.....「竄
來人都明白」。 每

ttt﹒惜這人在吟道居海川自己： 「龍頭j

底龍采人明白了汁.IA？」麓的必須先明白，才守帶違章足。
臺銓進會善良緣逸的文學， 持漪，色地鐵吾吾蟻，： 「不
是用人智趕身手指敏的會婿， :J!JARI壘XRr指狼的會惜。 」
（赫爾；：；. 13）金錯多次混胡言精正禹廟的背竄。

F皂

:t.-t學「會

拖車

!le.」 的會滑比喻� 「企車帶在很冊子里」， �Jllj昏.IA恰
當的民俗！（或廿五11）約袖珍祂缺秘�「蛇肉禽」的「..
官」費以故宮，絕謂幌�：「五車的會漪，J步，1守吳先！」
(11自女

25 ）明智的情逗人哥拉「宅r魯曉的官潛」以惜這真會

�z..且旬的混與管」（1啊？三10）。

息，車足足「

草無�J17J告，k學

神情惜 的人，造2，「＃.＆明白 的精」

（林前＋圓9-19）。 量兔叭，也像延「置，官9清誰先看越」（譚震
.

+ 19）。�錯，也先后提到「說此」的會漪， a 「錢看起，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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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 都臭豆，看守的，此外又嘴，「凋活」， 「我會苟精心

五24· 提后三14· 太-t-;:;. 36 ·

:i' 汁，女18·

誼會主-t-3i. 21 ·

T自如﹒五16）。
「人教養果是每敢說，出
隊，L呆

神Tit逸的﹒

旬，.t..1•哥拉人

游道 的 侍 遠

「4息和」的稽， 「虛妄」的活A「先知飢」的活（J\!..i走十

神的活來」， Tit鼎的事國民串串

如此�1盔， 每 一 1tt.�!ttt.人在通學用

神的心足為舟， 悅于每這

神»r.MT白色，會息！

不少吋莓，T費進入因為進海不過， 漣t-＊月三．吋

a扇ν會牙之考盔，

龍骨采取文Tit﹒險的種r沌。 福音＆.ft性欲形容� 「＂拙的!ttt

311.J

沮兔才不血色包含"f.壘遁入＂拙的JN..5]-!

（林甫一 21)

曾看， 一 1tt.男致挖 一 圓的首相處帶�「樂曲的﹒陪遁入」！（英
文「首相」是prime minister, 亦守，電停泊「乘出的"f.壘

.:ttt.

人」）鹿義的都勢必成為看此會沌的「首相」！

t香宮互之處古詩的家沌，

－�甩沌的我備。.M.1奮遁入口

中»r－＊.沌的官﹒活好，比龍的家祟， 云主功絃舍轍T奮進入自己
的�;!J

。

8』J、白色現J氣昂之唱會， T贅述人若血色推車ta；.軍學自己

的道t i君用漪， －－�'.t»r"ft'會處帶來預期的血紅果。 �學L白色，
推敲勾球路， 其早已泉之實嗯， 全�＊1費進入幫取的功夫。
祂哥哥正繡純坪T台文學的重要說·1盔， 明智地龍舟， �i試
學。 喬按3已哼皂，丸吋弋五三fl"今ta:!t』績已， 縛，弓.i正明泊干事， 主龜兔且已費
吋·J旬的張贅。
看人統汁， 五三侈的3寶貴夠拿提 －：：］＇：：三千學位， 到了汁，
主妒， 增加到�司已學只 ＋四妥A一 芳事。 道呢賈寶中學准時
瞥了 一 方五千夢。

一

世旦大芋，學此.＊－苟且攏了三：；.1.s.7.r學，

如果見底摯系JI.樁，爭系學此， 只．會君，借�千夢。 由此宅r
見，文學在人們車滑中對讀了，t﹛聾的JJl1!.,。
.Mo ｛組約狗肉看•｝量裔學�T的文學， 當已明－tt.·扭扭

307

／。

倩

入增文學會祖且白色，印象：
第r，也采縛， 寺�本縛， 主電台�食品過清﹒緣J
紐帶會婿， 'Dt俱會婿， 萬人自�＂L裂J
重尊胡文學，五論文學， 毒品會印刷乞來﹔
�毒也月三J蜀， 當醫現吾輯、.lll. o
當起宴會嗨， 新穎官塘， 覺良品提續l!!fl!A;.巷，
安慰會可善， ＊＊宮﹒婿， ,ill!紋，電管傀116;
明智富？婿， 氓，軍官婿， 本予行，」E足，
學也茍也月三R窩， .現畢輯、.llL
會倍富于婿，

。

.st調會婿，

.Jt底.3C 費且會，

置，人宮E婿， 緣份會悟， nt.人神庚，3皂J
會，到會悟， －�J會塘， 書記如....測的刀，
��..司已品苟， 喔，督學珠.lll. o
賞雪嘗嘗嘗暑， 漪，E官塘， tb'如曉耳韶脅，
這甘－�酋悟， 也I'-�書信， 消費.，..，�棋線處，
僑對會「漪， －�＂.當塘， 締述，每好人益，
8也弓'J,.;r:;.J筒， 現§幫哥輯、.lll. o

先品長官方暑， 到k吾嘻嘻『禱， 倉f.B:Ao畫l1帶延 s
祥是已﹒會婿， .If嚴重可哥，縛，成之呻吟已結J
..iE.a曹r悟， 宅「1會會禱， !t..S神益于建�＇
學也學Z牙ζJ詞， ﹒幫哥幫哥輯、M,

Jι. ，....當哥，

。

最吾商直言F會哥， 方r*#;t;:HtJ胃，

無晶宮漪， Jdt嘻嘻r漪， 含在督管嗨，已.,j車﹔
司已.It曹付昏， 牙vL噎付昏， 3/(./i-.，.九Yl!l:t夸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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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f現f...i屯。
一一一歡看

威已若聽賢吾﹒言�賣r;!tl.J、果已�必、1宜昌皂， 紀A.Ji珠進淘用學的

游道 的 倩 迷

弓屯﹒事不用，

�索到品，�全福會主丸－每鼻祖r息的？如龜， 電r啊，帶助。

3.1 i吾旬皮筒易
神的格言．

「雷－�卷本棋早早品明白的錯， 鬼蛇知到t

所垠的是lt.tA.呢7 �－－足見J.!ta混咕了。

」（林前＋圓的結

JL重r主持到包尤其重t宴， 因為祂們的淘注視﹒眠， 華且看書L牙已明白
成人身嘯，鼎的學旬。 會遁入底放置，悸，勾肩JJL畫畫持沌， 起L
宅T﹒風花學提謂r；宮清楚的泉造血色7.J。看吋、男單度J淘汰哥哥：
木�lt.tA..:t£.款3已落，「？

」祂久哥哥回香混：

「 2龜兔嘻吋﹒材

在秋呆呆�-*t搏，吋﹒’ ﹒曾長妒自己的自然事也象。 材吋－

�.Jι 臂，－＃－棋底7前搶先。

可很明白呢？

「材

a辜會

」蚊子回營：

「義想

4EE

、‘．’，
’
，
．
．
、

吾先明白了， F之R..a-f﹒弓，為11-.tA.�＊寸..t,..g&:.T?

避兔隻祟的旬子

爾果Rt著〈不會看〉啊，長八冒二十三學的句子， 其

a.一 ＋

中尋r.:1l.汁，E，司、主皂弓 九 三三汁， 一 ＋：兮兮， 四令－折§～
旬學！追悔S宇宙包旬弓·i乏這三賀！

-ttt己錯息虫學組主的事學

名﹒賠進入， 幣，用4乏這一5:J'耕才屁幫帶覓一旬旬手。 �'(ft.�

�＝－.萄峙 ，

旬結拘昆虫皂， 文蜂王楠， 官主龍龍因

1ft.骨�‘不Jlt.

其頌。 �_jf_;i:息科缺A導干刻的方啥是， 帶.IIJi學府1到、譚，人會
逛。 主主祥﹒賠進入海用帶多短旬， 益也鞏固 一 按峽的事已木S巴帶
立足�迫于折成R商海中。 位A..$»i' 唱 一 會汁，王軍ν＝汁，三唔，守
純是新約中最長的旬子。 �旬弓丹�且人措r品地曲？為

a旬。

車事看起晃晃皂，試善用..旬乞3位的人， 3忠告誨， 呢尋r帶�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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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

5豈不連貫的。
(2)

用筒草的字j[

(a)

推明的旬泣會弄巧成拙
在弓﹒用謂T品弓i.j穹的地方用繁文學旬， 只會龍骨余先

注 ；1!,.7./耳其中在背遁入的誓，仗， 7前不是，龍舟情的真龜，丸。
換看tJj龍骨守拉人回，已寫且已旱每走祥形容－ttt以雄辯凡事學的$，

:t•JJifi:

牟

「當事典的t穹泣， .ilA祖先莘學啥，
叫純特村民啞巴轟轟貫注﹔
不干事賞這．， .；，：－..悔？守黨呀，
�，......，，、白色描傘， 如習毛司f',!
看，人悅：

J

「深嶼，覺牙的學且往往不足足人們用來苟且

葬足令血瀾的說息。 」帶多�＊骨來以為主乏深真的游道，
其串串又不是t吳先哼！淺薄的混本主事勻即澈的海亦有 一 接過
之災，誰見不純見底！看，人追祥描述一 ttt.1奮進入：

「祂

趕下結鏢， 在海赴延丸， ，L來自寸越桔干！」
主所餘的「余人都喜玖

」（守十二37）。 主守用海

真的官漪， 官屯最看悸，欽的銘：坪看徒然﹔但

B寸幣，當也早早品

明白的倍（太廿二46）。瀾潔的足想底放以常品的泉追加以
平衡。 麓的海錢紛成為精言，L白色，林操泉， 只會具麗金旬甫
的錯宮重瓦爾。 韋斯拉，星球主鬼神人帶到t:

「龍訓中了自己

又費淘泣的專哥哥。 」
欽定本英文晏鋒是第T品學位的棋咚， 在全部八吋’一
芳女官九十它令夢中， 民用女干什、�Tai白色，學， 學的平均
長反呆3i.令英文學骨。 約翰．本科的｛3之路勿在〉是另
本錯，胡子。 莎企比2日專用三方學浪吳學作中的主角滑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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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萄曹－1.E..命中謂u忌

a牟其色的學旬， 注..－.其中所用帶

J’、

、．／
KU

9品頭已品明白色淘泣。

游道 的 倩 迋

旦出來。 退回出約草會福音， 一 會－.ii汁，E..常﹒ 吋’，�智和

民贊的僧人制弓，
T贅述人可，還龜兔用述三；；－��.2瓦多看守的淘位局長飾自己的

尾，想。 人人都喜棧越謂jj忌的槍：
「一肉 一 肉.，，，.、旦旦．．
一

穎一 顆亮，晶晶，

讀『渴；j垂在天底，ι，
好·.J鼠，霞，東會包�4:言。

J

．但魯特此誼會粵悔恨反科芋，化，..會竄入單項宵﹒卸jlr:
「肉揖長肉隊5官司每肉，
有rJ能錄象軌遠在，
萬；�行3、冒進中，
龜兔秘哦化.：：＆＇J結晶。

J

不九爾嘉梅克刊尊起了 一 則題為「象青年．．惜這人的處
告，

趴下是，皂白色原文．
「主話線對文講秘梧的慎尾， Jq> ..且因特司已宙，L的是情，

司已巷的智巷，

a，屯起芋，似的現惑， 來跑回i.J龍也嚼起的留已肉

之蓄存。 色ι祿文淡式的帶悔曹長輩，清澈見底的論淆， 均已鏽沛
浪人合起頓悟， 連貫 一 笨， 萬良啊，連嗜血足的混扁豆沙

回緝龜

回到ljJ:JJUI學�Jt長式的賀龍眾不林、 結總乏味、 棋糊不清A
笨拙己是口通戶的排偏見：.i司。 址﹒你BP庸的祥說Al衛幼如擅長取珍
的苟且碎之淘易殺頓，悔﹔持要手f?f'傀布舍的活苟延特色， 月ζ
31Jfl夠買膏、 浮竿
白色，

a夸久之婷。

前彌言之， 要錢g..:S,明白

t舌 ！
以下車哥哥的胡子，即在目前后哥哥學銀根司巴格的指.31，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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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

迫..＿..，..寶指.31，如先指割的好轉，轉！「�是不在本戰肉
白色，章是T穹苟﹒令t﹒’，已闕，�苟且白色，眉苦�a..＞、是：.

wt� 單位，

S皂T會令卡或ti:-A.

挖到民黨之瓷缸萬寶， 3口，L附加我哥哥少于興，象』的已入， 主主超額的
欽目兢娘家中所到比胡汁，但。 」逗棋局的錯別是否現嗯
，已明其妙？
-1:t.好寺的二J.＂＂＇：全加一位編輯． 「�汁�1敏耳迫繪畫主
著一文血色的大錯龜？」沌編輯鹿三r踐眠， 請清純普通：
「紛要位當短說， 為要浪摸輯人長活短混！」
-1:t.鎮輯人民且也�家牙，牌香﹒龜局如下的f告： 「本
F品中之勾起能屁巴，tA祖l4t/JI制穹的混合方處，唱接征是最商
品潰的息化能血色， 其實，氓，皂，恥留于祟，t.' �－龍海唔，
在海池中華島，電沌

的麻肢。 」沌f’告，到了f’告都蛤龜吋．．

龍記文學一龜划舍， 15l'f巴以「浮本看﹒息！」詠紙為愴的
恰到好純？
-1:t..J恩人社JIJIa.JiiJAA否萌..:r:.1字。 龍普通： 「建萌﹒
比.:r:.1字又好的﹔雪足有一旁寺此， 瓷延續說，已！

J

全省龍教

月1守為讀氓，巴，祂氓，：「如果瓷炳章很：『；：：；.�；：：；.晃置，少7 j

t很 浪：『四j，那是先談。看像炳章起： 『；：；.1)口；：；.A�少7
雪龍混：
三刊、

r

j

a人裊的－＊－滑中， 見不了要紀前宙的a 目勻，

a 自且也t缸，

；：：；.看�起來， 然后才守以先，再慎，宙語T穹

l叉車荒地說， 其串串察司長固不守！

J

」總戶龍自喝哥，尾地說：

「那是積悅木！

一1Jtjtl .:tc.久擎的聽取軍豆瓣)JJff.:l£－汶給村，對T宇白色，象﹒延

中造祥能： 「拿一只直接， 小心在處珊，先﹒岱－-1、洞， 然后

.ai巴 �.雇祟祟貼其中一..，......、洞，

在1頁翰，E又追述事已。 事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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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L

劫吵ζ�， 旭先內的＊－宙流血。 」－1:t.增強人骨后結JIJla.

「述新的黨任海真不mt !

渴望足足三今世t:"B寸， it.官l.f之

a

濟J輸告﹒弓F一 孔﹔然后良先！

(3)

筒活的可貴

游道 的 倩 遠

混．

鄧本息屬企是英固－tt帶來的偉冊， 后來因對海官，
7市名鼎單已沌。 祂曾被記J可

.a 龍主峙，！：＇..!lffl成功的草地督徒，

種泊也．

「龍是芒呆S韋造陪申民中看來最.純的那祉， 店”也前已主龜雪足
的�°To 如身患雪起身叫t}ffl,.11包麓的主笛，Z人先事， 雪鬼知且也當起巳
鋒血色說A良英龍的陪啥，泉。 」福音"ft'逗人響血色札沌tt.偉肺
白色7，屯可善中管三弓， 在悟到止中龍骨采中民司鼠，『最少又純朴的
了解﹒沌的會息， 祂費﹒定會大脅，造�。
一

位骨是？吋袋子用兄贅淘泣的痴人﹒借到t入7了主主祥先

富集白色，3比i,tp,

「雪兔屯九�龍用見費的學自昆虫之因為龍揖r屯人們

如﹒他JJr﹒悅的， 包J司日寸知道﹒也不知自己在混T「4a. !

﹒

世治. ,=l民泊、回嘴， 一 回背道， 官良欽目lt,；；恨的骨采＋＋
到時，t會神， 全神貫注 。 -ttf普通人在會后Jiil'ftt

「到底

5之"fr.＆久家商龍骨S已全神貫注？ 」龍混：「述．尺周前品學！」
只要換�敘述的〈局長百五銓特丸〉試爆哥哥掰踢，

因為龍

我用海﹔完珊珊t持家立4.Z,§白色，英文草動虫， 其Jxl..格摺J雪宮串串在
車站也 0 萬去莫斯義押地說： 「吳祖先.ittRt甸的是英圓，民鈍清
的英文。」為加霄，趴著榨中的錯帶彌緝名。啊，人悅： 「要
后IB寸以自己的馳明，

.a.a.督教會了的真單皂，

官龍骨采銘ic!于

』屯， 丘克5豈不宅r1t色的，J"
背道的「乞木」車，要在乎隨處其「乞木」！ 看一 次，
常人在貫穿勞布且也會自寸， 其中 一 人哦，通．
迪人。

」另 一 人悅：

「 it.喜玖郡tt.1費

「雪足害我祂T奮的沌。 」鹿麓的努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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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后宙的嘉興！悶悶村遁入混

「平方不要根

嗆人的智足， 草包剝禽嗆人如宵利用自己的智，也！」

3.2文法必須正碼

(1) 活法的基硝
惜這人最浪眼底要誓，每五禹廟的精錯， 持且－多彥絃勾
龍舟。 且無特彥·時遁入在幼牟付， 錢啊，重金風蕭瑟醫學k賞的
根舍， 都不純以此為帶口， ，也不血色因此沛毋庸于觀，伏。
文錄志的幫會揍， 又能唉呀﹒來的注

�t.；步，

8、福「息轉移

室。﹒時進入身，L，因此，�.7.J告，l.iE.進科弱成吳祖傳的。
位穗，遁入主主祥形容龍臥車里的且也.!8.:

一

「魂的將全車九妒它會，

比以前售1守吋曹長都將延！」童話吋味來覓哄且3、文’ ，已啊已
久，乞 一 傲。

此外， 逞，r一 些﹒時遁入苟﹒以滔滔不絕地.31�

帶給三丸， 龍骨起自己的母嗨覓 'jfj,-凰跟誰！

(2)

善用好者
如越悸，好自己的甸嗨， 篇發的'/S'樁，且在自己于中。

喵底有帶多好的文培濃本， 紀時J明、 金錢A翰J。我在這
科唱過已函鼓噪龜，L足，祖傳白色，旅費。
筍，甚咎于奮遁入甚星單單名肺都勾精三丸， 此刻、， 這看，先哥哥
的苟延悸，宅r

J趕快，曹助。

「智.tt.a脅咐，L呼，晨， 在鹿鼎先�

戶﹔在撫順會勢，«＿a呵， 在城i1口， 在蠟中�晶宮漪， iJt:
陳官1甩味人4耳聽見味， 單是恨人...勾起義恨， 月鬼頭人根廷知
氓， 要�.J\.,e寸呢？」（寫 一 20-22）這是多·4'.:iE.繡的活啊！

(3) 博覽群者勻穹作＞］慎的份值
在前宙雪屯的已銓提述，皂的"9'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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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星加厄扎質文

��a�方宙提前自

己的能�。

(4)

輔助畏的份值

游道 的 伶 遮

�要司已余英重要勾吩宜， 惜這人巷，

a�；（足中， 對己

T雪r!ftt.J.、著身色變﹒揖長一位騙局。許包的人，過乞
自己的一切文港、在會咱色，請誤t己景，

*a看ti-Jf抽走出申�t寸，

主主曹先港特萌﹒很久的研助。 輔助民人底處于味來中最后一
S司長， 手提紙龜， 隨B寸S巴繪濃

t己最：－TJI忘。 ？老遁入茍﹒絕不忍

慣， 肉障，也來必暮玖， 沮結厲民主的紀律iJU底， 都是，L
寺，L誨， 九3宵丸之， 精官身已��錯，增強。（其舍不會JI,，屯悸，
勻的人， 追捕.NJ.!AUl宅r能成�余果看。）
吾娘告明當也．

「 Ma.�口的會戚，

出于，屯氓。

J （建廿令

6）·賠進入的弱成欲Ma. 以賀龍尾.aa. 薯的�迋揭露爾自尊
d屯虫L妞， 比較�嚕地把主鬼神會每每加于昕余島，L好帶多。
Rf�J1貼切地說．
運堯尋足令雪，也希ai.Jll事每。

「智超人骨見， 增長悸，J司...···－�人

」 （譚震－5-7)

可布其弓﹒身色呆嘴，真以來最喜每名的情遁入， 祂永屯人自
己弓﹒久－tt匿名者的處處。 迪人每周恩給﹒他一對世人 9昆
vP-龍的帶到色。 司布真品皂角f他自寸2制誰能．

「 － tt很有才平

的匿名iJlli每賄， 每星期寄給述一甜稽， 記述所犯的音色長

a滑海諸喚一一致j晶。 雪足球龍的唯一本毋庸， -.A魂不肯﹒
留右， 當已3足先棒球龍的足足－＂＊.i甜。 龍品已聾的，屯Z昆明JilA
要讀起培章且成才， 為此祂毫不留情地到一F一切祂屯人�... �
.J:..的管淚。 龍的批悴， M.報$手r-1、留��耳之見r

官ue.大部芳

郡王J鳴先唉， 前已4望ltR曳己， 紀玲�嗽，魂的槍溪邊�了。 雪足
渴聾，祂每星期給麓的各沌，”已章的，R!.J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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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浩旬座道帶看能力
學旬活氓， 背進入此jjff；啥，長泉脅迫沌的血色7J。 述骨
起來早早起， 在息，獸，L宅r4',早早起， 因為混沌味， 且也旬用學
必讀符合起， 才能認:iE.捕的會見.3ti會漪，E。

(1)

研司特別的字淘
雪鬼們嗽，嗽，做很集情

.－

-Nm旬到且學，卸車j好沌， 挺

神

的草包車E抽血色哥哥淋封富起明鼠。 當年置，呀，成都忽略了要增足一旬
，毫嗨， 悅明接翼翼JI.名甸的處丸，先語道智心緒研的。
一些看毛的T字，已承屯丸， 是哥哥皂挖一居民丸學苟明，清，皂、
前清：A述人， 祂官1章，呃，L帶多小付。p.j包搗鬼為了究成一

a.Nia.紐�
回4、自寸，
·

旬弓，現宵下了一＋費昏咱�;;I:.來。瓏的一

－＊.現沌龍榨取這龍記旬弓，粵好。 且已旬弓，后來成了美國文
悸，泉，比的名旬之一。 海固4、混揖巴巴泊、札3屯嚕，嗽，聽一＋眉，
翔的吋.J明才5已成一質的，T字。 海固自然誓，揖巴巴告乎聽了31:
吋﹒年茍－－＂！，－龍去？自然研或L白色，讀f'1字， 擋車身句，成了吋’，、我才

a主先茍－...賦予世

tt縛。 布局已告手持的一部過門字，，世粵了一

a 緝名的帶孟之窗泉， 認聽了玉泉的吋﹒油1棍，

人。 祉，會看也是

＊骨干， 又富了一丸子﹔啊，一回龍龍了一聾叉， 才，已吋﹒
手，L的一滴露珠窩蜂。 寓，寓，著名的

ta』身材，t.tt.龜兔喝完

1t.•τ.， ;::;.-j-牟才tt印。 它成了英圖文

成的說，＂｝， 先后軍

學，且已�氣雄傳的一首塘， 真槍旬輸撞車的地步， 真是串串

輯、.JJ\,, 。
文學中啊，甚醫學L淘氣能准繡地司已吧費遠處，響，‘墨學！J皂，
麓的海瞥凡諾研才血色在吟道中用，丸。 再見. '!:I:.混曾當色：
「正塌的學．每接近L繡的學之JJl.JJ!J啊，如肉也勾當九五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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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浪者組』屯大處亂，'l.li.粒

:s.:r含5寸tt曹長期J3且， 龍細』屯

苦』屯站茍ti串串每台哲學旬， 不宅r禹色在帶台丸， 民鏘8、T刊也人
口中混血。

(2)

游道 的 侍 迷

車，逸， 且全IL�龍舟辜的。 會遁入也必須如此。 �壘善嘯F喜皂

增加封字正的掌握
背道九民要每又芋，會一學， 結果是出人.，'C,泉的。祂

只要首先費品新學的足足A.J毛主繡濃脅， 昇攏，已賞，已粵

..t..-t-次排在先談中處用＋次，

�掉呢..守以牢牢，ie.草色，

永不迪瓦。
？老逗人的事典必須�.:tE.1申手守2屯的地方，

道；，；悴芋，

.:a

會表嘻嘻島主忌薄”等fjlo .見記本學典的前格且綠草處費， ·札
中宅r

..a現，學祠的瀾氓。不一少帶到也資料位曾�w以種昔比安靜，

給金袋中的用學提碘新的��。

〈海省叉車窗〉每期獻出

實實締造的學吟丘， 記述拉美其名為「每月雷學活」。
增長學位的另一方棒， 數是利用用九零aJ瓦文的〈帶
典〉。 常常，全胸， 守官良1奮遁入單龜兔鋒幣，重臭虫鹿鼎鳳祥的
學！. ' 以a會處草帽乏味。
竿求：誰興T曾說：

「在嘴息的11棍，

先封擎的見也．苟延

情呈現，成是人的潛伏。 因肘已， 民啊，鈍，色的音恭， 才能挺
成想主崑造成吳學色的起，屯。 不知手r.！昏少采取沌的3已謗、 軍皂
兮兮lit.甸人的續說， 落在笨拙的曾多長后富，
的學自民珊白白糟蹋了！

因其不到恰童話

」總尾、勢均不懈的結研和持會，
都是民

守拉人滾音占l:::1奮進�1lt.「麓的且無法看見!Qt.
的會息。 麓的不劫芋，司采叉的持告
嘴居辜振弓...

麓的口濃于老歸，睡袋

．

的稽。

「主臂，

」

*'

2良雪起

（虫學2肘，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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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掌男主要的比似型式
比晶孔啥是指用S卒于本3皂白留學嗨， 昂之混明�一，物，

以這室。Jl明楠、 Jl－＊，旬，學明白色瓷缸峙。比齡的蠢的科....祖先多，
情遁入海好，好，摯勻， ..要逃到驗血色－＊.苟的地�。iJ:.'ft.111
來看一些欲為，E耍的比紙錄 ．

(a)

比喻
比喻含有均勢迅tt,載之處。比喻Jt.Jfl慕華爸來Rr周知

白色，呂俱來看k學真龜， 目的先給Rrii婷的道， 錢換通過的比
方。

(b)

明嗆
述是紀蘭神不J司的，物， 用真相似之成一起比較，

2屯A戶，牢”皂，也白色，tt,嗆 人 ＊告EAι丸戶，苟F揖串串串T℃�－司J"揖品，

�A比事其中最前鼎的。全省護首1鐵品，物，已另一，物，車覓
覓明喻。

「如 J

'

「＊」都是指明嗆所用的學。

(c ）預泉
去龜兔指舟，!:te寸ll..Jl.障的，F串串， 能明腐臭的真唱，。2主
宅r禹色A�泳、 地方、 司r'3it.ll.人物。先考含量A1守， 費賈母已﹒局局
悅明的翼翼里， 有明島的接過龜兔。比方氓， 帶－＊－研單巴嫩i逃
出祂Rr�明的訊器棋起， 沌，典型，lJl最具軍事最准再繭的預
泉。

(d)

，鬼句，
冒鬼旬，是指用弟看善，物，轉移以形容易一，物， 寫這

�比軾的目的， 因泊爾看看相似之沌。學＋凹弓哦，：「那
人是狐起」尾隨喻。如果儷：

「D人，比狐題， 」見·』昆明

a 」在﹒悔旬A﹒舍，‘中曹先此

喻。在明嗆中， 「人」．每「狐

各弄﹔在飛喻中， 事可看在會見中�J司， 龍在精旬中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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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祿的奉告游＇＂令狐起」（蛤

32）。趴下這啊，A,↑隨喻的商手，

「郡秘�－含義Z

的雅谷、約繪」， 「喻的訴mt沌晨起」， 「迅先麓的身，林」，
「章鬼說是i1」 ，

游道 的 倩 遠

學洞的。昌平督錢到4醫學，：－e寸現：

「雪足足真苟葡材」。 換旬活氓， －.喻的

tt.齡的＊豆豆燒一 神，物是，另 一 秤，物， 情此，昆明其特毯。
越丸哺r

(e)

站長跑喻的延神（J已槍J

、；－ 8-15 ﹔與五 1-7），最著名

的，

的現嗆首推〈又給另起｝A｛塾Ml｝。
警旬錄
道；.；是直率的說漪，會見到人入雄。種年旬是一 科乞祟，
吾與學敘事的短旬，已丰富，的內容剎車的，入木互訪。 lZ)..T是
一

令Jt含章之人口的制弓，．

率為，

一

tit.a.JIU巴車，以本單尾酒的神逛到接

「看自知之明的水見了

神之是苦痛

•.m:. 。

」 易一

則晃， 「義的只3巴勒划吾吾軌，龍都不足只爺自己的動屯。」

「 9欽的進化給主丸看似乎結

多峙±號置于留下了述一 則．
去已嗨，萬零零擎的尋到與局已哥·7已到巴！

(g)

#P.fl培
在幫會苦學芋，中， 也是指以相迪的事物， T字也比紋。 因

此喜訊司長特息，息， 麓的有時以恩典的相反足足一一一律培..

、‘，／
－n
’，‘、

人的砂虫學－＊.·詞也明。
夸張培
述科比以看，吋犯，r.與甜的學會越吳學品， 啊，自寸JJUJ曹r司ζ
興。 夸張必須是會主里的。

.a. 督蟻，：

駱母已諒111萬早已T告」。 在追星

a

「蠟且又﹒你們截留也出來﹔
3豆燒明 一 ＋真龜， 痛不

、‘，／
．
．．．．
’，－1

尾聲色也與1擎的商弓，。 喜于鋒中逗樂句子�JI的關怠。
5已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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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 一 科吼別的重先旬， 犯昂l'ili'..t.J之嘉婷的活�成員乏
精（見林擋回
(j)

8-10 ﹔林后＋一 16-20）。

�1島海

�A運輯，L的一 科1ft甜，

噶爾Jl!Jli1l臭豆的旬，F物在學

方宙相J司，也叭，也守能在其它方宙相J司。

(k)

押的錄
益已是指用會鉤相J司學列出內容。

(1）轉喻
主龜兔指不瓜果，物的鳳毛加以指尾， 瓦爾以揍，也﹒旬
，已看榮的，祥，－志根棍隊沌。比如， 「郡戶會氓， 」li1l「跟
隨羊群的Jllp,1學奇怪。

(m)

」

提嗆
足足以一 部：會來�母已全障。 譬如， 「.A..胡

都如3瞋。 」沌司已先錢J同AJ旨人裊的－＊..命組智。 雅曹先固，
八帝的「獅弓，的現」指一 切克膛的地方。 司F林多其當帝＋
四’，→....，，帝的「.:ii:.旬」鐵學人的活A't\;.*--:ft龍的斂，。

(n)

領導蜂
�是指在當井且也中， 特旱，且1乘人li1t.J農些人， 甚單是自

己主持混（J已拉丸，早3E.帝＋四

(o)

12-20）。

沌，他蜂
足足挺身﹒排看插進集背叫，要－＊..－＊..白旬，F帶回寸， 如J司令會事也

在隨眼前（見紙，早3E.喵廿四）。

(p)

紙人培
記述看且已命的笨，西司的字啊，先命的。如「陳元渺的此，

看戶會JA.地里掏糞我告。」（倒四

(q)
320

牙，盾槍

10)

(4)

避免除腔：血泊
嚼，凡的本精因�重1'.!Ct.！診，

也先處丸。 一切母

游道 的 伶 述

�i'·

云直是指昂之窗，L的牙，盾（看林扇，女8-10）。

擎的旬子要是忌，二妙用， 正鞏固帶多處值的坤、漪， 且轟轟a 』島
是每哥哥截圈子流行， t旦去？到、來的骨灰， .!ll!J司已先..－.丸。

e
n
o
vd
rA
e
v
e

趴下是一些英文精旬中的隊 aa 鳴。

d

組

追趕精見身材咐，�r’告商人在途中大吹大擂

白色，在各苦苦。 'The broad and crowded path
you

“Each

"Beloved台iends

”

“I am here to tell

， 旦旦糟的是

旬如果是年長的弟3已用迋宅T紙， 才有忌，f-"91告別t人則根本
這對 o "Listen to me！
repeat.”

”

“

As I said before, and as I now again

may state without fe訂 of successful

contradiction.”﹒迅先取措帶手相當司曾用的。
friend’”

“Dear企iends’

”

f

“My sinner

等等。

不久前， 一位世勻的字局已列出了虫子一些逗樂也惘。 龍
功告浪者提 r巴 11li之勢， 持）｝...自己的學位中加以現i除 ．
Agree to disagree

To make a long story short

Clear as a crystal

Each and every one

Grim Reaper

F訂合om acc叮ate

All in all

Few and far between

Green as grass

From bad to worse

Order out of chaos

If the truth were known

After all is said and done

Sc位ed to death

Be that as it may

In the last analysis

Psychological moment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Take my word for it

It stands to reason that

Accidents do happen

Much as I hate to say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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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long last

Once and for all

By and l紅ge

Really and truly

Last but not least

So to speak

Adding insult to injury 、

Up to the hilt

As a matter of fact

Wear and fear

Bored to death

You know what I mean

Bright and e訂ly

A vicious circle

A bone of contention

When all is said and done

By word of mouth

It goes without saying

(5)

神的名單鼠

謹慎邊用

帶細讀于考哥？銓中看，f持久、

TA善良的名譽，

電r輔助

提碘多方宙的專線。 麓的嘯，昕 iii 背道人不雄S皂廠跑，宜，已
是直瞥見，盔的名，「主耳腎，承且也督」。 若能..指以「主」，
「

神的Jl..弓，」，

的民手」，

「A主」，

「

神的弟牟」，

「述的的主」， 「...督」， 「

「

神

.a.督耶穌」，

「入手」， 「康緝的主」， 「各各魂的人」學則果能.31
J、J、R益。
車是頭j又

神時，

「方軍之耳賢和平」，
「舍身色的

電T紋絲�「

「久」， 「均已在的又」，

，

神」 ， 「1肅的

告各民啊，當年

神」， 「耶和草 J

神J ，

「科裊的

毛譽，如： 「均已造的民」， 「

'

「吾久」，
神」 譽。
神的民」，

「課4'.!Jiff」譽。
吾吾錯守缺再舉7{J 「銓，L的t舌」， 「1神的道」，
的局承」， 「其道」， 「
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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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吾吾會」， 「－」，

神
「�

背道中出車也背9的會誤， 最純龍骨劫之三；；－，屯。 看，一 位
于普通人曾在很多昕余的場合實＊＇－3長白紙， 中J明看，一鼻息

「

后丸，先1.=!tt:

τ訊官1看到T←�？ 」昕采＊－4:
a見到

.iE.:*o鴨»i"預料， 骨頭t

一

游道 的 倩 迷

3.4凌音必須准硝

「 一 ＋果成。」

.11、無成-*P忽略了真．會雪白

白色，含JS：；步。 帶到包，也足3鬼神情形。 呀來首先注..－.割的是會誤
會包弓：：..， 沛忽略了血色的游述。 1普通人要切t己 ， 勢必親l除
骨余拆凡的「廳，成 J
-"tit膏年T奮進入曾看，一 回戶，肅地掏呀，余噪怔．
袋都是泊的omination J;足足（其摸底放A

「吾

admonition 督費）

a insurrection 煽切（其摸底放是 instruction a切II）人爾默承
白色，！

」獄龍跑回拼音机扼

神的活»i"揪出的好科于學膏，

會誤1晃晃提�冬祂完成沌科三C.."tF白色，好机舍。
4，．

、‘’，，
’，．‘、

真各一本好字典
記re.:1t�711申手電ra的地方， �拌， 語1守守娘的學

-.a樓官﹒。

又喜皂立即吾吾鍋， 1民身色費3足其會..

(2)

注音量鋒的好從

a地方名的

看，去的學的一 本﹒吾袋， 電TJZ.A..:tc.斑l費.，巴人名
正再膺品t膏，迪克不必要的地尬竭宙。

(3)

作一位有浪到力的壞者
.00誤時要幣，各－.：：記錯龜在子， 挖一句'lJ.,t:J已不清的學L

t己 看守美le.昂屯，

然后， 一 －•垂接見。 鼠，浦丸之，

事弘勾學旬持

T字 晶晶各處。暑息相利 aict.»r1•

T普通人事鬼蛇

｛會不會由陳〉

寺拉中說．足怕十：方旗＝脅中未必看， 一 人身已准喃地議出干，
到告.再事，

“data, gratis, culinary, cocaine, gondola,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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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ious, c趾c,C缸i bbe組， 2丸viking
誤宅俱白台噫－趣喵， 宅r鴨誓，看參考。

(4) 精工啄磨的信息

�吾吾銬嘍＇＇－鬼己試緒，L﹒巴特

革丸7文章是由芝加哥，t

烈民主在一九女四年〈取迫月刊） J:;.義祟的。 作看征婚
龍的周恩， 犯全文刊出。 足足，一讀育學學珠吼的作品， 內
容清晰、 前清、 手r混廠刀， 題為「輸且爆島的會起」。

·

「車主命﹒借這!I:.命之道的人去t 洛文血色鹿鼎自如， 看，
不血色很T齒的重要。 祖脅的電車抉窟，骨， 總不能Jll.1.ll以組．卑
的會帶脅迫。
相當息的軍車磨．每食遁入的家兄
的措﹒帶手r:tc

a.��1司 等看守會。 Z造成

A底的家戚， 先守推餒。 吾蛤既然昇三強憫，

5之瑰永恆的見局取發于人們車農民

am� 宿舍的祖r息，

起已

督的:r.J.、童話咀閥且， 不容車先是真車里的血色7J虫：.」草草的嘗嘗季風

a息 。
1底錢其
喚

re 情司已一拌，

﹒惜這一薪金先看底輯的會處比朗

a 背協會告會處.a果臭好。背道人說t舌B寸必須流暢自然，

尤其是帶悅

神的道翼。 接1守人泊的追T芋， 都會－－－索

地。 龍的Jxl��jjff:ta這明的故續窗， 竄入贅述L窗內的真
車里， 謂不是自己。

� 中，

讀叮當r

雪足111均已血色看每周舊事令？IT宙提出－llf-1'-宅r

強些誰學晶各白色，其ti;丸。
進足捨瞥見必須的。 不是會口骨旬， 均是跨越活接見

t.�功紋。 為 11t-冉包車的

喜怒處。 措帶純雷學流暢自然， 才會主

措帶且是自然游車， ..，只是一些絡幌不足的�1t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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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吾。 捕事：元贊不等于是精適當學令。 當令看吋瓦宅r1i色晨已曳雷學部
去涓己， 亦T不晃抖，l!Jl革措d婷 。

游道 的 倩 遮

于卡./A呆輸主龜帶令呃，？對絲不是一大堆堆駕車明的淘

措苦學必須娃主主姐L慎的�逸， 3前不是，碎的增疇。 老學
要樹巧的象這自己的定會， 1壘遁入必須均對三丰富，。
勾且已窗取不說用油司等那糟的油詞， 貝多芬的草��、文
明1曲，也不純用學會決賽， 麓的既然領混了，L：貴的真翼，
說要不迫舍身的芋，3精采。
遮不呆一鼠沛：鼠的血色J步， J!., 晃蛤主主刻骨脅是龜鹿沛成。
雪t，.，.，且處站買房6.TJ!集£底， 苟，身的；：－弓f';iit.ffl。 在喵歧，內站茍t﹔文學，
車且不會在游台，L妞，口先宮。
要辜會自己學位， 以2比試看事學泣的9月A各， 此蠶豆昏苟
"f'F.2}.也不留4實地帶試， 來取名讀游單巴的措苦學勾旬于’ 全t.
起自己給脅，L不完善的地方， 主參會先續，夢游去匙、 學棧．瓦文
會成旬勾T開乎。
.JL.:it志帶進流暢的人，著身色創濃多科典型文芋，正皆非，
最終特鞏固鹿以悔。
旗這tl4.梓知到皂，隨吋﹒挖去愚見的主事t己最在建泊之揖庫中，

t己景，之后， 切t己翻含義食准是俱興，

汁，�：；才會已。最重要的呆在

屯人都已學丸， 起平越好，扎克述后走掉。
上丸，L述各方港及每每周的， 誠先在日常的吳放
中的官ri舍， 8寸臼寸崇＝－－主Rr鼎的官「稽。
牢學能隨臼寸進，1L屆時用學泣的會見、 單獨

a�滑

.a散紗， ·ou色

記虫草�.余的是虫L。 主龜兔最看法的樂道。
量的可嘯，持人林費3展出名讀豈能取的積淘元毋庸警旬。 警
旬到底是，T卡./A？賀r彌言之，

:ttJ之包含終會亭當’的..旬，

325

：

叫翼翼的太呦， 文學的呵。
血色勾慣有效地流暢自然的家情沌，電，按著哥哥在帶梅、
游台處•.91軒的桌台，L泛用。 流暢自然的尾巴造血色元�－＊.J單
音帶遁的民滑毯。
只要喂鼻息沌的，巴嗯， 糖1穹的混混兢含義組自己的
轟轟沌。請但』屯的特舍， 記會處昇乏的足考， 直到』屯見血色
自絲毫龐暢的象這自己的..－.脅。
車哥哥＂�封接見，已虎、是J司身，晨，帶.lit.B寸自4略措甜味暢，
讀JJJ61泉水錯過。
錯混冒冒血牙有帶多積跨.;J、對龔自97'、禱。 2鬼神在比憫，L
�吟唱的結約， Jll因為物早已吋山，ι的融曹先緒述些小卷，
義本�－龐泊端的普魯對巴， 本身，

•i烈 ，

且已些相爭樂也不2龜兔草矗

Jlt.挖潛在。 流暢自如的會息， 要身口，L鉛年累J=IRi'融化先
畫文學位彌繪成， �祥的布會處足以龍骨看站不宜昂，。
游且也中要看1砂如lit竹的措靜， 明骨要不止不郁的刻骨
耐旁，

a縷痛不會的鐵絃才能唔唔膏。

」

臥，L車龍尾巴特軍進民主....背道人的明宵。
-ttt著毛背遁入曾當也：

「聆骨是首要的， 因此要別

人入攏。 頓悟A�:J屯， 因此要深入淺出。 現宮:aA�捕，
因此要注重典隊。 黨因是順扎， 因此墨寶

神吾舍的帆

風。 」

4.

注意自己的責音
人裊的戶脅，是

息， 為要雄斌

326

神的恩賜， 愴

的試看情沌

的會

的旨息。 童話麓的趕到自己的責膏， Jl:.,示

了會主哥大.E.共噶爾檢乳﹒

「述要林唱會

， 因雪延民主龜，妙

一

冒外.:tt.. 14）人裊的戶會柯學嶼，妙！心息中的

來�，1皂舟， 請看針緝的JB帶、 習，＊A嘴息， 會妙地成�
成說t舌。 臭寺妙的先

神划用站已發旬之活我又瑰童車！

4.1 黃音的兩令根端
人發戶膏，所能成：亂的， Z三步含金子輯、’

，。

元電n鼠

游道 的 倩 迷

·-a.！」（海

弓

譜是

跑賞月民主車u色�:fl:..J野用﹔卷成為.lll..91..的暑5,J[且， ...會刊于月尾。
「諒叭知道

改嘻嘻會主!Jr皂的背龍后混．

神早，已在祿的中

J回S在逃亡了麓， 叫外路人JA.'ft.口中海骨福音之道， 現宵且．相
會。」（試吋苟且7）能拌均

神情稽的暑SJIILJ豈有r學寺妙的，r1

神�以與正的吩骨是．

「敢要大戶曉叫，不守此，也﹔

幸學起戶來， 好象吠角！ 」（與五才v
「諒自己說， 陳先愧？
人戶喊著說。
均

J （鈞 一

」龍卷.－.

23)

神要

、1

）•混約謝殺人J曰：

「述說是那

的于民主滑處龜兔，好﹒足

會9戶Z嘻？。 習毛2彥犯人的互信會比成電子戶漏洞．

民L白色，老子戶言， 器u已去買書r

i了甘；電尾？

aiv--野脅，
「聲吵已先

」（林前＋四8）祂頓悟到，

在改場，L的弓，戶必須清晰和准楠， 甘心每一tlt�±�Ja：排
明白真，會見， 其興建咐，也放如此。
車已三月已坪， 對己奄F本恭!Ii弘冀甘-=IS吋－.E已

部主先看清楚， 袁說成了自島的智， 哨的含義。
印之中包含有真單嗨！ 手r.｝、恰主制t.iJt:

悟
稽

「義建華且已悅方人的方宮，

的 啥？
咱鵬等
又 4」

會 一 常印成，

一 家莓，走出

＃

耳之五、東言，

�i吳

「 'tit..t..啊，三神食

進入：看些敢吩不懂，視，學詠背帶慣，有些敢再長味不守。」
8月宗主’， 3官.E.科苟，港轉為背進入。 可布其手r一目結芋，且已
111當已．

「進況， 全省諒車是窗口呆弓哨膏，如學讀書甘， 也全省注月E

議伶﹒，

� 月三晏海魯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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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道

4.2寅音的四神能力
主聲音有回科血色7.)：會提昆、脅，匠、會民主

(1)

..a.會﹒脅。

音域
主屯揖－指F智官

另寫會、另中會

(2)

..a.浪脅。

令人的會蠟呆勾.!1::..1'恩來的。

音量
迅先指戶脅的大....，、。 手r人的寅貴紋祂人竄， 在主戶，

,jij的人宅r,骨氣絃提寓。

(3)

音距
述，是提會主聲音宅r沌的民主宵。 JL貴的責會員絲不

tt:.成人

久， 11a.1普通l7.J軟逞。

(4)

音律
起心是S旨'}16叫司

x�音..a.雷甘曹長白包早已8.. 。

4.3三科音巨
人�臂之神會﹒底， 即，L、中、下。 會議目寸雪切可嚼，用
中會底， 爾"ft-；！：‘好象給九的會淡。T贅述人后1.a.:ttt看帶沌，
訪鞏固舟魂的先托重大的，情， 所用戶惆海官屯人人都血色帶
得清楚。 3智瀾尋a�簣，都要厭其自然。 吟道弓F強自寸用中音，
底， 然后守按述情，L的研墨爾升降。 有人混：

「價是，

量Jl...且忌、成砂、 述說2匙，尾求龍龍臥肅音，我追﹔爾I"-肅、
走﹒哀、 做司f-..o\.足棋則用很脅。 」
�宅r拉扎扎游活的人插進自己的鋒易中學且也。 注3皂祂
鞏固T守在栽進的2正在， 8、一吋、會底特..￥..另一會底， 身患精瓷
缸為自然， 見含量比脅，.!l::..魏ll.追T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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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宮會的周先是游者利用戶會母��題， 甘心苟且述看，留
T印章已。

因』沌， ？普通人的感情處惜當ti舌的戶明情沌。 以

下呆2惋惜之本芋，先的忠告．

游道 的 倩 迷

4.4寅音的用赴

「超音，嗯， 議結ilL﹔戶潤滑

實， 讀其中3主7.1﹔ 看？且，發抖龜， 在漾，倩吋坐下！

J�守主主每

-tt.帶進入可惜福音的局Jffl.。 茍﹒惜， 苟r-.與持司長如此！

4.5倍用寅潤的例子
如果麓的回顧»i'13斤的游沌， 謂是少霄，、耕田已＇.麓的印象
深刻的。

(1)
(a)

喃喃自浩者
特征
主鬼神人帶替身自寸嘴R卑不呀， s 竄入航局可也可會..，，，、讀書。 結

果難道看又可畢誼會現l封不清的事，鬼。 -tt.喃喃自滑稽在會
后•.J寸.Ma.i攏．
祂 Ma. 說．

「龍記福音特哥哥一清二三篤。
「�丘之

「不錯，

t缺 乏了自己')liS脅之穢， .a"l.：者帶滯不

勻每月叉車走！
以T的事可行榜旬宅r

'fF雪lt.111白色情接：

f 畫茅台，ι是乎是嘯嘯之婿，

帶余Z管且前已兮其皂戶敘述。

J

委銓中氾攏過良主「＊口.t'4切II瓏的」（太五2）。首誰都
說且耳骨

， 因7{J 人人都昕海14!.

／’、、

、．／
KU

身帶妄自寸，

且已商戶說活（鉤，t

的主省會（蛤十九

48）。�－

28, 37 ﹔十二 44）。

畢乎永h
「嗆3也是A拆道來的」， Jl.;f三哥』白色，r掛 丸

因此背道

人必主賀龍骨余味可學清楚。 于老迪人翁喃喃自漪，世記－.:r:也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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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不清楚，悶悶了鎖，。紋，叫直接的神
的且也成章鬼

神的旨.....。

T贅述人車寄來肩色試暮喃喃自愴的．勾慣， 詞不如期口不
會， 色ιtt.予口音清晰翁。 每 一 tt.喃喃看庄戶肅地息越軍屠
�Tit豈能：

「世，L的戶膏， ll..看甚多，，..，混啊， 一 輯吳先足

足的。 建毫不明白 1115 ｝館會的足足， 混混稽的人必臥龍為
化外之人。 」（林賞＋四

10-11)

(c）需要帶助試看事
混雜的帶到t人，再昌！，�一 位骨、

•

Jtt>a 善的，手均已。 第3已m

凰＇屯指出的香曹先， �1費遁入海益， 強迫化龍自以�自己
JJt·惜的祖r息宅r泊t

.＞、。 若能量已喃喃禮ta3tJil.�審官的T普

通人， 2鬼神指混吳祖且可串的。 處每 一 tt.脅迫人應怯地跳di
自己， 反省勞研3足自己不是喃喃看。
(d）都A
喃喃自惜的勾慣司長今舍不守。 ;f!J}ff棧于是見，感自己Jt:1-
絡站、錯， 越祥宅r臥看見自己見香?fr口氓倍。 當..吾吾身是
:#1-Jf骨的名讀氓，皂， 明包叉車啊，J嘴巴口，乞。 �嘉浩封 九

龍每3已

室。海主龜＃看浪潮絃勾次會， 直到成﹒功。組乎無龍成了續說
，已中的旭先， 見路清晰， 戶會主宏亮，。 只要縷清不會地告
重底， 最終必這刮目的。 能龍骨采拆章，清楚， 冊費的普』屯
之匙串學都是祖郎，白色，。
(2)

喊叫者

(a)

特征
11!t,.每喃喃看別好相反。 后看t:lf.3i.J丸之肉也折不漪，

祖前看，亡F'l'Jf脅之道，也宅r骨具！她悅，a,i:t’之音，?fr錯， 中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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絃縷，包嚕， 終結吋包在，包哼， 直到骨灰的神鋒�封底， 耳

人朱曾知道內屯勾霄，鼠的血色刻， 龍的對己身看過前者。 可蛇
戶的娘叫如果用哥哥，會迢迢守接晨， 祖用來，L炸�欽本主，

游道 的 侍 迷

再每次痛， 全因均不必要的陣陣E包嚀。 明Jil.的， 主皂科f.普通

台91?1r瓦足..宙草貝.;J、白色，男已看伊:tc包::tr' 混得！$4\, － 屁巴， 是也元..-.
丸的。 一名男宜F結逗樂背道人坪到t:

「龍當ti舌冗長故宮延

，想聽， 但祂喊戶之久， 喝：＞'Jf::.i且不．能入間辜！
眉之囡

(b)

混來唾手悟，喊叫脅，自寸見用來姥飾自己的每每.－

a張5鼠，

因此不哥哥本喊叫， �煞車且直口元宮。
導干吋喊叫Jt.tt-.ltt人先告見路彌用以姥飾，地尬的是許
今急。 手r 一 固， 著名﹒陪遁入比別泊之巨先

.as:諷期J團�入

一

、 9 材.f!t袋。 -1:lt.費牟tt-遁入在帶到t中聾，具�毛3、民

J回.;J

兔， 祂覓因f敢當于肅認足J&.j了餅， 結昂庸戶，起叫清早早結
來。 會？后’， 比別泊之a[－＊.邀官青龍歪曲龍兔， 途中費年﹒陪遁入
J旬到皂、．

「比別取民先， 章很宅r曾在﹒盼到包中見路中昕？

官已于fi...J.、普通．

「手f B寸曹長。

「郡﹒你丸.IA菸？

J�

「龍會息

賢先戶，起叫！
帶進的主主程．中先示了要提窗戶嗨， 品丸31i個接些賈仁成
J«..1己買E辜的真單l"f壘起色， 會主札始a豆，色的吼叫是不容且也肉已白色。

(c)

尋卜叡

、

娘叫白色勾償要成除， 'JfS﹒脅的3、4、哥皂對抖，』會！＂；區FJ»i"tr9.1

�，、沛發．咒。虫巳敞的地方要大戶， 再暑4、白色到包站門民習，.;J、.，.。
看， 一 位鋒膛的輔助民帶竭誠血色助·JI:.�弊病。 她a,；益于．尾
庸， 月三�骨次注沌， 在必要時試一 司、曹先約旦但好的手，。

言，t-3:t..:il忌，

哨包弓﹒且人款已哥·.!l麗耳，4恥必��JI
主已是5伊拉��Jlr...是t.;J、。

－略丸哥﹒$曉風已卒，司長對V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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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唱或者

(a)

特征
起；，.；仲帶到t.J之一系列的唱歌又說，t舌，戶Z脅，按命暴黛色吠，

看鞏固幢自民曲， 我拆�元海抱回民睛睜骨。 九浦丸之， 昕�
U可都抱著手拿自五艘， 一＋司、吳三j"'f趾自民沛吵吵入睡， 以
魂堆曳的逃跑。 主鬼神音帶去也只血色龍骨鼠不帶「成�」。 一
位著名于贅述人看，一回才邱庄展現．
有睡著的， 情志帶台喚

「如果可想見到呀余中

u.錢！」看，人為迫神情遁入思了

泛首詩．
「雪閥、曾看，JN.,"fl費進入的眼神，
花每每濃濃旦鄧神巷的先告﹔
因�龍帶告時眼睛鼎舍，

－－ B.寸.，.，.，章先眼睛舍，l:.! J

魂音符
(b）原因

�唱踐的凡格很不自然， 因�全省旭先說B寸戶脅和漪，
處珍海障， 一走，丸台戶個.:tc.JIP�i學會悟， �骨采進行推
B民。 起，科研臭的進1'¥Jlr憫， 宿L品31；崑呀�白色l晃晃，

a趣事

龍的接�會息。
一位神芋，�輯結芋，�氓，好的吟道必須看，正科瓷缸果．

a毋庸文人。

是切人、重鬼蛇人

己的世佇立也提文.ffl.告：

一吋、星期后， 一位芋，主持自

「裳相會麓的游2龜兔守取的，

因為

建才帶永久， 半數的骨�＇.甫蹄， 注明晃晃甸人的。 章先繼
續排？舍， 共命的折成吵吵入唔， 証明見其他人的。 當F
;tit.結束時，雪划圖書性骨到人混：

r ;i鬼神話佇立垃龍骨瞥了！ j

証明，也是緒又人的！」
談到帶到也吋﹒有人罷免， 31Jft吼一F的制于A.恰童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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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換風μ本目寸， 龍.＊..1tt其中一人略省了。 祂-W.T叫起入
唱主白色，J、， 憤然J同
明已立刻回香 ﹒

(c)

．

「如果敢嘻嘻膏， 走血色S止步F麓的T可言晶？

「聽.1tt•J之麓的坪嗨！

游道 的 倩 述

-tt尉，..，言，也召蠢，了帶多文乞步II-＊＝＇蜀皂， 只會龍的逗著處泉，'t

」背道人， 筍，�，－.。

.；卜事先
精通人看萌唱法足的毛病， 1'!.＆立即�.'.iE.

。

祂哥哥且已發

要求自己， 又用自己自然的戶膏，來帶進。 T財富會B寸期JJfl
自然的戶會采取沌， 臭元明骨贊官亡了。背道自甘S足以「會閥﹒

.a.結來﹔接旬活氓，

中的迋底會蠣」骨始

用吳放的'JS珊，

說會采拆哥學清楚。 中費品已薯的批坪龍骨看皆知道自己犯管
的地方是佛要的。

(4) 草洞型
(a)

特征
主著唱成乏相比， 學惆型骨遁入臭槽，

因為龍的戶咽

完全�寶押金海頓蝕。不搶先魂的宙部泉，情、 戶脅，、哥哼，’，
都見金錢嘴，益屯的是倩我頭，。世裕的人認祂比作「先喝風」。

t廟 會沌，

虫子，也喜��

﹔屯3已結埠地Jg取走好。 述神戶脅，似乎永 ．

「昏昏欲

龍臥平斌、 本主靜、 先眾情的方:ii;.背

告終、

廳的訂脅，

哄著這純的革祥」 ， 謂不足以點情洋溢的錯，

認迫，切的會息﹒惜這行持久，已的人們。不考台A甘·.IA音帶罵：
人的單單、 即來的會蚓、祖先車的忌和呼喚、 ....督民營
白色，弱智起色， 龍都以為P苟且、 龜先是情的責帽、－此看迫..是:.JJ?J 、
金先看，可學唱買J旬研、 象總先咪的會沌。 �:iJ;I·俗滑Rt悅 ．

「m

J

J’，1

KU

．．．
、

中的形，屯�－于膛，J:;,, o
屁巴因

員鏘有些人比較富，于是毯， 祖如果禱，E真的是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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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

道

進入的r屯s 祂先考含量口1可會＊

•J島

神在展的是憬。 �唱起先
『

最蟬鳴的情遁入， 見到哪層的農弓，看丸，也會大戶曉叫：
「九泉！久3之！」揖i.:tl勾祂句句寸在﹒詞哈姆，L警告lffl..），、逃進
帶來﹔泛起身鼎的戶個不J司 。 敢看咱色，警告勻后者不祠，ι

τ。

福音的會處＋芳克切， .，.，.，人要厄扎混尾的心告哥拉是人
的淘塘， 然后帶

神所賜的戶膏， 認 F皂﹒借給骨余 。

T費 進入請想自己的會息宅T以給骨余留T練對峙g印
象， ？也必須－＊，�是濁 。 述情曉風頭j坤獵， 自然會在膛，L 、
戶蠣

a速辰，L一一昂l.出來 。

越祥魂的是�－宅r

�1贅述

歪曲月份.:0:那里。 警告的戶個局呼求軍人會會A主的責洞，
骨文不相用

。

－浦�﹒時逗人留給昕余的印象， 是龍自己

不曾結J7j會息中的真正處丸。
-trt:::t:1贅述人曾迋拌勾：

「背道吋喜悅尾﹔能久在

詢電民墨綠燒起來﹔沈嵐民魂的3、當燒起排在

神貴tr1't.B£!

然后油1人情瓣，看如自己曾身身其境。 如果陳述看，總尾，
向不如告睡且也！」

(c)

都孰
拭世，旦旦的卜錐廉持軍縛，r地悅 ．

如果能每紀每一tit

T告且也人進入地獄一＋星期， 祂車且會回來將切的于是錯事先人

a先

之道， 先哥哥世人，也室。那守怕的地方 。 蟬，喝起悟到包人
后1

神尾切祈椅，抓J民主題的真皇島恤， 然后舍』屯全局的，

提會起﹒時鈞 。 人真』屯所相稽的， 必然在戶脅和泉樹，L流

�a 朗換車全叉， 宅rι丸，曹月8草帽�"f壘

露 。 ldl條大戶費嗎誼會，

遁入學提帶進吋·'}fir瀾的3中華學頓金色。

334

(5)

降洞型

(a)

特征

龍佳音色帶采呀�盈Ul重要的部診。 �，守會遁入在旬朱降
官足戶嗯？不品講零碎， 混混混象是不守杏仇的。 嘿已＊始自寸

宅rrg手，

Jlis﹒會曾長�. J、J、

游道 的 倩 遮

主鬼神情到t..）、在每一旬尾， 量已寅惆帶竄到啊，鞏固耳漪，

但是到了旬尾， ，.潤之嗯， 四L人

去斗仇車已過忌。5司L弓r萬「他三三f乏的'31i-�. 這宅r骨丸， 月三命的是，

、蜀，t哥哥起..�且已！

封記手r..）

在帶進中手r

e寸拍了強調爾降1民戶惘，

．但必須要竄入人昕哥哥清楚。 JJt珊「音符合的耳精」，

Da包

，也3主要欽目J;t.汰的骨·�禹色鐵骨」匙。

(b)

屁巴因

主鬼神情遁入電T血色晃晃巴嫩j越學科印象， 草草生�看�.；，.寓言S已
車包， 建起呀·�J.覓處。 去毫毛扇宅rj色是因�呼�Jfl究所造成，

�看錯誼會色，3暫且忌－肺那里帶頭j �五。

若要改J莓， 宅r

(c)

.fft--:lA
者已足有己翁的"ft'且也J、， 必須認即啊，「瓷必須在旬足籠

S會主信惆寫錯」的�級學且在音符峙，.t.' 官鬼魂吋吋歲j或j �錢

.. ,

E里， �浦_j.!.J.j[.弱泉， �呀余是咽，不已。 導r人悔過地管也．
「太多的惜這人用戶會剎車軒人， 爾自己都進啊，起身前瞥

(6)

重愛型

(a)

特征
述神情.－.人不畸重，巳魂的旬手， 好象骨余先聳弓﹒JI.

獨身色的人。 →－＂$令許自2，當＃到t宅r抽已且已持已4、

�.

前臼月F劫U他哥，績已

發吋•J湖、 1覓處a雄亡F丸曳。
會遁入最嚐鼎的精旬是．

「正如雷足以前所垠的，

•

在建昇氓， 一 次。 」元守否屯丸， 如果揍，以誦，已蛤叉，，清
鏈，

1守不說揍，己的’，

興起居海宜地，巴布局要T聾的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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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必呀呀．賣文丸，E叉的噱宅院�林！﹒時遁入的吋J團珍貴，
色禹色主志帶誰也元�－－ Jι 地浪費？啊，人��學形容��1奮進入：

「 lt.：±屬企聽了吋．．女年＂＊－.U!.1l\.咒，

居札文人耗了三＋年

"*-.U!.循﹔龍混令人在，互訪科肉造血肉4\.

！」

實：民宅r以說明，r屎，主龜兔合汰的。直不是旬旬重：曳。
不1箏，t-2益明E皂的，i'�、 現l弓，、 解釋，？都是3悅目島的行泊。
麓的

a•e寸吋苟且慎， 以先陷入足科圈套。

混們不錯參祥�首題為「累贅」的槍。

f 雪龍骨灰人已錯指責提議，明
一件，裊，
宣告陡夢已蟻，：

轟轟后
「換句活說，

zζ��其結E﹔再蟻，。
雪悅rt晨.i.屯人因；｛）護知道
地告九；｛）量t .4•才一一一
血色旬哲說，

J

魂似乎聽幸，

.，屯智示，巴金！」

(b ）原因
泛科tt'.ilt清

,a.a.索﹒借到t人來息d屯准脅，

認哥皂留d屯，

「�守拿到、路人， 用帶�－質文t舌」（太突7）。背道的自棺
木呆為了績，毋庸B寸J旬， 彌足T字為

神的浪者， 帶看

神的

會息，說來哥哥軾的民魂，足足， 官長官司克在..￥..善的真沌，t.i學
且t:K 。

(c）都...
﹒賠進入清楚游見了一泉，－.

a彼特舟，；：：；.戚， 信J島

湖云是直到結束。 要僻靜前清挺耍， 串串珠吼。 甚遠��
屁巴， ilt 111哥哥叉步脅←－Ji已草包白色月巴喬；：， ' 單tff耳目L唱兮， 看←J已干事，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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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次宴會t

��會的麻品質。

瓣，多給垠的干草苟，以早已繪成

色ι章先官1白色甘軒到皂，、企圖， 不足一堆堆的﹒于苟且。

輔助晨在追星丸，w以封噴重要的角色。 會已處提龍潭』
會的質文和累贅一一列出， �輯于普通人，鬼蛇吋甘甜」告啊，

游造 的 傍 述

－�，、姻。

r.

害的阻勻。 雪lt.111點切期且且， 于學到t..＞、電 臥車、﹔進..3'!:.All封封悴請寄。

(7)
(a)

清喉型
特征
沌

nz凡包含了精寸步毫元月t Jι的勻，嚼阻，脅，

旬中成旬見。 龍的特告E如J司趴下的現l子，
的朋義的，（嗯，

河三步£＂Ji已括巴

「雪足哥哥�（有）

嘴）章先真是（有回亨！ ）康會（嚷嚷）血色穆（有）

站在（喃自亨！有哼！）諒的窗前（苟延，

�

有）」， 道；，；祥一頭r 拜，

／

，s’、、

．
．
、
ku

尹早沛r.：：三台5均每d白色， 直到結來， 不Jt..;fζ株， 令人8已頌棍了。
屁巴因

.

道L神封后f..i*.龍是神峰是t 鹿I！鼠造成， 守血色Jt_；瓜葛會
旬的自然反底， 也宅r能是，缺乏准告r-Rt..
須加以釗且，

(c)

先恰如1守， �已

因為「逗A�＆童話的」。

存令＆
述看書的勾慣弓﹒且人帶且是發刻骨的』屯， 昇,OJ;.�格的

自律�.'.iE. 。 色ι主鬼神﹒時遁入這事，監會龍骨沌的全部t己景， s
包拾一切刻，.t....tr..緝的「有回亨」、

「苟延」

a 「有」，

.啡，

是看，紋的方緣。 哥哥自宙結自己所犯的管揍， 自雪缸瓦省，
知道Ht犯主主管的戶，t能謂真正悔試， 8、浦:tr.走排挺立鬼神

t.J

能忍的31瞥， 不昇于旬中局已成落中穿插「唾

、

「有」

.「有回亨」！
另一方啥是要措遁入在輔助見窗前期像帶，﹔輔助
民章，B寸B寸D.Jι�－甘泉T字會柄請寄。 31Jft吾鉛中的銓嗜血
者也看，帶助。 主塌地喝呵，骨灰在啊，ll!J1也當棒球付清嘿，

.: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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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j黛眉索，屯， 也帶﹒晃既恰童話�最有效的。

(8)

揖穹抹魚型

(a)

特征

.J.

�神情到t 、白色帶到“L含了一連串毫不進貴的坪槍，
明星呆在游遁的道程中央總想到的。拆余味悔莫名其妙，
不知塊到底清官1可物， l1t帶她在R宙中呂鳥在且已元一物， 甚
1守純A祂均不�＇屯， 不純學鍵要成。 祂札「龍」迫地
方見到「剝尾巴

J '

Jfi"娘的全是Ali舌， 金先視，接T守主題。

t-.:tt..提E皇宮t111.：，、對包車U-t'JB寸含昆雷L白旬，..苟己，

起i,；仲當

混沌， 淵宙鼻息暗。」（倒 一

「對包揖已3£.Jlt.

2)

揭穹抹角的游者， 有如健步的旅客室。先塊錢， 居元
民已JJr o

..’，河

t.JJrJf司自931二文字r知色揖u色:J!J' 唱包JJr1賣自9,:1;籠，也司、

弓﹒且已是集語T哲人。 主主叫章t111想起一1Jt措梅毒誓， �先去皂導
游諱言不足的其是， 1絡迋足其摸不著目締。 祂龍龍臥現l
弓：.＊始， ﹒但都不純起錯，

因為在帶的起早已中， 在T電r肉入

腦子的新晃晃， 明己都一一 』�容，。 結身患龍混元目的， 見了
一＋又一＋的回手，

－.，4會寺拆余�龍的會鳥兒嘻嘻電線元

味， 寶華基甚1拒絕昇昕帶到包。 一位委銓A府官F主鬼神﹒惜這
人：

「鉛文娘家主的呢因本i1。 精－�1贅述人本4?J-J'1址

人進入錯呢采嗯，’ 龍都耳唔，L了本J'1， 在，t.宙播泉路舍，
自取其尿。

J

一位昕看﹒會后，9的F述科﹒賠進入．

「魂的帶進龍瓷缸

rt=-布�3-lt新大階的航程，。 」J們已有r縛， 龍繼續悅：
「童聲哥rt:- 布局航吋﹒， 祂曹先有目的地。 到了3怯地， 龍不知

起旬＝－

A1'「�地方。 姐回后， 也不能告，婦人呢劉道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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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鬼神情迪人認早，期11號「色各先﹒時且也」的鋒叉， 畫展

寞不自且也自己的會處味如嚼蜻！

(b)

眉之因

游道 的 倩 迷

萬率為全主吾吾先追尋晃晃， 道：因對包�萄誓， 導r如沙苟且中的路攏，

龜元氣J旬， 足科弊輸是因為准奮不足造成。 因為背
且包人追尋可明繡的是次， 以

a�脅，明鏽的主題﹔結果帶起

來垂危逛街明繡的內容。 手r些T普通人為嚇退沛帶到包， 另一
哇各��且已知且每'I.I亦T當令且也。 A望自l111居旦司已占全4會！

(c)

赫拉
主主科學學擴只能會養活的發』屯， 耗時J明幫會帶告

a 細』屯

〉色看自「告卸車已月底， 道L’也揖午1帶到也白色，起以趟。 委錯吩呵，雪t.111「人，
都要圾站屯矩矩的接層次序行」， 吟道也見其中之一。 血色
童安部車記輯推看每當玲章， 試身已次序井然地犯『皂﹒俺沌， 結果吩
劫之能看...�司兮地積

��ie.t已 。

義1﹜可守�，已主毛主昏抖的1費2龜， 不足以志的商于’

己見

以當已明于普呀隨時口T苛lit輯、歸于聾的嗆﹒沌， 銘心是電T趣L白色，。 色ι雪足
的拜31.ffl曹長2嘗試錢，已太精賞心長的 '71 精 ．

「可缺要進棋自

己和自己的牽制II。」（提前四16）麓的已銓注見到食逗人勾
祂Z抒情的主且按系1插足響。 人們才會息的印象龍龍取暴于T壘
音L白色，J、。
如果每一位于贅述人立成芋，課�「.學別人」， 祂4地
須忍自己的本芳， ？除一切阻莓， 認自己最好的戶會獻
予

神（林前＋四

「雪切可嘴，主覓處民

19）。提到，已ff"予麓的的福音，帶�提II.:

�a 瓦器里」（林后，因7）。

l(,,.15,J,\.提重量兔甘1

的身障，L各司、成豫。 見雪t.111犯每一底，承東足于主， 苟且爾本
會咱9錯研琴。接蟻來預各自己， 當已？望It11111己�主用， 四已
因會處

a﹒時背l：會有學線總！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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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鍛緣寅音的一些建坡
(1)

傍道人各有不同
世，L全民智商'tt.1壘遁入在外再昆、拉格
神不是干草前 一 律的。

掉。

a，聲音，L

的活造林悅：

一

棋一

「見路原啊

？刻， 益于民'*PA-'tt.。耳咒，F也啊，：珍刻， 車都是 一 1tt.。 功
用包者訪刻，

神瞥見一龍，在�屯人JI!.宙進行 一 切的，。」

；－.＝.. 4-6)

（林前

真正的帶到u足食遁入身殊的 一 部主步， 因此A"ft包令人
的草率軍已。 址瓷叭，t��.!1l!J均已材于普通下的明磷踐已jι： 「真
是單珀介入詠草包。 」只看食遁入挺自己3巴金堯，已
神才能幫會其音帶混成垠

的自締。 帶

神龍用，

1J'.a� 方宙繡汰了拍

»..澈的那里已鋒背踢出來」（柏

攝鬼，；，兄迦的福﹒號，「主的道
前一

8 ），

(2)

鍛緣寅音的份值

進活費3缸瓦繡元恨。

非洲人看旬憑借：
必須進用。

J

「

神的路予汁，3步發莓， 駕護的

神給予情.3tt.ata摯的恩賜吳儀 一 般的，

每每﹔但�拌勻乏足指晨起的人守�)*1懶， 相反佛要學搶先

，r地－＊.J卑、 試暮A�7J。 主人賜予1t--.）、喝足于， 持

己， f屯

特...娘子的背撞，宅r以增加（太廿五

14-30 ）。

前誦會之， 費

語垂危先進用主蹋的血色7J。
(a)

令人＆i:女神好准告， 除毛每一 切曹志，
;ig,宅r

»..tt••杏文淆的現l弓，中看出。 .a.督吩呵，站在且缸

里摯的人「犯:Jc�獅骨」。 ..:t.原宅r且人給.＆Jfl神逃犯:Jc�挪

'*''

因�

3巳Jfr;fζ血色， 會主

喜皂站也雪兔官1

.a’，.B!I姐直嶼， 以其：.，：有些，F情龜，，.

哥哥7J哥哥泊。 因此會且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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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k弓r草缸，誰曾鬼。

神完全車獻。

主制包－－＊.

a 障唔， 'Ol幸，認「3ii�」

且：.BPJ!l5弓F 。
籌措進入社戶，L看，因傘，..悔不述看守治犯弱成�.'.iE. 。
至于銓勃地唱r僥 ．

游道 的 倩 迋

龍舟

神窗前哥哥鼠害氓。 」（直是后三

「竭ZJa

15)
主鬼神自吾先試巷尾勢必不懈的操蟻， 且也督曹長

a，：車站；－•宙

為已戶進越好， 角色早弓F始越好。
(b)

戶芋，棟的錯，父
只企宅文學困雄、 會才11-.B、 3管帶早年.＆＆�.2lJ聲音﹒沙啞巴的

人， 戶瞥棟的轉車主很大。

約見一1tt合資格的責悸，泉， 接

�「全宙槍壘， 昇按診斷結果， 進行啊，勢的絃勻，..宅r
.'.iE.E汰。 牙切合T℃甘t:!1弘.::1,， ’

a色a�2r'宙tt出自步蚓、

�

金錢A

�三舍， 是龍海的。
正如雪鬼們看病求臣， 成賈寶毛：騙的， 也佛看唔，科E
是’， 以釗且有勢的接摘， 因為 －＊. J信器官，是？老
重E星皂白台暑5,.JI.

。

神的管很

那些接蛋�.gt)學3前學區的， 己)A.中守，且越清

車很贊..!E. 。
外�1壘遁入不僅哥哥拉t戶的方啥。 龍的不曾在背道中
善用橫隔膜。 祂官，.尺我J.ffl喉'?It混垢， 結果容易＆！！瞥， ,Ill
-t..所謂「背道人d腰痛£」。 惜，茍b勾湖、橫隔膜這4丸， 守以
治好－�Jiitji記。 槍聲戶擊，嗨， 游活的人守司已扭王輔呼噶匙、
主館會的單獨、 會娟的實氓、 樓道7.J、 會lift.2l違反、 ＊義
會正輔。 續當色的乞木， 益＂

＊＇ 血色的’，會反郡棒， 兔J'.;t.不

電r卦、J屯。 續氓，民大的學學擒吳學！.·奮不清。
頭L今章是官1宅T帶劫景，膏，棍， 帶到自己的責脅， 了解自
皂，白色，信？電 h

排在頭，自己的嘴說是否宅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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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直到控墳攏3恨不血色克服說甜的路成，

因泊，已－.－.111述

作。弟，苟b －＊.，紀融屯（ elec缸ocution)A 讀像來（ elocution）混漪，
臭紀后，看見丸�「紀先辜人置于晃地的方培」， 其與持
追尋n卡./A不結！當絡通血犧比「一輯乞朮會晶」.「一頭
棉大的.:I:.早已」迋岳重要。 培學習令遁入退化成不足球i沌爾科
寒窗， ，也不如不街頭，在世，L這好。

!t.7.1 紛亂刷地指續娘

是「�胸中且已出來的混重戶膏， 封來，比�JI富于"IT來重要
布會息的乞木」。

(c)

一些絃勾
糾正戶會獨處的最龍身i1之一－.A.朗慎， Jt;t每一＋

貫t墨學旬， 給予這童話的，r旗。 胸懷隨人的啡，’

a脅，傳

文字’，持句會JJ!I當�，－.弓，會的濃綠。 背道人血犧魯曉頓會Rt
慎， 持在述方面﹒勢均不懈， 九3前丸之..會看明
不混在車壤，..t.,

.a白色，進步，

-.A.a咽會.，.媚，L也堯如此。

昇稽， 要抱一些自己在胸懷，L啊，因堆的學眼界三線
勻，直到社會准磷
如

�Jι。珍視，

‘

g

’

學尾的學L畢加以絃勾﹔

going, reaping, sowing, doing, coming 譽。

“ ip,

it, ik

“ Morning

然后奮起當看

”

學夢見的學。接下來（以，F列旬弓，）銀勾鼻會

winds among the lindens moan and murm叮

m

the morn, mingling in my bosom ’ s misery, ma垣ng
monotonous forlorn’”－'Dt.年增的戶瞥，k冊， 母叫芋，－＊.ffil
誰打可久，在嘴巴大哥f-B寸賞，L混：

up

！

”

“It

’

s f訂 too e訂ly to get

接宵好的戶，爭噪本， 都啊，停車，電T瓜，I�會見成的

資料。 也已久私干，絃勾之后， 4',推進現，自己在此膏，L幸，歪曲
f數人的軍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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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的J111a.1主乎可俯在

.a.a：

冒益的吳先益，塊字已足地處

題為「吟道的T贅述」刊登在組商品主出版的〈萬字鋒看〉品。
「伶述的定火是指把說活：或演說表述的方式。 侍道

濟道 的 倩 迋

麓的要求， �梓雪色紀祂最脅，帶局的fl:!晶刊即如下。 �現r

全是i吾富的表迷。 內容是指我們要說什么， f寄送則是怎
祥說。 f寺道最重要的要素就是上好的伶述。第莫登斯說：
伶遠在演說中是首要、 次要及再次耍的京西．．．．．．伶遠是
我們可以友展、 控制及精通的技能．．．．．．演餅的芝木在胸
中卉始， 不是在口中。 說活勻恩鐘的乞＃各有規律。 思
維勻活活必須融方 一 体．．．．．．黃帝是 神賜的說活器宮。
沒有什么比人癸正爾伶泛的活更富音眾性、 討人喜悅及
帶來茉耀。
人笑的青音是由隻祟的器官系統制造出來的， 我如
一

座大風琴一一只箱是控制成的系統， 肺調可言說活吋所

用的空究容量﹔積隔膜則是控制呼吸的器官﹔喉， 在汽
管的上部包括黃帝， 是用來洞令所戶生的pf音﹔金庄軟
骨， 是喉鬥的益， 咽則是容納空究流通的地方﹔除此之
外， 注有軟腎、及鼻道。 青音的器官能正嗚地庄周及配搭，
就戶生可昕見的pr音。
育音是靠空在元以肺部滴出，振劫黃帝而戶生。嘴唐、
舌美及牙齒等配合戶生不同的活富貴音。 下列例子可資
說明這事哀。

1. 嘴屠用來說出送些字母或字，P, B, Posts, Rip, Bee,
Boardo

2. 牙齒及舌美用來說出T, D,Tip, Eat, Did, Deedo
3. 下屆及上齒用來說出F, V,Fat,Feet, Eveo
4. 喉根用來說出K, Gay, Gear, Ga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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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舌美及牙齒用來說出S, Z, Sheep, Az叮e。
6.鼻孔用來說出N, M,Nine, Men, Ing, Ringo
7.舌失及上齒用來說出訂1, Them吼叫世阱，Wreath。
8.舌多長及口底用來說出All, Ill, Sell,Sail o
．我們說活必須使人 能昕見。 如果人們昕不見我們所
說的， 到希望所說的能影自向人的意愿， 激友人的感情。

喃喃自浩、 經 ?31民i吾及口齒不清而使人昕不到如同 一 神
罪行。 在公款聚集的場合， 我們不肘昕到有人要求游活
的人P3浪提高， 其英人ff﹞座毫不客角地告訴他把字音說
出。 送些弱貞的出現往往不是沒有責浪， 而是音鼓差。
耳活要是音鼓好， 也可以使人昕見．．．．．．昕致多肘 ，i井活
速度要比昕政少吋稍緩﹒．．．．．以旦失所愛的青音要大腿放
送出去。 不旅卉嘴居說活是一 神訝：司慣。
喉部收縮是戶童的障禱。 它減少投音的藺草貝， 并戶Z
生不自然的青洞，使游活的人感到辛苦，昕的人吃力．．．．．．

舌失往往金破杯友音。 要使青音流暢

7己 阻，舌多起要平卉。

在三3慣上，舌美金凸起而 ;a- 生喉音或喉尚出的音。 嘴厲

不支活是造成使人昕不見的另 一 原因， i主科現象本于人人
口迎友宵。 i式分辨漿合�屠勻放松又又屠說活的差別。
弗朗明說：

『注意子音 ， 元音就合自然而出。』常

見的濃濃是and送小字o 多教i井活的人把字尾的d省略了。
用心把字中每 一 音哲加以投出。 送里是一 系列可錶勻的
字：opportuni旬，in甘oduced, produced，尬的cent, difficult,
particulars, telephone, purified, rec

。但ized,

ve趾cul缸，

lSSUeo J
地買宵言之，麓的守��.(ta..氓，：﹒惜這人的�脅要清晰，

龍底，$現，自己內在的是�:j令�

2鬼神是虫叮費這昕劫之。 結果足足切＆處值的家情遠處， 前已
拆成留T深刻的印象， 舍，屯舍，電相官會息中的耳It＆。 ﹒傑
9道已；拌勻．
扇，三

「麓的民啊，主主祥的時車， 誠先聽音帶攏。 」（林

12）對表們「提窗戶錢，

Jfr情的，
串串在是

游道 的 倩 遮

'JIK 浪要3、�人人守骨見。

通JJJ吉1哩，﹒宴會」�，，色ι雪lt11li己章，

「不以為是人的道，

:J!J 趴治集

神的且包， 逛到t

神的， ＃且進行在澈的會主的人心中。 」（柏前

三13)
不久前， 洛克J(J5匡�J1申請題為｛－＊.戶切11A底〉， 自竿
特J的出版合旬刊行。每一 位于每遁入底，吾先本推移的舟”子，
因為F皂包指帶罩，很曹長的提笨， 誰？奮遁入純改善自己的...
賞。

5.

注意昕致的表現
吾吾舍先歪扭�屁巴， T音r!dt..J、必也jj(i'堪，且簣，？劫之。 特�1告別包人因

·－.）

��佳品到禮台免不萬虹－«龍人。 主文先年費耳賢相J揖屯的龍命，
宅rTF車丸，車站站咎于

、白色，..00..告已．

「起來格雷lt.Jfr吩呵，祿的一

切活告訴龍的， 不要因瓏的做恤， 頭的，雪足四V你看已．他們宙
前懷恨。 」（那 一

17)

5.1 引起研致的尊敬

.J.

人裊的國民間，純主義執Al.。拆余冊，會﹒眠的脅到t 、，聲t
量Jlε身材的鐵匠，

「累積會神地看，Jl令1tt'3 o

」

T普通人如

﹒身患軍已自茫然，叉車3已﹒龍棍、地紋， 甚lt..Jl視，地獨之所Al具，
在很大的龜鹿，.t.' 唱且會3、學．每封成哥哥自接她的机舍。 越L
神注目呀�白色，勾慣， 要宅u底增－暑恨。﹒時遁入Jfr"f.聾的會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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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是�己』屯�依』屯， 迋要�己目�依目， 此己宙�,a
宙。 曹裊，ι’ 呢既是
普車又成。

神的椅背已看’， 祂歸于老白色，稽，屯..帶

因此， 既增自己的肉詠述看，擒，沌， 龍底時會處

有會d屯， 排，已造神會』屯在情吼是程中流露在注棍骨�之
自先中。

5.2留意昕紋的反座
﹒借到t」、這L自SJ1i-劫之， 苟﹒£丸，M頓輯，全’， 唱會品種r，也只d阿色的
所起的T字用。 莫名其妙的尾巴情， 司已眾所悅的不清錢， 背
道人佛要用一＋鴨子、 .ii.混明， 蔑視，央內容且已明朝化。
8之蝦的家情.1il.眾祖r，也草帽， 得要試虫已��＇ 恨，午$輸久的
勢越， 帶余的R車間曇故識？老遁入D.!lt起來。 祂宅r禹色8、司已情
.J:..＊.�啊，人在』屯5克海越恨恨不譽， �－－�祂知道會后銀
龍海議。 可布其嘯，幟，饅頭J .:tE.會主也足程中， 哥哥見，骨采見拉－
..旱的爭相祖；－；臥車斗的暑已

.s..。

哨包吋B寸見到骨9之中， 手r」、白色R企

4月著新車的曙先。

5.3察覺昕象是否舒這

a乞悔筍

T告2‘人巫尪繡$恥吩采

且色並n果太暑接， 晏記窗．打弓F’

因�

神的2‘墨胡’氧a乞主哥嗆

』屯融會一起。 錢VT"II\.吭， 守禽色造成冰冷的"II\,混， 浪人是
�不逞。 剔，荒了民了先， 不搶先會舉足于宙.ii.游站，.t.：窗， 別
眠的先屁不認官瓦胡’，電盟諧帶進入的骨余是血也不舒服， Jll
會﹒民明－�所回昆明.，.龜， #i嗯，吵吵入廳。 記述甚告別眠的汰了到已
。每－才嚇退， 令官缸呀﹒余是咽，不息。 如果當＃梅克音有窗， 看
見自3已吟道， �宙﹒鹿鼎線電已喻﹒子且，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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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道人要自寸剝了解骨余的情曳， 持母語柯宅r禹色血事也

a﹔屯的本頌。

不注目昕采的'f.壘遁入， 9忌，急

主主科教L舍， 因此麓的的忠告， ..如越i..-1、題目 「會進入底
注3皂拆余的昂之3-Jt J

6.

。

游道 的 侍 遮

的.I乏足可fr1半導r

注意肘間的掌握
綠茵－tit.智芋，＊曾混．

因為吋JB}Jil－＊.，糟的要景。

「喜好好先生脅說傳留尾巴寸J旬，

」吋.j明是最脊背茁．的貨物。 先

密的先問先海文嚕。 'f.普通既耨吋J旬， 精通人必須先�;f�
用所芳百己的自寸肉， 音色祈劫UJ、中哥哥�最前的龜兔。

A可

、‘．’，
．
．
’，．‘、

6.1 要知道游道肘祠的長短
按指定吋詞作出安排

＊會唱詩的長鐘書皂恥，蚓、辜會吋J團長起取刁寺， 如果
導干嘯吾吾皂迋要留些少�j團唱，且會悔。 辜會的主要固樹，A,!£
讀�A'f.老錫

神的到t

.

不足唱悔。 £丸戶，..，，、吋咱g...會T字帶入

十五星二三＋：兮幣的吋J明丈量啟用來唱謗、 特告Affl.告’， 易
告急五兮兮許唱彈U會誼會勾結－束縛體會。 如果吟道的自寸J明臭長，
主主程序宅r以虫L臭。 �祥垂危導干又侈的王三汁，五到自汁，�神的

•

吋•j回﹒陪道， 會主沌，也不足味場”，尾的觀見。 視1學帶到t 且是＋
互訪勢已呈哥哥「太長」， 者的攏了 一 小吋扁嫌「太短」。
脅迫人各積1長鏈， 不能一 概誦會台！
(2)

准自寸弓F始
＇

一般亦T舍， 'f.告別也人，＆：＞皂白寸＊舍，紙，已．每看�.）、瓷缸不多。
九沛久之， 昕來且也血色車龜鹿主鬼神准吋呀，兮的安排， 1'.t::l郡
些碎成道主�阻司的人， 不份參加甘·./A會.－

.ar能推鼠，

自

苟i;.;i:鬼神人來， 等于浪發�j圍。 �亡了那些准時﹒局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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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考

量足官1&t度考豈目寸弓F告 人
舍， 是實叉，辱含按
(3)

且包帶竿見r唱包官1有「�司已。 哨証官1昂之擅長�－

，皂

nr

准付給來
結底，.ill諧的�，、有r

f人的來，

白色目寸均1＊＇始，試此必須准B寸勢會。

�祥細塘

．

人的苦，

麗君是永這 ）JI講不息。

J

主主苟．不Af.普通人的書，祥！祂眉立屯人真繡鬼魂帶到皂白寸J峙
的長鈕， 結來自寸J明－itl.tc.斑！可學.Lt.。 扁了，路哥哥嗽，幣，功，�.＊－
J'1:

「果誠地站起， 清楚地游說， 迅速實骨啡會！」果

吟詩，包衍了一片會遁入不哥哥不注3皂白色，銅牌， ．ι宙﹒到J,4寄：
「學自寸的人看，租了，龍骨文會昇被迫情！」3ζ略特曾像：
「混活守混浦又不元的悠長的人A看梧的！」－'ttt.﹒時且也
人看一次局官府I�展狼，編輯拉姆衡。每祂啡遁的狠毒唇， 通
宵L晨2巳龍的名學「Reverend

Jones

J

（學研4瓦那）誤－�

「Neverend」（先止的）！
如果真含混見勢始

a結來的自寸J旬， ﹒借這人巷，結局會

的人譽會，浪人結﹒地看，唱會峙。參加了一＋冗長的真會后，
看，人卅一1ft.味道翁的.，1t,.丸，龍混：

「情遁入錯失了五次

給來賀帶沌的最好机會。 」嘴，人J回札算盤看川的人， 帶進
入的會成結呆了全民看，龍混：

「魂在；－�科爾骨頭己了，

不!i:t"fft.這浪者可事！」知道自己己帶奧爾能帶此的人先映
尿的！麓的都要－＃－4：結局已勾�.Lt.互相吻合的發龍！
.J\,J已看，「3、司已似的足雄」沛吾先啊，「終成站娘告」的
情遁入， 最終又會認自己�玖且已龜鹿降1辱。 車，怪一名
局會看呀了喙弓恨不林的T贅述后， 咆吟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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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道人以

寸燒成叉， 其放以Jllp1費咚！」（英文foot守祥凡JC.Jllp）�

111 !

」對伊會﹒器官世后， 3館會，血色食這一JR.之列 ＼ 啊，.＞、步F

�唱也．

「鞏固令所缺的是一科宅r拉u巴脅迫人，也

」

甫的根器！

出J司祥£

9年前， -1tt兄長又乏味的城晨在劫之﹒臥龍

.!.i;.宮，在喝喝不絕中，龍特肩11實亨利自寫自大地混：
吳先先， 商丸均� － 1'!.�曹r, 在已雪足�T-1℃.＊.，官r!
;f,J.：：醬油包．

游道 的 倩 遮

矛f'i,lf,漣暑， 相會所有的，已J書看都毫不」成繞地J司JIS1)口，L「阿

「娘

」實？

「玲， 雪足司昏諒了咒發d屯要音帶頭J1敏的骨采來才�

下”巳！

6.2 勻人共啡， “ 座守自己的肘限，）
量”身患3荒草可J、要急切令 － 吋、到正看，！＂＇ 自己蝕，R呵？之三的吋
J旬， 謂社另一人又可學少都會自寸J旬， A,;f王守濁的霉的冒犯行
泊。諭密易一人的目寸J旬， 等于耳虫學永這本身色，監迅的寒窗，
因�先閉一也會．不固。 趴下是湖、老長±比晃著名的幫會中帝，于
會包．

f 前室走籠包看，于西伊拉紹一一一
想當局羹，

今屠龍，

，也曹先是全風手勢，多人﹔

自'Tk!lJJ濃眉己：1ft吋·；＂,iJ看，
最i司予了風麓，

ll!每�龍鴨.宮，的寒窗，

延吉rJ草講述�..$＇！

J

道已；仲哥于�月三會主剪輯Lfi告， 這1'!.昂且不對�jasg自私TFJ5丸。s
主鬼神TF�萬比先告訴人，
費已相唱γ你的

「雪足音帶沌的重要， 量延血色泊之式，

a，碧巴結束后不j龜，J.IJ/rJJ!I Aa巳！

J

3鬼神血吋的

行為付自寸進兔， 41Ja以指費。
看人替了一4、看按：乞討已成治續鐵...7f'..�大會的試

’， 每﹒位主游省各哥，因＋玉珍幣。現f-1tt續當t：看我了一
..，，、吋•j虜， 軍三：：.1tt.m汀，l�－ 小時，

－」點，f�1tt；丸茍可3i.'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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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

辨。 先考含量.o1穹’
講：

.s:ttt站起，聽玉珍科帶了

，t

一

＋試，官，

「不久前，義的一 tt.豬再延長人，滑雪兔參現龍的轉搶

劫.Jl,哀。 當 一 3已建陪祂室。司塵中看祂喂豬。 看了龍臥車鳥
槍聲喂豬，..蹺，幼祂氓，記讀書攤t糕，緒又帶鳴 一 卒，的吋－
J旬章記宅T�!J巴金消化。 雪皂白色JIii品已不屑 一 服地看了述 一 回民，
她笑道：
一

r搶走會看吋肉或會！ .]

J

O

主屯人進7后，每

龍骨看都明白�試，中的aiJ111背遁入＆記載iJll銘記

在，屯，下咒發d屯不會tit符合，L的指！
非洲弟都泊是－＊－明了一 神在辦份會限甘泉甸的方棒，
既背離又嘴，絃。 起.:tc.帶梧的人必須不重兔子爾松昂，站立。
要繼鎮游必須錢給泛姿勢，著另一只腳－車低下，祂章的學
tt.口！相會采取材述方垮台9鼠標本搶手學說。 造抄錄會官t
A費﹒時沌的人旱，有1)1,B寸限，量比啊，人會像帶遁入「錢看她月，
站立的血色.7J」！

6.3要使昕政渴慕真理， 而不是反思
在骨來越味為自峰時結．束，此可曉嘴不﹒休浦r

�龍的，亞總

先味時結束�麓，越是，L好的吟道原則。 可布，且曾呼道：
「訂弓，要旅哥哥王中，瑰，了弓，入木屑要帶子，不然本會梨，
會了弓，放捧出！ 」

6.4要討昕政守常喜
？壘遁入等＆止對l結來后，主革噪嘴不穗，最浪人Bl�頁。
啊，泉一骨「最后， Ma. 叭，

J

都或起身咒，渴車帶龜，丘

克！結泉，文章，繼鎮�瞥，電r啥都3、吳Rtl且， 因�帶到也人
混了「最后」寬越鑄示，！看旬，貪官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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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朱嚕，令人悅脅。

J

「JJrlt佇翠的起

�鬼神論這正是好前于。 帶多味來

「以后混不昇呀祂游.－.1

最長的學，吳先銘、屯f﹒播混．

」啊，人氓， 英文

「親，在， 雪!t 111白色劉于 JttJ強r

混．．．．．．」眉宙的學。

游道 的 伶 迷

會F且：：. llP夢些民之，

見I拆采譽會用臭氣麓的風則。如果情遁入戶明：「義
-Kf..t£..1LB寸五，妥當來， 」祂導干費語為了自己的學］＂＇－守主主錯宮。
月三總'Yi-.:Q已有單皂白杯真是龍為

神的﹒時呀已是否宅r稽守諱。 過

背道人是斑白寸J明快到， 啊色電r�i巴唱r處內容錯耍， 准自寸結
來。 呀余不易義；民種r息己錯縮短， 錚亮「﹒險到t..＞、白色會用

a

學自寸留下深刻印象。

7.

注意主題的進取
T學沌的方或固然重要，1@.勾內容相比，這A次要的。

銓，L白色命令是「＇＊要背道！

7.1 今世的特征
這世了T已記最新的當局已A最重要勻，昆虫子的。 帶到t人會
�i蜂起岳母之明譯自31邊接些梅新尋叫苦聖人的＊苗， 瀟洒L子f.:A
哥已

神的逛。 如今看，帶多人， 初讀已﹒當時的人一祥，

「為F

牙＇－R.頁JJtl白色，哥宮， 5支持新鼎混混吩咐。 」（我'1--t 21)
2皂些新出妒的叉車旦元＊＝＇��%謬， 這是有當年多人不

1e..a先

求甚麟，

囡囡早已惠。 人的本能再捧起民騙。 那些揖

星接�

神真車里的， 嗡嗡貪婪地在與暗中吞下魔鬼的賀龍

宮。 會與志， 童話一令人會缸.，－.

.m兔福音， ..等于紙弓F自己

自台』屯R旬， 最喜虫L賀龍頓已白色幫夢字台。
吾吾象全看法是，已昆、后唱島四司r-.：：三lf.固有＇＂3:包命學當色．
重�吾皂至!J

「因為吋﹒

人�B已頌純正白色，到包車皂， 耳熟成埠，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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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

的情欲， 增海好聾，肺糟。 」明晃地， 混日弓，已蛤來It信。
述的如今苗，�故以官汁的「.::t.Jι」勾「芋，說」， 它們視－
2袋口實冒是音4年多書， tt.tt.唾手車已。
魔鬼勾龍的條�邪又會T字， 播，比處1鼠2籠罩里的插足科
手， .j竄入混﹒他們不仇恨

神凡延續膏，的真邊。 賀子乎其

道的真督教興叉車主持過已1字浪， 裊裊扎在地聘用， 扑在帶
峙，ι祖妒那些合骨杏屯九且直接耳遁的人。

7.2合乎歪鍾的侍道
對今最研骨喜皂白色， 是札
各民的.7.J ......時錫

神海恩賜的人元，也先慎地措

神的道。 情遁入的自線是彰....督�

lffl.」、白色？弋Z且是會、 A－＊.、 草書互L、 咽，』茍毛看，
Mt±的i!-4足以－.Mt每一'tQ:.會僥：

a弩寶貝已是會。

于書；，，：，.、是E

「學﹒要背道， 先給海吋．

不得自寸， 起喜皂噫；.，屯， 持用冒般的成耐， 告4學白色，.測， 費
告人， 警戒人， 功地人。 」（提后回2)
注�"C.遮擋承： 「脊要﹒時�」， 不是科瞥，、 智瞥，、�
1'..�文耳t、 軍丸屁��學島、 軍先金會JI.會j-；鑰�，、當也是：..J忌。 T賣到t」、甚皂牙已
屈不錢， 「先槍哥哥付不哥哥吋」。 要積.....丸， 因祂要費告
勾警來。 要起切， 因為龍要耐心的紛跑。 這要鳴先盟， 因
為香鉛幼虫也麓的「墨人，籠棋

J

O

要視﹒耐心， 因為起耐

冕成所帶資格之一。 要看﹒畢恭悅， 因�祂哥哥「祥﹒時沌的王
文 J 。 最后要忠心， 因為海「惡﹒你的取？」。
杯特區�寫給魂的﹒時.:tit�

.:c. :

「身，為

神的且人，

再足道嗯，r辱的主要切宿＼..2屯最大自緣不臭味劫之....息， 現
神哥哥身延續q高？請血色忠于·JIR譽，紙四�、型骨瞥， 不放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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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旨，t, 吃包牙切賣主且，已脅。T o it.還E.－＊.耳冒－承且在唔，．皂白色，2度弓，

導Z革之兔，

電'/J:r.且已讀宮， 要告，清冷

輩學雪屯的的主， ＊耳F會承且已，悔罪口

a鈍稽的場棍，

﹒倩

劍，吋－＊毒品。 以呀，采.lt'1kJ與

均每次于管道的當墨目締。 學要在祿的T贅述中， 進遍接1可
其 F己 的足3弩之比切棍， 去爭棚，Z之為學物！
毒昆虫子的話F息﹒借出，

tt-t.好的會沌，

就是諒的主和主人。

...、．．

iW-

�r己的日于.91!.I挺身背白色，對成自己益增

的場机浮白自緣。 學畢

..e-,'

喬長車，日對己喝P色看r

游道 的 侍 迷

111,

因為學瞥－＊.命的主

是最好咱色，主人， 見T覺到止最好的內

的林費和典型腔，也見lf.勢的。
一位福音，是，且人功告弓每年3，凡要措「昆虫盔的祖會

一－A督， 封記者聽少﹒ 論明的講會一－1'.瞥， 封記者加學﹔
鈍．正的宿舍一一－1'.瞥，

屯人．

金先看淇 F皂 o

」－

ttz:.著名T贅述人永

「老1壘哲悸，’ 人舍，哥型骨﹔老﹒時且已瞥， 人會悔改！
魔鬼如果不能叫

tt�人吞下飄去垃龜，

ict•棋錄�1奮

2足J、甘為萬亨jER各， 又談結q舟余先揖？！燒喜皂單位，’，始龍的媒題。
于費進入海帶

神的恩典紙，.t..自己的先命， T費勁

肉身、欲訂、 文章骨、 外又、 可學娘娘、 T會宮中軍最

.a.督－成

a昇來，

量k

讀起造神于贅述「在挑太人為絆腳右， 在，，.、歸入地處拙」（林
前一

23),

混在．會的人都�

神的九龍。

7.3信息有效的要素
視，紋的排主龜鹿手f.：已祥的先萄街：教委吳先去筒， 種學善良
的能力和大血色﹒倍努﹔先鏽

神的.－.

柄﹔元緒是在瞥， ﹒信息的中心粉髓。

a

神的－＝－.Ri'賜的根

「麓的尿不見情自己，

泊是？老車包督耶轉為主． 排，且自己因耶魯乖神像們的1t、人。
（林后回

題，

5 ）者一回乘車民眾主主背道人殺人指責在背道中前

認机警地回眷．

「蹄， 雪延亨血色論肅音帶趣， 是甜，

神，
353

伶
道

t旦諒們不錯，指費雪lt1備實目締一一＿..＿督！」
己試何其.Jll﹒布朗造祥功地費牟T贅述人：

「 (1）宿費

見書裊， 7{J 比要說哥哥直截了起，（2）＇已是喜尿的事裊， 為
此喜悅哥學持實采烈，（3），已先曇犯的事裊， 為此要說可學忠
心耿耿，（4），已是永值的事裊， 7{J 比喜悅哥學她尾真摯，（5)
，已吳先眠之裊的事品， 為此要$覓得－＊－姆是人，（6），已是人
們推輝的事裊， 為此喜悅海包括繡背，（7），也是宿舍令拭車
的事皇島， 為此要帶揚是在督！

7.4億福音者勻教師的差別

.:x:. 人？贅述嗆息，

述爾辱中恩賜看相對久的聲刻， 福音

學k肺結i特會息。 不少好的祖會主人執為自己累取了9年
的情福音鋒聲， 龍還所童話鏘的面已主昌鐵賄， 司Z皇島，L主瓦爾科
恩賜足令S辜的。 雪鬼們不能否依嘴，些人Talta'看，爾科恩賜，
如帶Z臂， 但真除」：：..re111各書月之后l

。

7.5福音的七小主要真理
會福音＝者的主見到底是汁./A？祂處在每一福音會息
中展現，最少-t::J、福音真31!.。 每tt.1費進入底廢按自己是否
在背福音吋， 以3農科形�Jlir明沌，t方宙的真邊。

(1) 福音的需要一一－人的墮落

3籠罩里， T贅述人司長混不守， 不然

主毫不為人喜蚓尿遁的

lflt..）、載本身已是到自己的帶塾，。 人�究會＇.＂Jlf{.輯、的真單皂， �口
令缺少殺人錢盟J, �注明除了
垮了解

神的真草旦。

神扇素之丹、， 人完全元

- J

、i’

、心�＼
世人因Jlf{.輯、、 !J;r.落、犯Z皂、先劫、元、單巴爾實已入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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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喵三

10-23）。

神的道家一 宙梭于，必須原原本本地址

黑人看見，自己一一一

(a)

按本能A行為呆黑人（�五 12 ﹔管五-t--5﹔弗.＝.. 1-3)

(b)

勾

神隔兔（JI學圓的﹔百 一

(c)

主事

神�吾先（！夢五 10)

游道 的 倩 迷

a 昆明研AA之訝不扣的福音會處（見3

如今呢們所帶辜的

21)

5-8)

(d)

牙之血色t寸

(e)

在集中先進A久落（總五寸，三 6 ﹔林后回

(f)

在

(g)

元苦學自�（!P五 6 ﹔加.＝..

(h)

只配永通又亡（第二三

神喜悅（歹＂＂＇

3-4﹔路十九

10)
神宙前嘴，諱，（�三

19)

3﹔

16 ﹔弟三 8-9)
！§： 女

23 ﹔扇三-t- 11-15)

「厲血究的人」要知道自己不是因犯罪才成�黑人，
J!JJ之祂－�下來1晃 晃lffl.人。 且已過因為賞心也司已蜀皂， 結Z『果哨t
的后代繼承沌mt 值。 lffl.位和lffl.;t血的起到脅，如河流的逼民主苦
流， 字寸牟民．每身患揖品白色，因身患��。

(2)

福音的根基一一借基督的室血蒙教膜
黑人的研要隊到清錢之眉﹒’ 悟到包人擻，哥學會明

神于

事先員與白色1.:i:.1字。 旬布真嘯，城自己在每 一 則箱會會息中都－
龍冊費金地。 第 一 次世鼻3、改B寸， 成平的軍趴車賞，L九年
位前方， 進行的哥哥戚朋品已在九年碌碌骨出甘肅穆籠：
地看氓送給昔比人！

」主皂白寸－Ut三屯最后11也踏，L龍因外（�.：：身帶

很）1F•苟虫害車的強弓，遂行。
「蚊子， 對：.

.a.唔，過皂起言明t111

的主記此， 釀造

「挺

3、本槍檢弓F品，�三丸者叫道：

J

it.雪划1元芳草嵐唱...唱I-A

車先且與軍之頭Ltl9 .:I:.1F

的且作，L哥哥塾，息， 指��

�聽人身已在

Hr成..

為自己的鐵車和主。 il.111.£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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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切手．

1-3 ﹔來一 1-3 ﹔百 一 16-17)

(a)

主本身、永恆的神能（鈞 一

(b)

主成肉身的奧秘勾神述（錢前三

(c)

主來到世主的是典勾目的（林活八
的﹔路汁，九

(d)

16 ﹔路一 35)

9 ﹔守-t-45 ﹔太九

10)

主流失，相糙的發現勾前﹒菌，（林前＋五

1-3 ）：元三步槍啡

!£1.血的宅。用（別 -t--t 11) 。

(e)

主數民真的見毋庸局最終的恩典（來九
九

24-28 -t-12 ﹔約＋

30 ）：拯�世人的.:i:.1字已完成。福音不是叫罪人Z

啡， 均是叫軍人相會委蛤Rrie.t�皂，J完成的.:i:.1字。
，t

31 ﹔9 一 4)

的

主海R色文章看勾來縷的.，－.三ι（我

(g)

主如今在又!llt>Jr撈取賢的功瓷缸（來，t

(h)

主，二次昇來�會我每非常我的影鴨（結擋回 13-18 ﹔

F卡

25)

扇三：：.-t-10-15)

(3）福音的盼咐一一向

神悔改

iJ:.iUi可切，息，忽略.，：屯泉，

因�，：龜兔一一

(a)

.a.督所強潤的（蛤＋三 3)

(b)

神的命令（我-t--t

(c)

帶!J#合勢均私下榜的前言，叫我三汁，

30)
21)

梅里先是』屯足的成寞， 情�j甩在111!. 人』屯中成斌， 浪人
成5足球風叉，物的，屯辰，車且是人均福音﹒會處TF 曲的嗔1底，
且1 .a.督1F出行為主的試羹。

(4)

福音的奈件一一－接受基督方救主及承令人祂均生命的
主
2龜兔福音的帶大舉旨，。 ﹒惜這人4足以不J司的方培告血

管令、 ﹒缸瓦胡、 動酋且會譚口�Jll.lffl..）、， 商已哨t.111鴨F敵心相祖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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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主， 持承屯人

��·命的£（ :J# 汁，

9-10 ）。

,

祖r’，r .a.

游道 的 侍 迷

于全主屯人巫幼黑人一一一

(a)

朱：就

（太-1--28﹔約汁，9)

(b)
(c)

相薩r

（我＋女

'?Ir»、

（約五

24)

(d)

接5良

（鈞 一

12﹔扇廿二 17)

(e)

站買Jill

（。

會爭Ji!.

5﹔木，t 24-27)
（龔自＋五 22)

待會

（玲 一

(g)

（歹

31﹔約三 16)

－

13）：挺自己叉車已

（提扇，一

12)

量切可不要忽略強惆.4督的主棍和清廷說明泊、執.4督
處萌’的見，証。 相會是在督﹒是指帶我�此屬于是在瞥， 河三步台A
罩之、 • .'ii且身障， 祂必須注明自己在言行學..it......t.A-tttA
督我（林前女

(5)

19-20）。

福音的結果一一借著萱支重生
J、書�1實吾 吾色諷 5屯 的生；.1$", 電r札.a.營的活中看出， 「詠

且比2頁貫主（l!的字A丸，.I:;.,決爾主）。
予稽可走厲

」如今帶吾叉的內在加

神的位，情珊處垂危（.$ 一

(a)

-i?吳龍在倉健旦宙（林寅宮女

(b)

委又賜予稽可走厲

JI,

13）。

19-20)

神的，能情（�＂＇＇ -15﹔曹先后一 3-4)

主幸好，比世，L的又趕J-3巴厲．血4l.的值已憐惜混血違背于后，

T℃， 量n啥﹒
(c)

神在人的新主中記厲叉的毯，情會給

白色，Jl..嘎7 。

委晃去？會我的指學（�＂＇＇ 14﹔9肘，女 13)

益于」失措

神Jjj-獻殼的t看到辱，

免去寸不會帶電買帶我

曹先在T穹違背吾強全的事。

(d)

善良

.a.a.督傀身，L締結的果弓﹒（.:ba3i. 22-26)

要是會依法智商L善民銀悅，說純情輯
油1人

結血肉

神、

.a品1自己的�科研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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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各民賦予寧寧的品，（我 一

8﹔jf!,一 19-20﹔三 16-21﹔

3E.四6)
因此，

「要E昆明沌，已久的血色7.JJf.出于

神， 不是由

于義叭。 」（林后回7）會我婚妻血色劫， 來與行

Hts已甘魂的

每 一 陣主祥， 都先請看肉龍沛j;先Jft本身色的�X11言成。

�－

(6) 福音的戶肅一一昕者的責任
)j提甚或1.a，•屯蝦，L，

因�

神的.:ftU己造費語文�

嚕一 清三毛錢。

(a)

神渴且l.lffl.人象....典（結付之

11﹔提前三 4-5﹔�：＝，， 4)

(b)

神為軍人預告了事先見（約三

16﹔弟三 4-7)

神'tt出先限的�吟， �世人成試車先見。

(c)

神情

(d)

神宴每

的朴人犯孰足食給罪人（宅門，女的﹔來一

（約寸，：＝.

一

t!t.拆足

道的人才祖會非曲的

1)

a.＆�費，

47-48)

拆了福唱r-*PJl:Ut:且
足好。注�1t.a.督的活：

神所姆的A息， 萬，�如朱瞥，F足

「 .D人不且已在世，L向好，。

」（守＋

回 21)

(7)

拒絕福音的刑調一一拒絕基督者要受永遠的刑胡
放軍j混成龍的4必須加背井、』沌， 以�.指費

Jlo !it,靖f'.5:包f屯

，r的，F即B寸，

神存』屯紙

"ft'到tA.，屯中＆弱巳車制良多目。 咽包

巫指出．

(a)

刻呵吳儀一 般的，與
3ftJ詞是真裊的， 不是用來是作人的處拘神錯。 至延們

的主蹄，草草督－＊，盾，欲言不少魂，長述方宙的，（見太＋ 一

19-24 ·
358

-t-:=.

36-37 ·

J島＋女

41﹔約旦 36﹔宅門，突 16）。

19-31 ·

宅r九

43-48 ·

太廿五

到多店L久，已看永泣＂�刻祠的學自風， 強p)61用來指It;.鐵....
見者永逸荐的說箱。

「均已進

自民

丈

(c)

完j詞呆1ffl.人波哥哥的
試�－－拒禽皂、 J.t.«－.忽略

的事先是， 會永逸8、

J.a

「永恆」都Ar-侖的事

神弓·A

游道 的 侍 述

J

ra‘、

、
．．
，
Ku

現j封呆永造的

神予以宜說﹒成說

神窗前線軍E退出告（見屆女15-17）。

「主主些人要位永現l且也咎。」（太廿五46）一位司已會我曾喊道：
「地獄晨起推舟，宅T否

mre抱琵鼠，先述看見，

神且已早年。 」

7.6神的管家庄忠心完成倩福音的使命

T聖祖會看，全先脅迫9學主題的自由， 主題已由主叉，已，

，r白色，費草岳，

且－·成為f匙

3的�℃t介鞏固1守， 都要，也屯覓處現命。

身為主的浪者﹔主要雪鬼們對忠心的瞥，皂， 究成沌神吾吾島
托， 因此喜宴。每注主題， ..果以哥胡.：：記員巴中的iJIPL:
台于

x 白色.車，’

它已相會

....晃－

血色嬉戲、 血色唱醫學、 血色緒又A籬，﹒換屆且每一

的罪J、 。

8. 三是注果效的造成
？老迪人必須期起見，到自己£扎特告A忠心﹒倩

神的道

所帶來的成身患。

8.1 神座i午成果
明尾魚地處告．
固， 都要成垂危雪t

「義口跨出的錯，

»r－毒隊的， a.i且是祂告成，屯的亨，丸，

車拉亨通。 」（與五＋五 11)
』的巴響曲

．．．按不徒然延

」 （甘于冒廿穴

也氓，．

且已

「萄心目－神的，�扶手

6）麓的放出的科于是滑過長的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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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接晨，也為
百F叉智

神沌的，必峙中可有芽。

神不詛底濟﹒成果，

能給予成果（見帕爾二三13）。

8.2惟有

神能賜成果

情遁入必須混混沌？較大的事裊， 「..甩出于耶和
牢。 」（拿·；：：：：.

9 ﹔耳目 6 ）世，人不能帶

果。 事會非盈于�民帶

神制造出真正的成

神的且也竄入知身皂， 仇恨

.a..瞥， 不無人

說窗也周恩暗中。 提到成果， 'ft-.－..＞、．尺看完全旅會

神。

「著不足耶和誰建造身處， 建立色的人..但終身7.J。 」（詩

-t 1）于普通人的主要實在是帶...J.k又端來的金失措

一冒廿

福音（也先前一12）。 成果是

神的寺利。 啊，吋

神所用的，

是麓的依為主先有水准的游且也﹔相反， 帶2昏iUll屯人均無曲
的游到也都不－棍福。

.

費已訂1宅T＂－扎扎司司r 真的一＋制弓，中看出。 在一次龍趴
泊是最糟的游道， 祂吞..fi.r?t.. r?t..章，扎， 當符咒之后呢自屯人是
你底的先賊。 龍感到司長嗽，慚愧， 一回到祟， 立刻聽下榜
告：

「車， 述的

神，

血色龍元�均有。 昂之

恨福郡糟

糕的游道。 」龍連續特告一星期， 甚主義舉起來帶告，。
最后，呢？按峙， 要TJLM日ft帶式的帶到皂， 特砂員與道。
到了星期日， 祂身患無記述情哥哥很站起主。 會后， 帶多人調
-t.來椒，睡呢。 可布其道義必毋庸，電叉的回祟， 嘻嘻每當甘怯了。
祂.,r,t自己講：「裳格比載起商吋、吟道的成果。」結果呢？
扎，民糟的撈到也中，有A汁，一人悔試。J.k最于學式的帶到t中，
祂覓摸不到－'tit咽，軾的人。 可布：真的解釋是

神的見，t

m 前看， 不用品青看。 建每月三帶車吾吾于」哭， 量It1111晃一先宅r此，
「麓的的軌弱智壘見，曹助。 」（
360

!J:---, 26)

寺血，值的情福音又廠要求「學文學」和「足果」。 主主
些人帶�成手，L方挂名沛朱曾貫主的所謂且也督我A費。

游道 的 倩 述

8.3避兔自制成果

造神行此中的會﹒蜀皂， ;f�}fl，屯草里學取決大批的人口再象現已執
會主。龍的不是「學手持告，」， 「走出台前」， 「聲嚕，」，
就呆「摩著槍逗人的手」 ， 弓可會唱t.TilJ.J、司已�－§.Jj已知l電涉，
也不曾勾

神弓﹒＝貫主命的接諷， 因為來曾仇恨

量比嘴，永值的先命（約

，也

-t--t 3 ）。

哥？且比宿舍主九的新起舟， 是札最少的獨鬼神中』民最多
白色，且已身患。 所梧的且也主要搭起帶多的唱詩， 切人的試害， 吋、

a 「回誰輸神」所駕車。

人的丹、裁， 「輯結松松的r屯，屯」

吩余車長于「且旦色」的跟我， 3記錯1台前「
拆劫之﹒會民主主祥的illMt:

�.a.督站立」。

「健告，Jl4t..妨來泉承祂嘴，鬼呢

呃，？ 」咒1il淺談Z皂白色J可見母口慈督T已先白色.:i:.1芋， 「義督會
抑的換成」成為首要的主題。
嘗到守人如果見 一 連串嘴哥巴龍的J同處迫J剖， 可民守血色又
可學費用。 .Jl,j會弓；.i巳直冒哥學哥It自台， 逗人1果每處看

�.a.督氓，

要

「忠于自己所站的主喝」。 主鬼神「久，先戶」的汁刻，
戶也畫文以官汁的會獵、 姆先風吳先命的鐵線， 元�－舍。

8.4必須期望成果
？老進入屁不1學留』屯足見察， 看骨采中看，全先嘴，接1軒昂起
事丸，買皂白gj'j之積已。 -1ltft迪人當J甸甸布其．
情的福音相用，在成果，L都看，又湖之JJ!J?
每次帶進都多苟且成果嗎？
然后可靖，：真空又息．

「�，.卡./A護局諒
」龍卷且也： 「諒

「氓， 章先看，。 」那人回替。

「述說是像帶不到成果的軍皂白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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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一文掀神的取久居已期且且在秋又軌制。

(1)

邀清渴望救恩的人金后留下
旗，E一 吋、會議車， 約看起銀t寸腐臭，憬的人深全先是

好的。 啊，學.會在i1口號一＋箱﹒子， 化手r，·屯﹒局于普遁入草
書虫淡梧的人留下：緝名勻地址。手r司長福r曹長﹒局會的宿舍，已舍，
必須在張會自寸給人TF崇文的根舍s 其主再給﹒他組t鎮海浪厲
叉，F物的札舍。

(2)

准各勻任何有心的人， 作令人探訪的工作
背道人必須提前爾＋根輸．

一

是昆在

神前，宙，遁

入J司沌， ldl吳學棋不足， 生t多......尾的人流兔，積已久且
無暗中聳聽。

啊，也各于此，每 一1t.tt'遁入骨要

神智沌的

指成， 知道義,t-.{&..B寸斑L每萌鴨耍的人接融，持知道怎拌
勻咚先談。 麓的要用聽見的心總咽，

神， 因站在追神，

志， i!t.111持不足孤單T字峙， 內在的各民客，白色為此領路，
軍已害，自己賜給J含量。 于告別也人請進智商已肉官已白色，香臭虫主悅， 必色
血色可導層

的.31辱。 主主拌，"It遁入，也守詳見﹒混混：

「1于

麓， 耶和平在路，.t...31頓裳。 」（也j廿四27)

(3)

當i式方一小東魂作全面的工作
「欲速則不這」。 情遁入處以私，電皂、 率先、 處峙的

方式，混血每 一 步撮， �JI寸方明白，.ffll祂自己的處A押
進鋒，仇恨自己先學﹒局有攏的先景，要靠
T芋，接鹿

為自己的..主，承執

�需要－
的活必須

.a.瞥見成的Z

為自己生命中的主。

ae寸翩， 龍益不是會談

一

次'OIU已瓷缸。

神

.a.a.a.密的地址， 因�根柄·�，巴爾來。 在吳放

的.....，..延程中， 狗肉翁的每 一 J可見底以「1�祥悅」閏
362

神宅T

會的真盟主中扎根。 .,:. 'J3"B!J告，錄取道看祂己悔過曳， 主ζ祂自
己�－畫各i告中義嵐泊已」真車里。 造祥祂..會研知自己家見悔過缸，
毫不抗錢，
白色’，
J

因均主主收研來自吾銓。 迫祥的情到包人是缺氧

因祂籬，說「看呀， 雪足主事耶和竿}Jj-；給雪屯的Jl.,女。

、 18)

游道 的 侍 迷

莘學。 主t:t旬J可是會哥哥且學8日幫冀魯，f央象全3斗， 主主祥才守趴在

」（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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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總�她岫晶晶他祠，

公卉讓台歪
‘’‘－科"S7f'的，車

在﹒時宜玲

神

t舌帽的東會中，

一拒之時重要。

1.

是合乎奎盔的
錢學式前喵間會→·a會「像要草人，已樓， '21鬼， a吾吾

�舟， 車司f�i起來。 」混明錢學太在拆采窗前的乏，E費
語。 祂要明智地創慎， 傀尾地aiJII拌，喝z..，屯地解釋。 追星
的「網濃 J J之精R曹文「anaginosko」， 在新約中共耳其三T-S.
汁，三次。 在�些出赴中，萌吋﹒三：；.赴j趕到大戶姐已棋是必要
的（見，路回16﹔我.，.， 28-32﹔十三27﹔.......� 21﹔林后忘的﹔
宙間的﹔柏克缸瓦27﹔扇 － 3）。
特T自來嘻嘻指出足鼎＊－i己八，八常＆i:學祥「龍首位
明白跨海的」。 苟F呂誨，L， 負責"S7f'..慎臺銬的人刀殺司車
站「anagnostes」。 宙流看啡�.文學不過的人， 祂叭$缸命
令骨旗

神的沌， 才瞥，室。扁豆尾的知恨。 童話吋委公司長嘯，少，

要銅霄，t本錯帝， 是早嘴，的，。 試』此， 2鬼神含7'-'!lii已換器寶
貝L人們的串串隊帶耍。

2.

是重要的

委鋒是

神后1人的扇象。 麓的且絲不能以原文合骨

朗旗， 祖母口合本是很准繡的街海本。

自』此， 各鉛必須以

365

：

清楚、 准楠、以泊的叫出。 守惜，眼持非如
此。
琨代的吾鉛既�且－1介能1昆虫， 但很少拘束﹒會主的人

nr·淚。

迫些人．吋吾F鋒所知白色， 含章

a.•

會自寸步r..!A! o 足科

場合，3寸龍甘1.來氓， 机會龍益不多。 由此宅r丸，

神的活

要以龜兔鹿的，屯底且已壤， 是重要的， ＃且．要「龍官位明白
局會的」。
在英圓的身具中，看﹒ 一 居民自寸J團委鋒精少， 甚 1.a.a
袋中要以錢售貨品已瓏，丸， 人們又血色，皂，“在 一 起昕 一 令人!It.
壤。根舍試草，的科弓，車足足3悴，已婚了出來， 結果帶來卒，．

a,；碌， 議，聽組組

的

3.

神。

許多公弄壞徑是大意和先益的
.會因寸合＊＊－旗晏銬， 以像是音帶到t的.M.i趟， 部位龍

像帶，毫無先味。捨文教童話成是次要的， 象是越映了結越
好’， 袋子-Lt.1!t給f.每到t人帶到t， 立志學品在是不
毒t

.a黨的。 f.每到t人

�.a壘錯，車覓處以氓，已是已峙，E慎， 放在場的每

一

＋人

都能清楚骨具－＊.命的.－.。

4.

公弄壞經益赴減少的原因

4.1沒有清楚說明經文出赴

�-tt.龍去龜成．局會的人先腸道A丸，��RU宵。每鋒2屯的
－�－局常蝕。 a, ；逛神情步已中， 每會的人龍華且只好，J旬在這言

的人， 因爾這成混亂．每樹神不息中， 吾袋，也因沛先告古
典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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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fl＆啊，的，1:.－.�Ut。 雪屯的在清楚，Z明錯又出�A膏，

用說了。 會逼人宅r以幫會現忠來繡!lt7'-始皇濃的吋J圍。

公卉 濃 銓

底給予呀�丈量虜的吋•j旬， 化龍的翻R!J＆－文才壤， 這戚本

4.2沒有清晰朗濃
旗錯看不是喃喃自漪， 曉均不清，..先進會太豆，珊
浪人'Yi"'不清楚。

4.3波有加重i吾究
通過的加重﹒海究， 宅r抱著祥的鳳尾帶給啊，來。 3聲音
在學尾的�化、 1亭頓， 在接學...短旬的身口，E精4丸， 守
臥龍

神的道勻，珊， 排給予處看’的足足。 學＋筒子， 列

主缸，L汁，乏，＋三令弓－禹色勾起換成， 「龍的各好了妒， V
..珊，L告。 」路3口祖宮，三斗，汁，女會宅r以換成「為期J.3JE..旬
絢麗都在主主槽里。 」列主El己..t,,；－八，三＋它帶守趴換成
「JZJ.；手：！）1自己相會已J曹先

神。 」路加福音－.：：；.汁，三三會主

＋且常曾被人樓去缸， 「又看爾＋犯人耶縣一 J司帶來」譽。
「犯人」述淘后宙的退學．每「譯自」學智很大的作用。

!J!#

Z吝惜＋品質，一 常常殺人認「holy J （＿.渚）旗Ji1t「 wholly 」（£
.!ll）。 曹先穆爾喵且，三帝的「 desire」（竭，且）耍，E懷才純誰
又.，1[.明JiiL。 朱樹如最.先人口的紐帶， 鉤，會福音乏，才，
女帝， 建華司已先是情地旗， :tlJI.嚕，是總耳已味和�4\_S,已封已。
界看民銀

t己三三＋三斗，三汁，三帝

t

「要知道豫們的軍必迫

..t..詠吶。 」沌紐帶守用令神1.J辜的：；；！；＇＂�嗅出， 每次強咽
不用的事眠，先�「要知道」骨錯，總是音順路強惆各事。
主尾'f\;.萌﹒－'tt.榨取淫，見到，

「.:iE繡的血濃延續棒， 這

賞的精�晃解釋。 」由此守見， 合骨，巳樓

神的錯， 宴

這；..，1[..:iE繡的積棒， 以其斗，兔略

人

am� 全省的﹒精何

會咽

.a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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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
道

怠。

4.4沒有准萌友音
臺鋒的部合銓文， 龍龍因3昆苟且守泛的棋慎， 結呀，成
黛色不了1'F用。 因..當嘻嘻會的大月且， 竄入叉的全式的洗發串連鼻

r-迫沌。

一

1t.弟兄曾記�:r,.忌帝才，3i.宜，＋間常換成，「 Able

also to abolish（即成除，.＆.J之 admonish，�成）one another 」﹔
另

一

1t.樓�.Jt比喵Z會＋呵？為，

comfortable（ 即舒服，
death 」。

巫見

「 Being made

conformable , .a 錄）unto his

4.5沒有控制速度
好些吋﹒唱晨， 因為，已縷延追捕』值已不到效益。凡馳屯學
的創棋會1，已蠱F錯的贊成了 一 系列堆臥車已盡興的文學。

4.6沒有規限經文長度
量巴頓拾告文本皇太長

丸，再包含奮捧讀零

»rε屯的部芳。

啊，

些惜這人以好慎獨曹長吾銓謂知名，給男峙，已骨頭t�.I且不
塔。

5.

釗正弊端的建放

5.1先私下把經文一讓再壞
沌，已盟巴頓已＝脅，包司要積已白色禱告文。 如身患在帶到的甘示，F

一

醬，三已久， 背道人如1守犯錯�棲巷，是人呢？棋且已先苟延最
好的抄錄。

368

莘學讀﹒胡啟耍， 主主些事

a短旬要在各盔告中加以划錢。

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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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注明底強洞的字淘

學肇事的強嗨， 亮T帶些錯Z旬的...慎， 但L毛主宅r臥龍骨余留
可寸金接頭l白色，旬，已。

5.3查明寺有名祠的正碗滾音
銅導干 一 本注會各銓呆怯啊，吩筒，白色， 建寄給語1可學的社
會不骨文， 1民司長金清楚不守。

5.4戶格注意析、忠符哥

:t-a是乳老子等各

每 一 逗�、 官學、 兮兮、 旬弓，、 J旬老
嘴，在毛周先，

:tu足3口指旬吋已接替忌.，1t。

A.a-:r前已銓文清晰，

越學教會屁巴脊骨白色，用兔，

龍頭已換看勾拆看明白內容。 �要逃

到迫自緣，背道人要留心呼吸，萬冊濃的旬弓﹒版物流尉，
持在這對白色地芳可學老頁。
一

位姊妹局對海軍的太久龍雄

rx..:i:. 1字是歪曲司長惜，贅

，屯。 她希旦旦召舍中且已督我�祂椅告’， 于先思了 一 級4年，
先給札葬且色的lt';ilt.）、， 要求隨后1會�..壤。 學�....t..混雜
勾：

「約輸哥哥看起道出了海， 龍太太清水會采�魂的安全

榜告，。

」看，人紀學發

.a.1費進入，.t.ii停站時通予龍。

早年， 龍浪淘昕來重巴布：
忌之會采�魂的安全帶告，。

一瞥肉

「約車會哥哥嚼起草包出了海見，祂太太猜
」結果會�啤鏘，f童話，人吋’？

地尬。

5.5清楚地滾出經文至少兩次
id:.量會有益鋒的人看，又侈的時J團翻鼠。 .!A;.J聲明吾吾鉛中
的喵右，眼看混血管教局常狼。 學＋鴨子 s

「社麓的翻

36A

：

假的，

折，

主棍箱麓的胸懷

’

一
，
會」。以后， 不劫混：

「鹿

的血告文」之樂的倍。

5.6要清楚、 以容、 虔域及充浦感情的宣讓經文
�祥吾吾銓兢守以自己當色稽。

神章主龍舟迫神旗銓官長

�－

5調包，L事先息， 沛奮帶到t白色肉 ＃l瓦爾‘不－.!Jt.j色是巷，骨頭之。
當年9年前， －＇＆口才境砌的
一

＋唉，L又作背彌ldt!ii:.海

1學遁入， 月三吋安排

神的沌。 龍且已棲身已必定；.3壘，

是人之鏢，舟，‘帶三多人J螃捌彌足， 學－＊＇聆呀龍的帶到“F
車。
早每百根jtf－§，約聽桶，很呀，喵局合旬出版了海鉛唱片
（英文版）， 它們宅rTF!ff.濃的棋也。

5.7至經是文字瑰室
老像帶好棋可息處氓， ...鉛血色浪人肅然起敬， 趣噱頭k
撼。 身�悟到t人， A'i屯的給予吾銬，

神罵起眾的t舌8日，

的學戶、局已瞥2l試成的地.＇＆！老「棍，現，矩矩的血色層次序」，
神且也重用持良麓的情的嗆息帶請帆風。

6.

可供第三3公卉宣壤的經文
T到鋒文宅r碘麓的撞車司， 惟必須朝懷。

6.1敘述文
倒進（倒 一

370

1-31) ﹔坐落（也J.E. 1-24）﹔洪水（也J-t:d 1-24）﹔

已剝（也j汁，一

1-9）﹔

....（愈汁，九

1-26）﹔以數缺肅處（倒廿二 1-19）﹔以但﹒旬雅各

（創廿令

3E.:r1自拉旱的呼召（劍汁，三

－﹔

1-8）﹔所置，為

1-40）﹔雅谷的弄家（釗廿八 1 2）﹔約露的扇眾（劍

18－四＋五 15）﹔學官說.＊－.3.!t(出一 22--=- 10）﹔學富

的呼召（也三 1-22）﹔地越常（出-t-.=.
十四

1-14. 29-36）﹔紅海（也

公卉 模 經

回＋四

5-31）﹔脅繪的頒布（出十九 1-25）﹔給碎錄版（也珊·－＝－

1-28）﹔巴拉的浪命（民廿三1-35）﹔約喵叉的故命（唱 一 1-9）﹔
正干的軍（唱t
之先（±＋女

1. 16-26）﹔這也甸的拉利（±t 1-22）﹔參跡

4-31）﹔跨海的承執（海 一 1-22）﹔

召（擻，L三 1-21）﹔但歹的背銀（獄」汁，主
（掀L汁，女
每夠提（獄

τ突

12-23）﹔

拿鼎的比喻（繳了＋，三

1-14）﹔承

17-40），以我）3£.的建純（.EE.ι十

1-18）﹔以期）3£...錢（.EE.T二 1”14）﹔均銀（.:E.T.五 1-27）﹔

來庭成的推我J（身女
法投（11自 一

1-14）﹔啥長之先（緝令 1-10）﹔

奴烈的太容（1f!.=.
（頂，女

約泊的

1-22﹔二 1-13）﹔約泊的R車站J（抽回-t-.=. 1-12）﹔

以百錯的S學家（結外t

1-14）﹔龍臥邊的立志（租一 8-21）﹔

1-30）﹔堵，L的文學（祖五 1剖）﹔獅子說

1-28）﹔ 夠拿主哥大311.（拿一 1-17）﹔見，見，做悔試（拿三．

四）﹔是在營降�（路.＝.
水仇（太＋索

7-18)2

A督混混（太－＝－

1-17）﹔浪靜的

13-26）﹔略弓吋學治（約九 1-41）﹔婷婷的女，人（約

1-42）﹔鬼附看（守四 35 －五 20）﹔見哥底旬﹒（約三 1-16）﹔

好線為;f:草3£.人（蛤-t-

25-37）﹔我于（路＋五 11-32）﹔先知的

財主（路汁，2日引）﹔財車，每拉繳蛤（蛤十女
（路寸，九
二

晨，

1-10）﹔以現）3£.的棋會（五主寸，它 1-24）﹔

以我j正在迦暑山（且，.t:..－卡八

間

9-31）﹔大Z

1-13）﹔大且每曹長現J3E.（獄，.t:..-t-，台 20-52）﹔大且

己女王之會（五..t..汁，

九

擻母耳的呼

10-31）﹔.宜賓

1-10）﹔拉線路又增（t惘，一 1-45）﹔主的民餐（路廿

1-23）﹔早已宙烏克（路廿二 39-46）﹔冊，農地（約－，..� 1-30）﹔

文章音（約三抖，

1-18）﹔像帶的浪命（約廿一 1-25）﹔以為件精

的事學（蛤廿四

13-35）﹔外表（我 一 1-12）﹔五旬會（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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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白血（飢叫﹔用隨時卒（我付 16-40）。

6.2游章
以�!I戶（11白骨三
約＋四

1-31﹔

-t-

1-33）﹔ ....督（太五 1-16﹔汁， 一 25-30﹔

1 刊）﹔以與血，（與五汁，五 1-13﹔女＋ 一

1-11）﹔約 喵3E.（喵廿三 3-16）﹔柯宙阿（宵＋四 1-9）﹔學窗（申
滑石

1-43﹔三十 11-20）﹔吾先哥哥（我；：：：. 14-40）﹔可錢瓦（我t

1-60）﹔祿.3'（我-t--t 16-34﹔＋三 16-41﹔廿女 1-32）。

6.3神的威業
（與四汁，

1-31﹔賞，、 1-36﹔可自廿八 1-28﹔海汁，九 1-14﹔

謗八1-19﹔申自1-10)

6.4賣各
（耶＋乏時，24﹔2口三

1-29﹔＊廿三 13-39﹔-t-- 20-24)

6.5會判勻警告
（太廿五

31-46﹔屆三-t- 10-15﹔結妹三 1-16)

6.6禱告
(t惘，令
祖九

1-26﹔路 一 15-23﹔拉丸子的﹔三E...t..,, 12-61﹔

1-19﹔ 海五十 一 1-19)

6.7歌頌勻贊美
（槍廿三﹔-t-3i.﹔廿四﹔外三三﹔四＋突﹔八＋四﹔九

i.a﹔

＋﹔九＋ 一﹔ 一 冒嘻
＋）﹔學宙（出十五

－

a汁，女﹔

首什九﹔ 一 冒五

1-20﹔申升；：：：. 1-43）﹔啥拿（獄，,t.;:::. 1-10）﹔

底浪拉（±五日 1）﹔ 啥巳谷（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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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 17-19）﹔3、叉的泉曹先（獄

公卉 讓 經

下一 17-27）。

6.8辨洽勻控訴
( .3!=;::;. 1-19﹔三 1-31﹔八28-39﹔與四＋四9-20)

6.9預吉勻格來的東耀
（興＋

一

1-16﹔扇廿三1-21﹔

一

4-20﹔ 林活3i. 1-21)

6.10卓越的經文片段
廳（林指＋三）﹔會』屯（－＝＇長＋

一

1-40）﹔且也唔，我的自由（林

嘴八1-13﹔加 一 4-26）﹔會心每行為（雅；：：；. 14-26）﹔主的昇
來（帕爾回13-18﹔林前-1-3i.49-58）﹔基督的神能（－＝＇籠一 1-12﹔
林；：：；. 5-11）﹔欲葬（申廿女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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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井道的批坪

講道 的 批 評

第十四章

」S1ι'fil'Yi-帶到t;;J叉車之為了批坪，在！.A.讀詞待后’， 雪lt'fil覓
一

－不了結

re看，些.，-.i.ro’，主鬼神正宙昆虫宙的.，-.iJ已..

是批坪。 鋒...t..的吩咐堯．
慎足明辨。

J

「祥先知啡遁的﹒．．．．．真命的童話

（林前汁，因29）因此，才游.－－.＝：－坪塘，屯人J司局

否是含情合起的。
在游昆主進行的迫在中，看，一 些，r情故宮鬼們留下印象。
有人指出要不故人批坪， 只手r戶，學問T行的方錄一一本氓、
Z又會虹、 牙主干事.:tE.!
主丸雪It111諷放自己起在骨采中拆帶進。 在當捧到t之中，
雪l.lll�「T贅述人A真，T贅述」留下 一 些印象。 危L雪兔官1京己去S「
﹒陪酒也人A其稽，兔的成直到晶。 雪It111守計＃游看句種r息告﹒
淡，t吽害， *J，司Jt..吋、J句真延。

德道人的外表
1.1

姿勢．粒』屯太足？量比續打眾多？靠著帶結？手指踐中？

1.2

家指： !l亦？呈長買買？不會主a.,r萬？

1.3

訊我． 自大？！眉之5位？苟且不發』屯？當處處？

1.4

學

1.5

J學幣，． 導干金先導干？吳吾爾，惜？

1.6

，屯反．她甦？不率先？冷道已不暑最近？將情義暮？勝

Aι ．這童話？宅T文？官悔？

曹t? 單已切I.? 去lt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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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排道的健迷

2.1宣漠歪經
(1)

!ft.換漪，il..ol通過？

(2 ）農混跑車棋？
(3 ）進會准不准禹廟？
(4 ）人人都清楚呀到？
(5 ）告，是情地處棋？

2.2引吉
(1 ）甄別人？
(2 ）切見？
(3 ）祖先人舒這？
(4）每內容相槳，？

2.3所周培吉
(1 ）這會折成？
(2 ） 守 有不這全省的我這？含糊不清？種精？粗浴？單是
濃？

(3 ）守有太棒，L的錯誤？
(4 ）守看，表會請誤？

2.4次序鋪排

(1 ）居民學安排a 象這＃然看啥？

(2）守啊，街心預告的述家？

(3 ）划芳是否接逗輯程，序抑 a隨處？

3.

教辱的真理

3.1益強全用精臭老吾清楚混明？

376

3.2教學是否合乎金鐘？

4.

引用的例子

講道 的 批 評

3.3倍文是否接虫，九解豈能抑.峙，耳目』且ι？

4.1脅迫k看鴨子？
4.2是否恰童話？
4.3揖－哥哥太長li1t.1巴喬？
4.4是否首"t'Jli1t母惆？
4.5守有「1風浪能」四j于？
恰到好先？
4.6游海
4.7冊子是否現明﹒賠進入Hr氓的吾�A?

5.

真理的庄周

，·•Mt

5.1是否......了童話.棋糊不清？
5.2，也見否別人對接見2匙
5.3
，已是否叫人知lffl.?

能？

5.4，已是否旭先詠如此先8、主珊來？

6.

慈緝

6.1果是卦，地結合都要屁巴？
6.2A否恰當？
6.3是否切題？

7.

i井道的整体

主題是否會？宙Jtfl耳酌，誰？
7.1

7.2 是否冗長 』

蟬，咽－互乏味？且看，妥當、...帳了全局和鳥，長

直針對鳥？
7.3會處是否此主寫來？
7.4�陣的帶給是：好、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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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槍，恰是‘奇心袍，

、
，

公卉禱告

..\.L見�＊1安排

神的沌， 進叭，也宜賓提單J1會遁入

－－，在游述中的合骨帶告。

1.

定文
�J之＋相當屁5莓， �又必須冒7秒的當接見。 �骨箏，告

辱和下持會智完全不用的是宙。 私下轉告是倉健肉d屯的
混沌， 以教軍事、贊譽台、祈求、 處求.B,.1';.帶來到
才』此， 章It111除了當t

a有句屯混足之丹、， 剝氛已哨乞求。

神宙諧。

合弓F椅告主主論可走弓F戶1';.司已在鑄的人， 認』屯A局1
隊明。 這在督龍混祥舟
真官司走的鹿車。

神

神氓絡， 每每除，.t.J主義這每一1:tt..M.

因此設骨帶告必須逃到特叉的要求。 r皂

必須處氓、 清廷、 弓﹒昕凡、 明智、 人人明白，持要追載，
會于�o

2.

要合乎歪鐘的要求

神的－�此看，明鏽的泛泛， 麓的不JfUi貨真是。 司F林多

讀首喵第十四章錢室。 t宵哉：＂』故宮F﹔集活的元首蜴予各科恩賜，
眼看3但是2月骨頭t

-a 兮的，F毒

人

，曹長A彰，告。

注義的�1、必注..."C.銓中宿舍每�媒見的欽岳祟。

「護車每周

方官方學告， 是麓的虫的，告’， 祖麓的悟龍混啊，無效。 ��
丸�祥呃，？當足要用具特告， 也要用悟也帶告﹔述要Jft.J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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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

啞巴唱， 也要用悔能歌唱。 不鏘， 可缺周又很樹， 那在處不
主龜方1穹的人既然不明白祿的稽， ，鬼蛇.:tE.1但是甜的甘冒色濃
何的呃，？源是筒，的固然是好， 先哥哥不能造..剝人。

」�

主缸里， 學，告，宴會于改全中Rt列的學刁卒， 必須謂是少毋庸Ji!..＝.令
要求。

2.1禱告必須理智
「也要用悟能夠告，

」(15市）接言之， �＊持告者

必須明白自己的特舍， 如果祂本身不懂， 憶，實？

2.2禱告必須是人人明白的
在竭的人必須結祂所說的司已先錢肉， 才身已在是筒，吋
說「何的

J

。 特告看的祟，會必jjf濟起

RrJtl淘賢示要容易

起草草， 主主吳先jJi贅宮的。

2.3榜告要能造就人
持告必須且已成

神的冒金色， 龍1J'l�J.頁知到t主毛主主龍的

的持告， 持告看車費戶持告的是可也叭內心的混血。 起L矜持
告宅T以提升召會腐臭先景， 認倉健帶到

神窗前， 排且．

各人血色.:ite寸進!i:.哥哥室。。
因此每一帶告除了要處悅和義會清楚外， 迋巫尪待會
主主三方宙的考駿﹔r已足杏星星智？成人先否明白？r已呆否
造垂危會采？

3. 禱告不能造就金泳的原因
3.1寅音述分低沉
380

童話祖F我jJ'J_費骨干頓召會帶告， 龍4年站起， 冒j.結太部合

t舌要浪靜官且每一﹒且每會龜，都純漪，直骨具’，

不穗，

祂又章良費3、祟的吋J塌。 余人Rt�白色不址是一連串的喃喃

公卉 榜 告

會氓，

自漪， 主主林不離劫得龍入各自帶舍， 這說祂們一元清靜。

3.2迂分冗長
手fB寸椅告的人在椅告甘， J:..1采血， T1地球， 先
所不攏， 弓籠弓恨不休， 這官之局會看民�果不垮采取示，L。
龍的最后說「阿甘1 j B寸， 是R!.I如特宣讀a。 一般來說， 合
骨彰會告冗長的人缺少逗祥私下榜告， 過..ie會曳

a翻轉才.ll;t

益于鞏告中最長白色，學會告5乏主持!PJ'1車Ult�的學，告。 主主義比重告
文若以．農悅之』屯來壤， 只哼已-t::,,J-弊。 苟且述看一回民總給
Jt..-tit弟兵.；鼠兄長的持告甘當色﹒

「渴望鬼們的學

x..－.鎮J帶

告的吋誤， iJ;:ft.111唱詩，．．．．．．當。 」
雪切可.骨,t.冗長帶告的試，。學人每每告，了＋玉珍啡，
-1tt.]5首先人J句：

「祂缺結呆了嗎？」「不」有人替：

「龍

品采錢軍!J4';.太人，車足足提到了， 也不,t.是特告的一半！」
：如果參�.－.兮的弟3已增加一諧， 魯多龍都諭錯主明嗡的�品喜
事特告， 主主祥榜告，正含1良先看試答了。

3.3迂分繁隻
拆魚眼示，L， 因為榜告木含糊。 祈求看法看符咒，
爭令蛋§教？請丸， F乏相ti昏倒已對包對已高←－鴨』苟F當已當色。 學自t-@t車學皇島對Ut
會氓，章的書長脅，明桶的自緣。 特告看切t己 要以JL:ic·之』沌，
�J長些特定的事頃， 祈求龍在久，L的久。品丸現J.31E.「旬章屯
的是一祥能樹的人」， 龍的持會自綜明禹廟， 試比
骨龍井底jt.龍（雅五

神S

17-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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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
道

3.4仿似小游道
在會劫之前持會， 龍龍會陷入帶到t..ffll1:霄， 謂不是在拖

.t.ss 游道司已

延底前？乞求。 帶�Hf惆榜告﹒， 司I-"昌悟，L局帶台，

先是喜剝。 臂 一 目， －1:Q:.JL督我在椅告，已會后， 員已掏迫祥
的 一 1:Q:.榜告看﹒， 去步龍在毒，告中帶去也是混不息， 逛商已祂�
f蒙哥F又地尬！
看﹒些人在特告中， 直是II.
中的恭賀，梟.，，，.﹔等r

神接處吟出現于金紐帶唱

e寸重建起弟f聾發詩歌中的文學，

帝的嘉賓！臭糟的Jt.=k.人利用彩，會贊普祂人，

a刻已尾處讀韋拉坪，

亂局才方正宙辭去矣， 會t

來自接

因為魂不

主主真是聲耳止持

不詠宙的，官。
以現J3E.帶告時，

「龍尾切榜告」（雄主17）。 結果些

帶脅， 起怕要局成「龍在持告，吟道」JI.「龍在椅告中寫
JI,丸」

a 「龍在帶告，中�鬼」。 社麓的嘍，以J的旦旦的物，碎，

處切榜告！

3.5內容畫畫
有些特告形如見回手， 鳳祥的，吽一 提昇錢。不錯，
每次重提旬予的結拘略胡，不尉， 在與潰，ι姆先后1 一 事情。

.a1Jn

到底臺袋中

「祿的持告， 不守車外插入， 用條主珍貴

文活」， 3之否計Jt:J";i主祥的帶告錢呢（太女7)7 !i鬼神貫支港
記，五兮兮爭的箏，告我無足1汁，海咻ll..J已長的自寸J圖。

3.6迂分使用
Jl:.t于逛

一

神的都哥

鼠， 龍的很真是

屯人， 建111�一在呀延J司祥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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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禮品提出付給．

祖先元守杏

神的軍餌，， .J\.,乎在每 一 句中

都出現，。 骨起來， �些穗，似乎是持會看在，L旬接T旬

背手， 不足足�洞的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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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寸， 用，也來哥拉衛接的淘稽。 �主語絲不吳敬處處造車屯的

麓的先塘超謂之哥哥割， 5度子給久哥哥啊，身求自寸用主鬼神方
式混血：

「臂， 又哥哥， 雪起來到陳窗前﹔以氓， 臂， 又哥哥，

特單詞哭.1t,帶章匙， 嗨， 又哥哥， 刮到、主a告， 又哥哥。 」采取已
不哥哥t己一F，：鬼神槍告， 界紀，已賣局又給持告會去也目， 色ι祂
知道其祂嗆澆在﹒他每次特告吋Jfr！畏的骨。 食品會各鋒中的
帶告， 身色掃尾。述的揚子f.��先草色的巷，舍， 8、謂當L持會成
為臭虔氓、軍皂智＆通車屯人。
成彌宮之，合�拷告自寸要說活漪，是，龍余人l]Jj-1.見，。

a·貪官嘉明楠， 前已局

毫不禹色大戶， 詞不過”，學周先進了。 特告

?Ja真機， 現勾

會z鬢如其所求。 最后，， 學，告要歌廳、 處旬
會者知道自己缺績單j

神窗前。 請看越矜持告， 呀，戚在

心建主己紐准魯姆，接昆

神滑稽的.巷。

結 i吾
地結本帝最好的方啥是31.m一寫作看不祥的甘肅
其中的海旬挺起超音符沌的全部宴會這貫起來， 題為「帶
去也要按」。

「 i井道皮筒浩﹔冗長使人心沉緬于冷漠，使人眼睛
打睛， 兩欠遲來， 堂迎的昕者沉沉欲睡， 注意力分散，

ic. 吃堵塞。
i井道座有熱忱， 如祭站上的紅炭， 熔化冰冷的心并
吸引人的心支﹔干枯、 學洞的演渴， 元洽怎祥揍， 元法
激凌人心， 或募醒亡魂。

i井道座簡單、

英用及清楚， 不用悅耳的定理，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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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知肘子自負的好奇短詩，以兔貧勢、 老英人得不著
造就 o
i井道皮溫和可奈， 把主河耶路撒冷的命這哭泣道主
題﹔烈怒的律法， 借愛的言活緩和一一既能警戒又能說
服。
i井道盧剛強， 公平明述， 在智慧中孕育， 并表述清
楚﹔不含愚魯的敗杯羽念， 污染神奎的桌子， 要能澄清
混迎的脂袋。
i井道$1.敵合許多城恩的持告，以迷人心，要吸引人，
留下印象。 當

神勻人互通信息，

神就祝福， 使人領

受恩典。
最后游道座恰�緊湊地皮舟， 便道德的釘子牢固：
學用『你就是這人！』足使排力斯成果及大主震』隙。 」
對此雪lt.111結3良本唱。JU己，已先托「余告會之主」于
中，見切軒昂已靜

的成氓， 泊

的線總沛龍用，排�「食

遁入

a真情.itt.J

T字

的當t,：膏， 她手合乎Utf.告別tJfi'骨的發，字。 A

夾帶腐臭的A先o 處主賜血色7.J予麓的，
�萄忌麓

的的7.J...背輩學福音局會帶槍，龜， 四t.JL督唔唔計學久， 竄來
海戲看，且主貫主， ...督燒得到違章鬼，官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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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嘻嘻島線總！

附景 一

歪鍾的教辱、 詮釋和座用

附
景

脅迫、營者（非洲、安哥拉、 常－周官）

「詠童話竭7J:/£.

神窗前哥哥鼠害氓， 祥先愧的具人，

接著正處三步解翼翼的沌。 」（提居二

15)

身為倉健，淺的直線自己跟隨臺銓..t.指叉的祥墨色，
除了

神的到皂， 章It111進啊，各柯弱巴喬， 排舍總l!J(JUlJJt.到t。

一般沛槍， 述ijt明了麓的將切的自棒， 龍龍龍雪足111娛持
一些情鐵道T宇

神的.－.。 要吳雪切1接��吾吾持軍長食

.a.ca

a興華各地民缺看成是正統的綜准）， 麓的張嘴困龜， 因 �re
m 皇島蹄，L吳建立在椅誤解鋒的原!Jl!l..t.。 不見一般來氓，

主主些 情.U.＊浪費影嗔1it!A耍的道龜， 為此麓的要是咽，
神。
弓﹒沌的是越些議﹔緝毒主龍教唱會成是真喜皂白旬，

a一些文

指看眼中， 臭執泊，忽略﹒迫害tiJll’ 是..先宅T沌的。 因此，
歸！特委鋒的正磷原則，

3豈不容，兔摺巴的。

也章先1J'l量與毛丸，F三-1'-掠恩來課

t寸沌，包目

．

1. 壘鈕，.t.99�辱， 局雪It111J.野草且緝的比較。
2. i金特吾吾錯義相榮的原則。
3. 吾吾鋒中預家偉、身.!J.已能每比喻捨式的處用。

1.

歪徑上的教專
益于；峰的裁學Jt.j旨T壘起色予濃＝者的善企吾..單且：亦即是

神白色，』屯息。換旬活哦，， ，已先指吾錯真正的會見。 麓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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佬

，皂白色俊特. A麓的才真會見清靜的頓悟，．，也aA留在義
1J1M海中， 哥？象全扇奇想﹒麓的的會見 。
賞雪鬼們說帶要'5)"濟主屯爾祥家苗， 持不足說蘭省措15記者是皂剔 。 歸宿值4屯研究委役的人， 目的不到、乎要胡文
玄之帝的敏等 。 媳裊的悸，�l��J孟浪自己�-J』鋒的主全糖， 主苦
其典隊的.學五，相吻合 。 主鬼神單位取， 麓的電r

�

－賽是

��銓

的人， 在且要真單t...t.的一試看法峰， 唱會哥哥出來 。 麓的只要
回想昔日在是在督旦厲又會健的白色)61，屯舍，屯， 1民宅T哥哥軍JJ之
勢的具征。在壘銓中勾哥哥清清楚楚的真龜，要先人在

神

a。

宙前』屯混沌且， 所哥哥的槍梓且已是一

特色＋現l手， 先嗆人如1守勢必吾先人且在督的神毯， 過來
到

神精悔的申判台前， ..必定元港站龍， 夠給祖會一

會一帶'IJ!.A令好明怔 。 帶:!J),:J皂，缸，t耍的真單且亦然 。 .:t£.lil
辜的故切11...t.， 真正’的嗆.，屯又－.戶.!:t.尋ai皆．每一象 。
著身患歸宿..切II郭城梅爾蟬，清楚，雪切可在最全持香銬，丸
說不會這通困雄， 沮如果人混串串， 也不會看合成。 -a.111
．尺甚至寄出吾鋒所說的1冕成無接曳。 然珊， 香銓中看，學.
切II持不是一旦謂知， 是不學的，與 。 其中一些具單皂白色教
學是J司接Jl.j色螃龍的﹔其中的翼翼，t
酒，肉 。 要明白主t.ai.111， 哥哥誰會

a.a 另一明嘯的真

神的善叉，

要.31學麓

的進入一切的真單皂， 細』屯寧省研、 勵之j旭、 比載本J司曲欽屯的
公叉， 才血色祖先出正繡的2的舍 。 金鋒的賜T：持不離覓到tJ.9!.

a神悸，連拾。 是鋒的主要自祿， A喜喜對：.A督其事已-a.111，屯

中， 扎爾戶主l:..!:t.命浮白龜兔處 。
站仇浪費考結l接的.itt.J.9!.吋， 含有成Jl..三計划， 1H.原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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寞 。 比方氓， E.為一陣的.切II且封已有特別混明， 學閻王弓﹒

豈止錢。 且是述其車里已弓﹒惜 一 些委銓的議活， 母昆明

神是

：�.：＆ 一 殊的真單旦。 ..t.于具，皂白色緝令舍， 旬章先看現章，如此清
楚的， �處文章t

附
景

a.J比戶主。

站研壘錯B寸， 雪tM-1俏的車崎吋龍泉混具諷明且， 龍
Jl;:t"雪屯的.凡昂之錢， 也帶司已且必如此。 祂茍－禹色勾it樓J司祥的
跨文， 龍舟推斷的結果且會相聲張沌， 沛祂勾雪兔守血色是
一

祥的混尾、

一

祥的寺尚且已 一 粹的甘心翼！韋伯蚓、峙， 文

可每當合昕 一 位．勾畫t.-'C.J已相弄的...督徒！魂未必是固孰且不
廠廠， 尊r每誨，丸， 回亂的弓．能是瓷！先考含量n宵， 如嗯，？也譯自
述各找一 見， 且不相址， 以�自己的指歸才是善鋒的欽
岳忌， 真是旅居之怯。 會健中的互相

a﹒岱龍龍是，

「因為

雪足球， 所以陳緒！ 」的成丸。
在司t;.1耍的且也早皂」斗， 嗨，多人t屯弄其中的投身鬼。 龍的
J句：

「如果麓的都...各民歸故， �于卡�會尋尋r�營壘

JJtl？」替學持不推車匙。
首先，

神瓷缸畏的鐵學.�王老i",tA�ι電沌的對農T字。

的費﹒任先指學人的抗淑真龜，
旅靠

又在人的處處，爭司和

自寸才自由進行。 人沌的第4J足珍氓的起因。 全民有

人守以自夸， 混自己的一切3巴金自壘

x拉劍， 因此進啊，

人純自翊自己吳先守指責的。麓的既然不晃晃舍的，車鬼
鬼不了

al.IL麟，丸看謬慎的時我麓的也不卒，骨要互相都

且已。
各鋒中有當年9銓三丸， 証明�神還癖，包的血色剔，比如
「且是回」的人．每「執弱」的人之診。 車比濁的拒絕回乞帶些
措王宮宮， 盟主聞自g命革命學翁JSD乞。胡’，九對己身持學呵？自帶巴�4t'JJ?J牟..�﹔
3毒手r－＂、對己脅F日每見�字字畫』。 �洹缸，f'Ji色品草， 雪足官1均已4弘揚、7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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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只要曹先此包容。 屯的人不.＆.講食不屯的﹒ a.!f:t.＊�色，
Z丸”乞的，也不處費，脅。乞白色。 令人』丸且要忽見，處處。 .:1£.�

m琪的，持不接手且在耍的通車（J已.?J:-1-四1-12）。

現暫且，要記得麓的是Z有限的人宙才層先眠的，Ir，物。
神的民進看龍麓的全轟轟還輝先眠的，物。

ms

知道的有限」，麓的夸張

「述例如今所

「見舍的」來到。

「漠的如

.¥!.lmse寸，娘要全知道。」

今訪前繪聲籠子或看，棋糊不漪，

由于麓的的很均不完全，麓的的指餅，也蚊香k牽挂不完全。
i!r�J.!色刻的出寓，，位龜兔因�雪龍的民譚”司巨－單皂的學一 窗，
玲、身的頁帽i-.Jlt單皂白色，每 一 窗 口 學令商手，令人真實愴的J同沌，
神的主札每人自由的處處。 沌似乎是牙，盾的真龜， 間不
用的「解梓」，刮起了升2侈的，槍，捧 一 ，屯的管悅息 一
切身血色挺身 一 ，已跟頭J！麓的存啊， 一 科片宙2比以彌概舍的
追街噸舟，永這屯九�必須官良先眠的，物，aJQ含量lt.1113.1..龍

，，仇

的5,-析，勢依培淵明先宅T司已遠的，物。 己試價格的活守
臥龍君是納哥哥龜，「麓的且不血色見舍頓悟，都能

恨。 J

3官E..，一 些'ft.111輪會晃晃r的，根本不是各佳的.學巴，
它們不足足人的.餅，超出了吾吾鉛坦u皂，是人的智，瞥見
沌，

a晃r吾鋒的－�等等爾已。 如果離以各車是昂之停會，

麓的局領曳的道龜兔
雪切可最后，舍，乞傲地－＊..
，也看l'-因，已全為

�x» 。

神的活»t-tk辱，迅先人的會紋，

a自己的精悵，所存在的帶旱，5,-紋

麓的位幸主題t』島人身垠的毫不杯真是，持囡囡早已辱的合
企接虫。 血色錚蝕立足考的人很少呃，！如果，S典人珍品品－－
�臥車惘，Ai*.龍會在來啊，
388

神的且也即告已以前已車全書長曳。

述說是魯派﹒旬，k派出頭L合成的...圓，，也見底雄偉到包車皂，

風于接營地方 的..學特征存在的原因。 麓的}A,；捨看起神
通濃的人，11!.守以全出魂的來房。 大JU!且色－自己的jfU舍，

附
景

不一 定是吻合塾鉛。 麓的手7j"喜Jill�含量時壘，L帶些人JJi'
悅和Hi-勻的， ，也牙之宅T挺起L壘，通車里全省處，u色的旅銬。

人民

主鬼神束縛的危陸是不容否屯人的。
�i.lt.此J明白色，？此，唯一 會耳皂白色，屯

nt•先是早早丸，每包容。

不會的， 人的龍龍本主長于接曳。 手r些人屯人均要結真起足
P屯， �jj賞月之耳晃過已研·J苟且已刁每白色，每買回TFJ5丸， 毛喜車站E車e制ttf旬，r
情，包不作諮詢，址步。
主主墨色ζ麓的尹乎乎守換看，缸，世神婪的嘯，氓。

遮不是指

珍品在要進單的謬誤早年沌。 章鬼們不宅r殺弄敏的AJ聲勢， 必
須在草督車站立為目。 麓的不能否屯丸， 童話述的超越之r !If
沌 的房d鬼， BP等于背對豆豆；..o 琨，義官，且頁愴的晨， 道L鼻蟬的l.
信，故划在錯誤的地方。
淡至d主屯旦’

手r人宅rA色丸�唔主沛甫’籠慣用的嗆a每「舟

萌．真單皂都晃揖已喜皂！

」雪兔官1最好司乏宴萌

主告雪足1fli!覓「JJi'刁r真琨都呆s色晏」，,a.「真a」吳指甘·..IA?
氫j底先指臺鋒白包岳侮除.辱’
人官1說「舟尋r真單皂都

s叩耳昆人叉tJ皂a每吾白包a誦牢？畫笛

s崑且＆宴」 ， 祂官1所封k蹦

身克丹拇白g�辱晃且a晏白9， 即啊已1f1本身，白包滄單學倉t晃
噱§白包嘍k哥！：.， 7前t岳T守．句沌壘每牙已J司白9必色3皂尋r·唱串白台。

神活

2毫不．迅先

謬誤的1風浪！
此外，

「且直接」是指有·..IA呢？也守能象索拉A.T蘭省

之 一。 首先， 學家苗在古龍＋人來當也是....辜的﹔ll.3:t「a
唔，的主紙來說是真要的」。

.a�會丸，.t. s

'ft.結是銬的建

解全都3主義耍的。 雪兔必須服Jlll;i車道JJi'氓的一切。 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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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警

車巴解守－－�J司，官u前色的白色車里講司閻王A:ft.ff司J'�人的准鈍。
量的，龔自己所芋，白色服R民主Jil瞥， 雪鬼也先根要求.B!I入獄學
雷It.Rt誓，自旬， 11吉為他們行，r:�.）、的現，4裊， .昆主事呢人文..
的...祥。
學＋胡子， 手r乘虛學第3已粉、�章先﹒句英祂

.:tc.；悔不J司的真

督我看文迅先請白色， 祖雪足令人才�悴，的看堵車已相當直在
宴會卦。 如果述后Jl又滑雪皂白色屈服，就等于A因為伯人痛試
哀.:tc.劫。 主皂試成了訊T卜， 在良』沌，L留Tlf且是， 結果久也每
每主的又過， 因為混在臺倍的重要AiJll－ι月三順耳民主。 不
迫追星Rt錢的'5j'紋， 金先弓r
S辜的人

a.a. 督旦有文革龜。

m.1ι雪且每那些a.:tc.弱，L浮白宮起相
在追﹒舍，屯，L， 麓的主劫持不是

真耍， 祂們的，也不是，。
拜讀’， 弟吽...物宅r純覓覓只tll..﹛聾的。 即是要主苟且，峰
乎可又過’，也是不宅r.i«.缺的發幣。這些翼翼，每一位)A

神

沛!I;..，＿居民主耳冒昧直在唔，看都必須帆風， 香屯九主主善各真真里， ..
等于杏，趴了其道， 我人杯銀根脹的...�，能。 兔.31:t.....三辜的
會見不足在令剝勾令人會見，丸， 在主主些原則，ι娘不錯，惑
，沌。 老先＋人且也要的．每兔才真要的嗯，漪， ..會F先混亂，
臭滾雪足111Rr1字的， 2鹿島時成為不是早祂人單是縷的准鈍。
如果混們處處仇恨自己的缺久， 章先111－.叉處處吩取
塊人的足見。 身林中的成草率都不是強立的， :P.,J之互相略
轍。 述的對中進脅，一令人拿錯了一切的真龜， 成一司、真
單旦中的全？都是窗， 量lt.111得要依此都且已。 球虫，手r勾麓的不
16).,"C.見的且，丸， 取現，不血色早年沌的，屯息， 掉，我部

神的旨

息，官長身林冉的反豫不能互相迫放（J學回16），劫哥在其龜
390

，丸白色長道。

神的到包， 曹先此相見頁， JJA·風雪屯的結壘F且是

的弟學學k吾吾�－－」已不一， 17.)�:i,J哥哥晨弟凡般互相接待。

2.

附議 ，

主ι歪lt111給學

歪鍾的途釋
繪畫。﹒晏峰的當J棒， 雪屯的Jfr;!J"A的， 是吾鉛中明嘯的

鐵切II。 麓的記預泉、 比喻.B.身3已部芳留�T一會昇旅 團
因�手字。每白色liUl!J持��相J司。 奮全零司』9每哥已＋j全Jfr當t明白包E尪單皂﹔
巫尪主揖用盡F卓全真－嘎
色ι雪足官1揖已，鬼，建u全梓吾』鋒白台，t.:i:貫一娘龍原貝!I:

2.1要硝定經文本身所說的
主主5主義本原則， 百r惜部龍章主棍，忽略了。 明智滄榜的
重要發悴， 5主義的

a札臺銓屯九真摸出真，中所舍的;tit.龜，

7前不呆挺進草草樓道各鉛中。割的嘲l弓·i籠， 3典人越轉換依
梅克tr－＝給自會汁，一句＇＂：
瓣。.

J

「若有妨？一道的， 要蟄著

龍記述銓文解釋成語T哲人在背道吋·.＇

神的香宮

a以

神的

能宮人身"5)".！：拉宮， 因此．哥官先准看吾’ 揖已用告每好
茍已白包！ 步e蓋d克5伊冒7詛屯戶－扇＇－. 哨ft.量已身？對包當tJl象至.:;t,白色，.唾手。 S忠
告誨， 鋒三丸克含量先看，直是�曹先預告：

a�!.lm 音帶輛， .￥..亡F用不

用帶璃，識，得看令人如1守每良主帶頌。
3丸旁人31Jfl: 「﹒你辜振口，麓，且給�先毋庸。 」（當會八
十一10）朱文拇前沌的繪成。銓三it�JI丸屯祥混？「敢要表
大張口」一一－i.金榜公式付不守劍－－試�其中Jfr鼎的事
淘。 「﹒你要3、采取口」一一一載于←.IA？游活抑處，心僅為艘
，乞食？

「吾先放給陳先續」一一一恥于←.IA克親賞？先標准奮的

程捧到u即成食物？這.；"C,,i全文本身，所當色的， 不要豈能出．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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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S辜的內容！
在胡文壘鋒Ri'氓的J&lB寸， 要ic!1•雪lt.111銅像的壘鋒先
鋒本， 金先看在1穹翻鋒的版本守札記原著見全准禹廟翻脅。

’

吾銓帶本看，特呈侈品之后l白色，版本， 要銀t寸其原�－－i !!Jj,7:i.參網。
帶t了本看，其謬誤之蛇，龍都是本況良的「主陣鋒文帶本」。
這秘的新帶本是誰串串。 �棧道歸咎的﹒會丸深造， 宅rJJ.、中
海孟t.�錢。 魏甸僻的不是覓處帶本， 不守稽之2注重害。 費－
I巴比者的〈祿�的唱會〉龍龍令銓文增濤不少見先， 龍
F皂

，也是...－.帶本， 不宅r過去處帆風， 附注中亦脅，謬誤。 身已垮

智龜勾當斯·l}!J看新派的﹒傾舟， 電rJ;J..JA.龍111只ti干旱，弓﹒靠版本
中嘴，命令是在督的神峰，.t.Jfi'T白色坪注看出。 司弘達，茍﹒且人帶駒，
但對記看一本A,,e:,材的。 平方不要利用，包注取代自己的結
研、 �;It.尋a'*'jji皂白色31辱。

2.2不可斷章取父
�宅rii色是當已特超過仁最多的地方。 麓的電r以拳幽靜多
詞子。
革丸，早正唱一會主主女常惜，喻，勾起3lj!J麻凡庸的吳學是插
進。 犯全文組』屯創棋，....*.3.i!t＇巳3巴金錢看提到麻凡捕。
耶和半﹒岱打

的官錢， 一次又 一 次， 直到費胖， 「息S皂

白口，費肘， 每新訂的會踢足」 。

來曾鎮和清施的費打，

息普通n此， 龍的這是圖紙地傳逛。 在先皇之中，

Jc司自

己T電r必繼續費訂本鹿悔試的首位。
拉丸，早3E.唱女

-t-..＝已習慣一常見另一則鴨子。

，也嗽，教訓用

為主，Jfi'1宇宙��－;x:.1字！述是誤解， 看看」行了文， 1良知道
，已不是指＋宅俱樂， 謂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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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瞥見鬼緝的昇來， �B寸

要成

去!lJ.巴格昔比人鋪下， 祂111的沌，且在

我JUl...t.。�宅rJA扇俞

雷些-t-.:1t..會才，且可？中海印証。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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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本主診后，喵固，汁，常嘯，被.31Jfl1字珀「我﹒苟且督的J司
丸。 ...t.下三鬼神E昆明曹長9是指祂站起已督于全祖會B寸宙材的瞥

.a.督弓﹒趴在祂

蟻。 主主些普車呆呆挺祂帶到凡的主龜幸告， 官缸
里，"ifij'電站l.。

接下來是哥林豆診后喵穴，汁，，t帝， �曹先2昏欲誤解
的公文！義的兔才不宅T悅，也為帶口， 犯弟丸三步研骨， ldt
毛3看？主害毛蓮香？因苟且...吾皂白色，屁巴虫，尋r.Ji』茄f;J忘帶8生l.A丸。 商時�雪t'fll
8長成了胃里勻， 否則雪龍的不會3ii解.....全！
重告文也且已接著唱嗈』白色，主旨局已發釋。比方， 詮釋梯，T自
來喵中帶�車站萃的紐帶， 建華�.：ie:14-足本喵是為那些�因
于沈太華鬼－每車長督會,rp之J濁的嗎t11自來人沛唔， 那/A真是再t•
血色迫泊爾辭了。 立志學人宅rj色只是口司歇會主， 全民看勻，軾的
鉅�J;穹c
長金特學文吋﹒要概此，直本臺銬。

「

JC...弓，耶酥的沌，也

混冷吾先們一切的靡，。 」（約旦且一7）殺一些...督僥解釋成除
掉官司走單位的証明。 現足， 結研是香鋒啊，接見目的人，
都知道主鬼神奇決銓不起考盾。 「血」能成先亡， 局會我
的「!ffl. J 沛流（即因!ffl.浦這成的叉車每單是）。�里所指的
是真督在吋’事果，L的.::X:.1字，
Z且泛

’皂澆濟建盯在

神甫一切的

a叉車。

2.3不可苟且， 每一字每一淘都要令人真查考
麓的要鋒幟，J曰：

「混合乎壘錯喝？」述要肉：

足于卡/A息，現已呃，？」詠�「

「足

神晃吾稽的_J ;ig,旬稽的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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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敢去S

神看「華清」的建縛。 結帶多人來能「壘清」

見「先..」.「鈍渚」的J司九旬， 其裊，己的會丸比沌告
.Jt海叉，重要。 雪t.111嘯，喻，明·�－重又一些事， 典隊，.t.－＊逛
街苟且摳， 也錢看，學法唾手iJt.真正禹廟的會丸。 吋T�行的概
哉？但＃.Ji.殺人接虫L， ﹒但龍智心不汁，：是，－.'.iE.輛。 故此， 流行的
用海哥哥B抑寸帶到

神的唱P.!f!!JA前印証。

追.�1皂局太祖官
混白9「吋－宅俱

a悽」，

..:t.�.a麓的身，L的學科質量11.ll.龍應。

是

鞏固身患麓的組』屯費,:!t�Jll目， il.111縛，－＊..11t沌汁，乎都吾先指�
世界的排Ji:-、 憎恨、 JL棍， �.'.iE.晨，應d屯鳳..先看·Rt局已曳
的。 吾鋒浪者－先提到會我的「帶呈抖，宅俱樂」， 「→﹒宅俱
樂」又非睡．擅長，車覓覓臥，.t.JJr攏的。

2.4考慮經文討這代的人的含文
ilk﹒風

神3皂，t白色，扇眾揖已在麓的窗前， 人們龍華缸，已琨

泛的知淑帶入銓叉， 記雪t.111結果學學自寸下的月tJι當局tA
銓三兔的尿丸， 因此洽特1民主龜JJt謬誤。 比方氓， 請貪官汁，八
虫，＋女嗜殺.!JI用 來混明人的腐臭恩賜， 會現﹒地帶到神
神冒金色的地龍。 如果2龜兔

.a用的混啥， 迋宅r：接虫L﹔

在!.i飽

先讀學特混不會萬里。 譚震穹的背看JW'新鉤的風見見媽一先后持
對l, ia.i全3;,•也喝U肯去d阱，見叫字品嘗到穹哥賀禮ro 1F司會河三是t揖;.J當
一＋人帶來物潰，包的札物，官鬼魂在余人窗前，已息。
全省約，當混：

「學新訝的－.A新郎。 」（約三 29）＇毫不

守明再嘲地指結告會沛攏， 因幼童話吋迢來看沌扇索。 鉤，當
是指...唔，是�首的， 沛祂自己不足，比新郎的JIii...， 為新
郎試一切的准告F， 謝�..骨隨2息。遮不去龜兔唔，嗆， B!J先祂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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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道理不座建基在牽強的推斷上
麓的具1止有些，物， 百r以w仇益于象是jft珊，沛嚕， 麓，ft餅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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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皂讀學會﹒吧，學品， 苦？，但每看？翠旦。 量t111.M.�主化哥皂白色.:tit.單且看，2章即F白色，
自由， 都要ie.1*-其中的解釋， �3也靠2紅衛沛來， ，也－�
一定是帆風已龍的了。 超越推卸？也圓的自由， 麓的要進沛
道t且已。

2.6詮釋要勻厲美人士所理解的吻合，不成勾基督徒
的經 3金 掠蝕
長金特看喜皂白寸吋t己哥哥自己不是
緝臺銬的人’ ，也不是唯一句良

ua.-1包車每機尾的』屯昂之J通

神吾吳學k學的人。 在

神

的真龜，L， 會僥所造成的共氓， 司已先緣先試的。 主毫不等
于說

.a毛第瑩，k切11.J:.，

雪屯的不呀，每��跌入虫，導r

�J司 的見解，

沛呆如果看不用的t舌， 自己可學者可昆明繡的原因。
3t7£唱it彩色自台象全S舍， -ft.111劫、．筠象全車愈合乎牙之A謂民袋子白色，毛手
賄， 只手r
嘎’， 均主主勾

神的管才是。 札另一月底唱會， 均已豈不只是且也
神相叉的錯駿。 接1守﹒局迫銓遍全相途的詮釋

都昆今腳色的。 民混才能貫主的鐵學勾風吳先命的鋒數相
述。 帶多人�﹒民坤、曾民喝，

己學忌�永沌的且可命﹔3宵易啊，

一些人以民虫L了氓， 毒pj巴金錢啊，�－�泊位，凡。 玲：新約中
果醬銓三兔的主全糖， 必須．每...督僥鋒駝的，真相尋Ci層。

2.7新奇的途釋一一「嶄新的亮光J不座急速的表述
或接受

rea殺謝軍一旁，

台的狀想之后， 宅r禹色

ll.1混揖元丸。 細』屯彷研．每存持

.a眾最韌的概飛：－Jll繪濃的，

﹒倍，1,3:鬼

神概念..等于A穆鶴的ta夢。 帶豆，人��tt'tt'地且已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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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

結果仰自己所混混蹄聲的肘， 重新的，

拭

帶立場..采取自足的，屯晨， 且是拇謬誤的.辱。
此外， 龍人所提出的新 概會，也不放匆忙接見。 成嘎
旦人缺秘書瞥，

因為不接!i:.「新」的福音， 除非�

進中海即缸，

神的

「耍，記得混沌Jt..句不是」， 才背接見。 吾吾

鋒事k串連的不要相會一切的咒，

「地墨色覓處那些晃晃出

1 ）鬼魂的鐵學局接!i:.怪弄的概

于

神的不是。 」（約是因

會，

Jl.1夢 已戶崖，最Z診的地方。 正的，且不再聳立也操！（越是

-u

另一紋，桶，鐵餅，取九的鋒式！獄，L廿一8)

3.

歪盔的座用
＊＝＇�壘鋒的.8L.用，

神的 .:ttt&.m

雪lt.111要司r處jJjf'吽苟ir:

_..,,,._,u巴

a典�先生脅中﹔二是雪lt.1114.ffl-i各銓，

re紐式的真翼。

麓的要先注跑到，

辜汪其

奧運不.8L.純粹�神擎的裂成來？費

遠、 巷，.s.J4ta巷， ，也不守�－學巴爾..。 比方氓， 新約
中的唱會是很
義瞥，
B寸，

a.a峙的，

真真連接

a�幸脅中結出身感興賦予

以龜兔鹿的先命育學...督。 由k此， 象吾吾考，＂＇歹宙喵

雪龍的的自棕本身LA明白吳學鬼1Jll’ 這帶給予1:tE.＇.麓的

a�繪中所4記得的地址（百二6-7）。

心中

J司祥地，

用�.:it.比.::fS；：；.司曰i.1.... ，帝， 到也車里的主丸，宜不宅r

超越�原本的目祿，

�宅r

�

「祿的全省以且在督耶酥的心泊

，屯」看出。 是直督且已Jft±的轉，拌，
快雪是1/ltb'...。 此刻、，

不且lliJ".ilt111足考， ，也

以9學Jft.：：缸瓦，三三寸，.＝.1.a--t-；：；.帝的

神嘍，J!A!.成本底，ljll.jj告叉的主要自緣。 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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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轉，棒，

.a.督教看�旦ζ

只9召會的S已成了摸籠， 址瓷的以精住自己

的�－未聽宴子。 迫A戲切11的自槍不且是2籠罩且就是行為。
道i,；神詢弓－�Jlt.�-it色。 麓的的自棕均是息越吾娘告中用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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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明扁豆乏真題的比喻、 頓取乳房泉，祥，。 麓的弓﹒趴在
卦，給吋注趕到， 要在預昂之勾比喻，L合辦鹿鼎勾當碎， 持
不晃一一件是學品的導 人 在預昂昆主事比喻中， 所用的學家昆明
嘯的寒窗，

逗我銓特．每鹿鼎在學墊在辰，L融合起來，

a.；.白色，。

為全鉛翁，每泊之益于民』屯見中所要
的起雇主主吳似的，

因

詮釋逛商神采陣

因此麓的記，皂的扭納一起。

3.1預表勻肪史事遮不能設立道理
起i,；是什、揖μ辜的.M..9l!J。 可民3、，九甘、iJ之道i...魚台旬，宜昌皂倡忌。 至賈
母已－房.!J.已亨通的鋒文， 部主兮的周先冕成為果純真罵的現l
証。 吾改蓋全是
游沌，

神賜予人的？較大帶到t, .. :i.D..＞、Jjf'f.告熱血的

，也會看，進單局制証。

忽略低�述一成， 造成了;tt.�tJ3"1r�.旬混亂。 學人
換了回民錯，五千人的試，J"' �中讀�謂當持者。每汁，；：：；.J直守
妙的退還一一一完全逛街根義和建立在幻想中的到UI.
..肅認混混混混成本守置織的事興。

...

視，人在安公會中J同
于哥哥始， 其.，'C,jι

說呆銓文所當色的！

．

「沌，也封面的女人黨主我祟的

甘－�？」明晃的禮串串

a.i:寞是：

」如嗯，帶頓安錯看混 ．

血色血色情撓的帶墨爾昆明。
白色，當已告急！

r.，－.見車覓覓3、

」（先給情司已如宵）�費﹒晃晃冒先

•..t..

一位學�1'1-�Ji己特米線，

各11, 1F一 系列的帶到包。

主游者才每.:ttt.11， 都啊，一 些竄入最臥車皂，萃的比喻，
司長些真運和鋒i芳。

一

「足九

吋、人�掉對毛幣2龜：

當已明

「it.�來吾先想到
397

倩

吾銓."3'l1脅，旱，方宙的..學！」明旦的串串串覓， ＋錯進祠，！
一位組女在辜會吋﹒沌祥混．

「沌些錯三丸堯然包﹒會主主營電F

妙的�切117」麓的哥哥昇次說， 道忌；是Jil.浦r
主主是各-1!liJII帶良母L不
學J'1的毛主丸

.a.J\!..的。換宮之，

a象至3斗中！ 當乎到t.J、JJr會虹的牙之3:t.:Jl..&.ffl起L

..w-�苟r蹟忌，

當局已叉子， 藍色a�B!l先ft真7前來

自3-tk切11。
麓的弓..＿結深入喻.，－.1-仁是單J�自法”， 草草麓的弓﹒以以
哺t.,-.i.的方2式， 帶進車全文。 草草雪t111吾皂1屆li己， 對己益告文的

.a.m

.lil.t告文的串串除.學昆虫？。 為了全全糖， 雪屯的創換車全叉， 以
1昆在車已其中的－iJll肉早已﹔在店用，L， 護首1胸懷臼寸， 記，已
刮過成果真濃的每敗。
曾看入學血色正錯說明哥峙的JL弓，在香清白色，車，.t..
不符;J:!J周年輛輛且例已們這...吾物， ．但革J順.lil米拉砌的JL
a于嘟

宅T臥（民，t 7-9）。 龍卷法以進一成「混明」氓， 既然

召會看「吾冊的寧寧」， 在，辱中利用身忌器是不悔過的。

•.it.

但見祂到處散了T卡./A？龍不足1風浪潮J.ffl呆器堯繪的， 當先
導干31.ffl﹒任T穹杏鉛

的原則。 龍�J｝現主主銓又說明旭自以

泊異寸的真J1l。智且．不混血周五k暑SJ足球是豬的洞見， 31用
恥，L白色鋒叉， 純粹是鹿鼎， 錢啊，各1可根戚。 進'ffil仗的原
則主主論誤的， 否則， 任甘人電r
舍身，

a.m 槍子，

1司 祥「混明」告會調手f.lll

用曉。忘帶t.ldt語1守主音符看不且已)61.,1皂白9.*

宣言翁醉A會甘當已由包。
4且用結叉的讀書－A本原則是：

r皂必須建立在漪，定的

故切11...t.., ＊且．要局委鋒清晰的欽岳詐和t皆。 泛A.5巴金會堪
的。 如果麓的啊，自由， 唔，電31用公又加以庭用.昔比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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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用廟會，

.a.

童話局已�－他先ilLR!.laiJll 89混銬， D./A裳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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趟車Uc不守諱。

3.2 18釣沒有解說新約的真理
按車去三ζ本身的話已明， 新約真還u之后來的扇索。 福音，
的真連接險，L己銓札影Jt....a預氛中旦出來（3=三21)，彌足
典肉來車昆主主告﹒世記�..真的原則（3=四

1, 16）。

萬福音．民在

a-... agJiU趟，L、2加學
19）。1于a會翼翼里方窗，

新約中才見嗡地扇恭明白， 不考台
....t.浮白果紋，J:..(3=十女25﹔1錢后一

見舍先錄在l日約中找到， 因為不曾在其它的世代中!it明
(JJ俱三5）。 沈太人局外錯人會﹒爾為一成為真督的身障， J司
奉承造的先命， 民已？全是新鉤的教學。 最后， l日夠完全舍先
提到智發i斬夠自寸T℃白色3:t.程．。 起i.l:立起晃一·�皂白9.,.1銜，

a會

台9且已正泣， 2萬」尋富唔r白色民己看舍是3方址。 最rj包Jl－§，�皂白色，�﹔ IBj包
吳偉塘的吋能（J已加拉木唱）。
主辜負呆五繡的， 麓的海建文述三步地混：

「敢不守以

札I日詢中持續脅。 」沌肯定是完全用戚，真的說錄。 祖
嘻r＆讀終牙之是巴1日詢中民已毋庸對包是軍司俊 t但 3長﹔ 會主＂金每月三血色�中司唐
見，真，最多J」ll.!@Jt畏的人
福音

�a峙，丸，

不呆事后聽.，令白色，

－.;i乏足食學瞥，益。

神在l目約中己對Z

的一切拌均－.Jt.1:賣會人接民福音。

神

神。

不足， 抽著新約中福音真違章先看錢割的’， l日約Jl
逛街致我雄事件宅TJ.Z).A辱的。比方曉聲樂滋..:f1J周期j朱t己
，＋食毒E中的病又羊童話成果，�Jll.M.'lil-A掀草草﹔謂的融會主，是
終格成為ft.mt者， 背負倉健的mt浦§旦進。 主屯繪滲出于不
仇恨福音的扇封裙， 新約根本完全逛啊，主鬼神，已切1189相皂角7。
�宿舍昂之當已， 1日約只血色;.EiiE.新鉤的漪，皂，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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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會單包車皂， 雪鬼們哥哥揖車頭：，，；延安1"1旬 穆巴， 以
約中

.a.督局

ta兮的，已

弓，民。每系的話1可棚子。 1日約法手r

學， ;ig.晨五磷元忱的，J'.g誨， 不是， r缸，也看呀，多曹是前的耳
其flA插進，.f:t舍的，試比it盯著利用為鴨子，亦汁，誨，會通。
但鹿鼎的自寸誤， 要付自寸切t己，色的元揍，睡不到：.A測弓﹒， 不
是真.本身。 雪It111&Jfl;ig.營商弓，吋必須..，.，，屯， 要，...學新
鉤的教學， 因為...舍的翼翼， 是在新約旦宙給表們全宙
扇眾的。
1于于新鉤的進程， 量!t.111哥哥.31JflJ司祥的原則。 換句管
說， 麓的不宅r

m 1日鉤的，rfJ)J含混成是新鉤的試錄。

建已＝看不久前，？人為嬰Jl..�混沌輯”，妒， 龍的覓翱$..31

m 學習札司、JI!.�品的，r倒燕文虫，祂們的故樁，

起；.呂與令龜

看。乞槍！另 一 辜汪來自哥林�前喵吋’，一 軍三令：「．．．．．．
都札．．．．．．海．里，L澆扭了學，宙。

J

.31用的人，已.；穗， 既然混

「都 J ..包給了小紋．每見人！ ;i:鬼神解釋含有笨重繪畫臭。
首先， 所割的錯jl;,.fil�， 陳

�a用l日鉤，拌均鴨子， 不

是辜汪明�氓的方笨， 均是說明勾葬t圖像妥秘Rt喝帶來的
危陸（6-12可t）。除了說明事情的�外，昇 一 次氓，明，但不
足足令胡子， 完全不足伍已銬。 ”色 一 宅T接見， 電r

m 昂之三記J會

原則的混銬，－.A新約銓丸本身的明繡伍已錯。 �－但如此，
那些.31Jfl沌料制弓咱色，人， 手忠告鳥是誤用了r巳�1*89會沌。
在前已我童話B寸的屆海中， 根本完全浪者紋，t�麓的亨， 迅
先

.a彌品見，的。

其裊， 看人混：

「全省吋﹒包者牛羊在竭，

a�混！」

宅rJ是麓的不會推斷混'ft.111尿中的牛，也

400

3.3我們要按氾事件的農況

附

雪t1J'l月三守..啥呢人， 在各鋒，J:..者巳緒， 民犯錯文章告成

眾

寓言。 護首1要縛，E強媚， 迋墊，許：；..呂奧在－＊－止， 沛f ＇.義111Jfr
氓的寫宮化當已明， 不足足紀啊，簣，帶當局已勾賊。 否則，
屯人為銓文1$.!J.已不真真的處會－.a屆海中r旭先，很卓忌逃兵延
東韋造的當昆氓。

3.4

一

則經文的店用不止 一 神

1t

且人甘肅�憫， r色電r 色尋r
本身勾

�科鹿鼎。

首先， 晃著宮會看

神文章盔的鉛車金， 越重全.ij金華已全且在雪t111.鹿鼎中，﹒忽略

了。 此外， 電r以認re.a.ma頭，能會我的風吳錯縫中。 甘
肅羊毛有事昆明J&L.＆很強的預言肉,3.o r己的混混超越了哲學蕭
1"F稽的��紐驗， 預言F了土耳”乖起已督的重全身和龍駝， 品A

a以色列人靈敏結果和最后的書記譜。

因此， 見J}fl銓又中

人物處，r降為現l于吋’， 另一令人宅r能看出另一神相當采
用的鹿鼎方丘， 捕﹔蘭省都一祥合起， 只要re,111待會

神

t舌惜中漪，皂白色.aiJll。
3.5預表或比喻的每 一 細令不 一 定都帶有含意
看，人說， 不要認比喻「童話祥一切」！比方氓， 在主
的比喻中， 帶�"f告統的滄持要細心坪咕， 因為它們宅rJt色
太別重緝令。在慕華些比喻中，’t，屯叉車先在商祥家宙之一，
其命的不��材，已。 嘴，些人息�祥麟， 過口好，鹿為現J3E.人

a庸之各有會見！�垂善解釋中看﹒吾吾只是

的車戶、 且能載于

！嵩山已喻的主要自祿， 是當已明雪鬼
幻想， 也很濃浪人明自「Jll.
們的「旬會 J J之憶， 龍...麓的Jiri:賓厲的﹒ 甚i是麓的的

-t- 37）。

最大吾先人， 童話呢萌﹒帶喜皂白寸， 麓的包庇神是予相見。（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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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之九：前掃：－

.a.唱，僥脅，走刊出

一

，前啊。每.];I,�、搞會－�暫且汁，

且，＋＋賣合比旬，很祥辱的「詮釋」。 作看法會五＋責安
「舟，要三足了

J� 一 句拌了長3庸大愴的游麟，

注明會我會

9忌器i¥.Ja-9-。龍混油A吾叉，既然起峰，r舍的地峽周恩，
「沌，k學」胡島的先指會僥宅T以啊，壘貝爾嚕，缸， 祖最終
手r摺兔子F兔的宅r禹色怯。會主A..：聾＋比喻的－.
. 1.111， 果已：脅。每主的
昇來，

來的自寸誤， 特－＊－•一些自草像是倉健的， 已絡會良

好准告， 頭T另 一 些則這�衡。 如昂，血色t肘，逛一 泉， 又t己
哥，所用的商于， 在巴勒－－龜且是帶幣，凡的’，根本佛要汰
賽周，挺重成

�a「油」的「會見 J

－包， 因為油持其它

的緝令不足晏海寸托爾巴。
全身告看看....混沌比喻的一 般能自棒，a.ti告文�－辱，
..守省春濟9不必要的混亂句地處。 ，但示，悴宴請寧持每一
詞句臂， 如果敢．聾發要迫命學會鬼， 商｛U會落入困足之中！

3.6同祥的事物可有不同的比喻
�...昆明里，祠的另

一

息宙﹔在L

？

aA用鋒又時， 前已麓

的，乞傲的晨， 帶多人錢看按鳴喝拉用！麓，味道－11t1誓
旦a看車，難告會不守且已是「�旬，的新組」， 因為在恥，所
啦，三’，

re缺司車站「

一

＋男人」， 男人也能對新組！

宅rAi屯的在金錯中鋒嗽，－＊.aJ司裊的況，缸，比'21'「書記3、文
（
五5-6),
劫之中的獨于」展現，成「真吳牟．．．．．．象是故幣2志的」屆
1晃晃采

，.制于之

一

。酋長此，餅，耳昆j已是自前自式的象頭，。

比可甘示.:r:t.A'9l﹒子， 不用的比喻， 電r以用來嗯，巳J司，學
家宙的�Jsl'2]'1Jij。 沌，且是瓷盯在現J.;長t己，＋穴，看見獨
具勾屯的原因﹔一 又咒，lJL’，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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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員真的先﹔另 一 只能象

挺身ILJA

神窗前私通帶舍， 爾看JEi)Jt.－卡學學.:1:.1宇宙台獨＋

恩宙。 一九不足于昆明爾看， 試比偉棒，J;.Jfl嗨，多學物來

附
景

說明真督的丸。 �淵明道V停式的.:1:.1字， 佛要帶�比喻，
身L；蝕一＋比喻不會多汁，全汁，裳。
室。起�·雪屯的可尋覓1萬已超已i果真巴。 A雪足吶？串串3、白色，全全軍爭是身旁？
自在一切，宮，L鴻章足的情恤， 去令賜﹒旬章t111月于久缺所得耍的
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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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景二

中英姓名封照表
二曲
Boo曲

令維廉

三面
方恩斯

Wams,Johann自

E斐德

Wakefield. Bishop

E斯理

Wesley

大E

巴登

Bi:rton,G.A.

戈你伯

Guelph

文肯特

Vin臼nt. J.H.

立T克

Funk

比則永

B臼cher, Hemy W訂d

比克林

Pickering,H.

毛尿

Mauro,P.

利文斯敦Livings□m
□
c,D
凶
avid
U貝
然
司丁﹒路得
b且也er.M缸世n
只佮
﹒
再太 亨利
Hen旬，Ma細胞W 貝
恩
司全全頓
Melane曲。n
﹒

耳加雷

Macaulay

司于斯

Mani肘，J.H.

再干 L赴

M個risoo,G.H.

司克

﹒

吐溫

Twain,Made

司素句：

M訂shall.Alex

再斯

Marsh,F.E.

圓圓
為夫安

Upham

籃里根

Origen

巴力之札克

Balz.ac

巴克永

Barlcer,H.P.

巴芬

Buffon

巴格

P訂k釘

附
錄

Pell,P.J.
Baron,D.
Pa白，E.J.

xis尼赴

Tennyson

滯銷

Dennett,E.

三括海各

W倡“Ott

事恩

V祖e.W.E.

主有廉斯

Williams

事 ． 慕迫

Moody, W.

五函
原克特

Locket. H.G.

原克涵

Rackham

卡伯迷永

Cover1也le,Mil臼

古 !!I 訣

Glover

古頓

Cruden

古斯則

Goe泌sp自d

吉德曼

Goe泌man.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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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雷

Torrey, R.A. Dr.

布雷

Bray,Billy

史太拿

s

平克

民址，A.W.

史�氏

Strong’ s

弗甘

Feg妞，J.

史園志

Scroggie, G訕徊，Dr. 弗朗明

史哈拿

Smi曲，H.P.

甘銘

Cumming,E.

史泰克

Stalker

甘賴特

Canright,A.M.

史特甘

Steg姐，T位

白金斯

Per垣郎，w.

史密夫勤斯

Smiffkins

自源減

B抖ngton

史密斯

Smith,J.

皮示赴

到叮son,Arth叮T

史惠恩

Swain,Miss

札奧德

Ridout, S.

史葛特

Scott,W.

艾力﹒希梢埃

Sau缸，Erich

史福斯

Swift,Dean

艾文恩

k叫ne,W.C.

史德特

Stua此，C.E.

艾朗賽

Ironside,H.A.

司司力之

lmmer

艾略特

Elliot, George

司可福

Scofield,C.L

艾森蒙怨

回se曲。wer, President

司可福區生

Scofield,A.T.Dr.

艾德森

Edersheim

司布真

Sp叮geon,C.H.

然德 f﹞

六函

Erdman

尼永赴

Nelson

尼維斯

Nevins

布札茲

Bridges,Chas.

布拉句：

Burrell, J.

布洛斯

Brooks,J.H.

布朗

Brown

布朗宇

Browning

布烈克

Black,Jas. Dr.

布烈其

Blackie

布茱安特

Bryant

布魯德斯

Broadus

位

Remi嗯，Canon

芥治﹒穆勒

Muller, George

並浩特

Arnot,W.

學力之赴

Watson, J.B.

牢獄特﹒雷里

Raleigh,Walter S控

竿挪力之

Wagnall

半夜半斯

Wordsworth

學特利

Walterick

吉伯恩

Gibbon

安京尼﹒葛魯斯Grov間，A.N.
安古斯

Angus

安汝慈

Paxson, Ruth

安妮

﹒

弗林特

R泊LAnnieJ.

坎伯﹒摩根

Morgan, Campbell

安莫宇

Armerding, Carl

希特拉

Hitler

安德赴

Anderson, R.

庫夢吉

Crockett

學尼

Binney

手拉伯佮

Chan齡扭扭，他叫Ile

溺赴

Thompson

杯克利

Wycliffe

渴慕持

Thomas，個且也DR.

杯特

Whyte,Alex

米勒

Mill缸，A.

杜丸特

Duffield

釣拿草﹒愛德學滋Edwards,Jonathan 杜哈德

G前hardDow

釣瑟夫

Josephus

杜德斯

Dods,Marcus

約翰﹒本仁

Buny姐，John

街氏

Young s

約翰

D訂by,J.N.

法永摩

Vollmer

紀笈理

Ray,JeffD.

沙非你

Saphir,Adolph

迺

Meyer, F.B.

狄生

Dixon,A.C. Dr.

邦納

BonarDr.

亦然囡

Soltau, H.W.

邦茲

Bounds

亦句：囡

Soltau, H.S.

亦格拉底

Socrat自

阿其貝﹒布朗

Brown, Archibald Dr.

菱可

Mackay, W.P.

菱城恩

Mach凹，G.

菱格佮

MacLaren, Alexander

菱格根

Maclagan

菱康基

McCook句，Jam臼

菱敬道

Mac區ntosh, C.H.

菱新

Mcheyne,Murray

﹒

遠都

m

七面
Hynd, Peter

亨特

Pollock,A.J.

伯尿克
伯納﹒史坦利
但以理

﹒

Stanley, Bαnard

魏斯德Webst仗，Daniel
Jowett,J.H. Dr.

佐宅特
佐治

﹒

亦念之囡

Soltau,George

佐治

﹒

雷斯理

Leslie,G.
Hurlburt's

何伯特
何治

ψ

:on

耳

附

’

) k面

何信

11

京克

King,Guy H.

何斯特

Hoste, Willi紅n

依維

Eavey, C.B.

克約翰

St.John, Harold

洗迅

Simpson,Matth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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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德斯

Sand，位s,A.0.

修斯

Shields,T.T.

凱沙

Keys缸，L.S.

威力之赴

Wilson

奈史密

Naismi曲，A&W

威廉﹒克理

Carey,W沮iam

奈伯

Knapp,C.

施西分之

Cec且，Rober

奈特

K且ght,W.B.

施迷德

S個dd,C.T.

居札

Curie

柏約翰

St.John,Pa甘icia

杰士德登

Chesterton,G.K.

柏狄士

Bettex

杰茲

Church, D ean

柏恩斯

Burns,Rob叮t

杰莫生

Jamieson

柏勒

Bellet,J.G.

林奧格

Ryn,August Van

柏德

Boyd,J.

林登

Linton

查危之斯﹒西緬

Simeon,Chari自

法塞特

Fausett

柯德

Godet

波汶

Boreham,F.W.

洛克耶

Lockyer, Herbert Dr.

�伯赴

Robertson,A.T.

活特

Wood, Nath.

�旁林

La囚妞，RoyL.

祖德赴

Judson

�杰特

Roget

祝安德

Juk郎，Andrew

�格斯

Rodgers

胡持登

Wolston,W.T.P.

�蒙忽

Rus防扎McWa句Dr. 胡持德

Wu闕，KennethS.

�雅斯兄弟

LoizeauxBro曲的

貿然

Moule,H.G.

9 德�

Ro也位也m

費分之伯斯

Phelps, DR.

肯尼比

Coneybeare

賀均可

Hall,Rob位t

肯特﹒米勒

Miller,H.S.

賀格

Hogg,C.F.

英格里

Inglis

併

迫特

Thirtle

神斯

雨果

Hugo, Viet叮

十函

九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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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田

Jon筒，M.L.
Jon酌，Wm.Sir

夏仕藍

Haslam

亭斯

Tyngs,S.H.

夏弗嘉

Havergal,F.R.

俄耳

Orr

夏米頓

H紅nilton,James

夏柏赴
宴斯頓

附

Hab釘sl
one,J J

朗格

Lao度，J.H
0
.

格拉克

Clark,Arthur G.

殷切芳

Inchfawn,Fav
叮

泰勒

Tavlor
] v•, W •
.

海斯格

Hyslop,J.

愛默生

Emerson

憂可育

Nicolson,W.R.

憂侍危之

Newell,W.R.

荷永登

Horton, A.E.

莫句之霍

Mooreh開d

莫持信

Mawson,J.T.

莫法德

Moffat

莫夢

Morrow

莫豪斯

Mα>rhouse, H.

萊均可

J.C. Ryle

渚克里夫

Nor曲cliffe Lord

i若曼﹒巴特烈

Bartlett, Norman

賈亨利

Clay, Henry

賈蒂

Gatty,Madame

郭耳然

Kraumacher

郭本恩

Cockburn, Lord

郭威力：

Caldwell,J .R.

郭德、耳

Coder, M.

高仕

Coa紀S,C.A.

高史密

G。ldsmi曲

高柏

Cowper,W沮iam

錄
培克

Baker,E.

培根

Bacon

蓋伯林

Gabele妞，A.C.

蓋恩夫人

Gu yon,Madame

第分之生

扭過自sen,He血y,C.

第莫登斯

Demos曲en自

第奧寞

D ’Aubigne

第斯拉里

Disraeli

首位克茱

Thackeray

＋二面
搏僥本

Broadbent

奧吉斯丁

Aug1跨世ne

彭pi

Benson, C.

彭頓

Paton,J.G.

斐力斯

Philipps, H.I.

租車科

Pentecost

葛主德

Grant, F.W.

葛里索斯京

Chrysostom

葛拉克

Gregg.John

葛拉普

Grubb,N.

葛烈特

Collett, S.

葛烈斯敦

Gladstone,W.E.

葛普斯

Gibbs,A曲“P.

葛魯斯

Gfoves,Henry

葛雷

Gra y,Jam郎， M.

轉德腔

Henderson, Geo

轄德曼

Haldemann, 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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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
道

魯夫

Luff, w.

霍格勒

魯文德

Wright

十七面

＋三面

戴﹞i斯

Davis

筒宇斯

Jennings, F.C.

戴觀

D垃妞，E.F.

蒙戴尼

Montai伊e

戴德生

Taylor, Hudson

藍士

Rmm那 William Sir

藍柏

Lamb, Charles

十八面

藍斯基

Lenski

藍普

Lamb,M.T.

詹伯斯

Chambers, Oswald

詹摩斯

Chalmer, Thomas Dr.

路得﹒米勒

Mill缸，Ruth

＋四面
嘉札

Kelly, William

慕迪

Moody,D.L.

十五函
德芒布

Trumbull

德克拉斯

Douglas

撤母耳﹒史密斯S曲曲，Samuel
撒母耳－歹德福Ruthed剖，Samuel

朦鍋分之

T前ner

黎克格

I品的ock,S臼phen

黎附光

Willis

黎梢利

Rip ley

黎頓

liddon

＋六函
薛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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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d拉in

Chafer, L.S.

魏母斯

Weymouth

魏格去

Wigram

魏斯還

W自twα祠，Thos.

魏斯德

Webster

福音訊息被需要褚告的預告及有效的情迷，其重要是

元可畫疑的。遠不但是
要特別笑切！

神的召全，就是每位基督徒都

我們面封 一 ↑沉痛的事裳，資深的情道人因萬世而愈

來愈少。他們 一 生忠心，最后 一 ？又 一 ？的把手中的福
音火炬放下。准回繼承速些自忠民霜和可靠的老故士 ，
把

“

”

基督棄耀福音的光 帶予每 一 ↑坐在罪、元知、漠不

失心、迷信及不信的黑暗中之人？看東述問題只有 一 ↑

答案， 而且是盟而易見的：年青的信徒必須壇朴遠些英
勇餓士遺留下來的空缺！

主蛤每 一 位信徒友出明嘯的命令， “你們往普天下

去， 情福音蛤方民昕。1可16: 15 l本有出版的目綜就是

幫助年青基督徒履行

神交托的責任。

非�晶
FEI MAI BIN
SH-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