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6/5-6/11                                               照着那灵的引导、作工和说话作一切事；为着主独一的行动， 

尊重主是基督身体的头；受基督身体的平衡，好蒙保守在其独一的一里（诗606） 

Ⅰ．凡我们所作的，必须照
着那灵的引导、作工并说
话；为神所作最好的事，如
果与那灵无关，就成了宗
教： 
林前12:13 因为我们不拘
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是为
奴的或自主的，都已经在一
位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
体，且都得以喝一位灵。 

Ａ．在使徒行传的开头，那一百二十人没有形成什么、开始什么、发起什么或想要作什么；反之，他们一再祷告十天之久；他们的祷告绝对是在那灵里。 
徒1:14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并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坚定 持续地祷告。 

Ｂ．然后，叫他们希奇
的是，那灵浇灌在他们
身上，他们就成了一班
完全在那灵里的人；从
那时起，他们无论作什
么、说什么、到哪里，
都完全是在那灵里的
事： 

１．五旬节那天，当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说话时，他并没有离开那灵说话；反之，他被那灵充溢。 
徒2:1 五旬节那天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4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溢， 
２．在行传四章，当彼得对宗教领袖说话时，他又一次被圣灵充溢 
３．司提反也是一个满有圣灵的人，他凭智慧和那灵说话，无人抵挡得住；司提反乃是在那灵里生活、说话、尽职的人。 

４．腓利在那灵里传福音，
他没有定规要传福音，或
定意要这么作；他就是在
那灵里生 活行动： 

ａ．因此，当那灵吩咐他贴近车子里的埃提阿伯人，腓利就跑上前去。 
ｂ．腓利把福音传给太监并为他施浸以后，并没有打算要离开；然而，那灵“把腓利提了去” 
ｃ．传福音的腓利要去哪里，不在于他的定意，乃在于那灵的引导；那灵引导腓利传福音给太监，
传过福音以后，也是那灵把腓利提去了。 

Ⅱ．我们不
是在一种
运动里，乃
是在圣灵
活的行动
里： 

Ａ．我们大家，尤其是青年人，必须记住：在那灵里，没有运动
这样的事；那灵必须领头，那灵必须作工，那灵必须说话，那灵
甚至必须作我们的生活： 

１．我们这些在召会里的人，必须是完全被那灵浸透，并完全与那灵是一的人；果真如此，凡我们所说的，
就是那灵说话；凡我们所作的，就是那灵作的；凡我们所作的工，就是那灵作工。 
２．在使徒行传里，我们没有看见什么运动；反之，我们看见那灵的引导、作工和说话。 
３．在使徒行传里每件事的进行都是根据活的灵；没有一件事是照着人为的定规进行的。 

Ｂ．在行传十三章，申言者和教师没有召开会议来讨论并定规事情；反之，他们事奉主，禁
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 
徒13:1 在安提阿当地的召会中，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结的西面，古
利奈人路求，与分封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2 他们事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
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 作的工。3 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就
打发他们去了。4 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 

１．这完全是借着基督身体上那些忠信并寻求主的肢体，在地上与诸天之上
的元首配合，凭着那灵、在那灵里并同着那灵的行动。 
２．因此，这不是人所安排的宗教运动；这是由基督身体上一些肢体发起的，
他们借着事奉和禁食，给身体的元首一个机会，使元首，就是那灵，能将他
们其中二人分别出来，完成祂伟大的使命，开展祂的国度，好借着福音的传
扬，在外邦世界建立祂的召会。 

Ｃ．使徒行传里没有运
动；只有耶稣活的人位
活的行动，这活的人位
就是圣灵： 

１．当巴拿巴和扫罗（保罗）遇见一个行法术的假申言者，圣经告诉我们，保罗被圣灵充溢，开始对他说话。 
徒13:9 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溢，定睛看他，说，10 你这满了各样诡诈和奸恶，魔鬼的儿子，众义的仇敌，你歪曲主的正路，还不止住么？ 
２．行传十三章二节先提巴拿巴，后提扫罗；然而，领头说话的却是保罗；巴拿巴和保 罗没有召开会议，巴拿巴也没有在会议里说，“从现在起
你作出口，而我当助 手。” 
３．没有人的讨论或定规，却有圣灵这活人位的运行；是被那灵充溢的那一位说话 

Ｄ．使徒行传唯一的一次会议是在十五章；使徒和长老聚集来处
理一件事情，二十八节说，“因为圣灵和我们，认为…”： 
徒15:28 因为圣灵和我们，认为不该将更多的重担放在你们身
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 

１．会中没有主席，主持者乃是圣灵，就是那是灵的基督，召会的头，万人的主。 
２．保罗、巴拿巴和其他几个人到耶路撒冷，乃是因为耶路撤冷是割礼这异端教训的源头；按照神新约的
经纶，神在地上的行动没有总机构，也没有 控制别地召会的总会。 
３．在神新约的经纶里，神行动的总机构是在诸天之上，并且管治众召会的，乃是召会的元首基督。 

Ⅲ．为着主
独一的行
动，我们必
须尊重主
是基督身
体的头： 

Ａ．我们必须从使徒行传这卷书，以及行传十五章使徒和长老的经历有所学习，绝不要凭自己定规；此外，我们也不该给别人建议或指示；我们没有一个人够资格这么作。 
Ｂ．我们不是主，不是主人，也不是庄稼的主；唯有主耶稣才是庄稼的主；祂是主人和基督身体的头；我们必须尊重祂，而不凭自己下断案。 
路10:2 就对他们说，庄稼固多，工人却少；所以要祈求庄稼的主，催赶工人收割祂的庄稼。 
约4:35 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么？看哪，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发白，可以收割了。 
Ｃ．许多时候我们替别人有所定规，也给人指示；我们不可以这么作，我们必须祷告、禁食、等候主。 
Ｄ．我们应当对祂说，“主啊，你是我的主人和基督身体的头；我没有资格，也没有地位和权柄作决定或吩咐别人；主，我等候你；我要知道你的旨意和心意；主，我要晓
得你要我作什么，要我的同工作什么；主，我求问你：你要众召会作什么？” 
Ｅ．我们都必须有这种态度；否则，我们就会侮辱主，至终祂会把我们放弃；元首权柄单单归与基督；只有祂有元首权柄；唯有祂是独一的领头者。 
弗1:10 为着时期满足时的经纶，要将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西2:10 你们在祂里面也得了丰满。祂是一切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关于世界局势与主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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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传统的基督教失去主的同在，因为在基督教里，许多人自居庄稼的主，自居工头；我们不可重演这悲剧 

Ｇ．虽然主
使我们有负
担出去，将
国度的福音
传到整个居
人之地，但
我们不 该
使这件事成
为一种运
动： 
太24:14 
这国度的福
音要传遍天
下，对万民
作见证，然
后末期才来
到。 

１．我们凭自己替别人定规任何事，这对那灵都是一种侮辱；倘若我们这么作，我们就必须悔改；如果必要的话，还要求别人赦免我们，因为我们指示他们该作
什么。 
２．我们没有一个人应当告诉别人该去哪里；这对主是何等的侮辱！ 
３．倘若我们这么作，别人就不需要祷告；他们只要照我们的话行动；这样作就篡夺了主的地位，把自己当作主；这对主是最大的侮辱。 
４．我们需要帮助别人接触主；青年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祷告；人可以受感动加人运动，却与主没有任何个人的接触。 
５．主给我们负担，也引导我们去校园作工，但青年人必须把这件事带到主面前祷告，并重新把自己献给主，说，“主，我要和你一同往前；主，你要我去哪
里？” 
６．每一个人都必须祷告，直到清楚主的引导；每一个人都必须被带到主的面光中来接触祂。 
７．主的行动是往校园去，祂也引导许多人去，但也许在祂的主宰权柄里，祂不许可你去；这证明我们中间所进行的不是一种运动，而完全是主的引导。 
８．我们都必须进到主的面光中，祷告一段时间；我们不是在任何一种运动里；每一件 事都必须带到主的面光中。 
９．我们都必须学习这个功课，没有一个人能够替别人到主面前去；那是圣品阶级制度；甚至我们中间最新近得救的，仍然必须亲自到主面前去。 
10．最终我们都必须能够说，“我要去这个地方，因为我求问过主，祂引导我到那里去”；但我们绝不可因着某某弟兄鼓励我们，就到某个地方。 
11．我们绝不可告诉任何人该去哪里；反之，我们必须有把握，主一直在引导；不然，我们就是在一种运动里，我们所作的也没有属灵的价值；每当我们遵
照主的引导行动时，我们绝不后悔。 

12．神新
约的经纶
乃是那灵
的事： 

ａ．行传十六章六节说，圣灵禁止保罗和那些同他一起的人在亚西亚讲道；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 
徒16:6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家和加拉太地区。7 到了每西亚的边界，他们试着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 
ｂ．至终，在夜间有异象现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 来帮助我们”。 
徒16:9 在夜间有异象现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 帮助我们。 
ｃ．由此可见，使徒们不是照着自己的定意来行动、作工，乃是单单照着主的引导；我们若自己定意了就去作，就是高举自己为主。 
ｄ．每一位在主恢复里的人，都必须直接到主面前去祷告；不要问别人你该作什么；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主，唯有耶稣基督是主，我们都必须求问
祂说，“主啊，我该去哪里？” 
ｅ．不要仅仅象喊口号一样说，“我跟随水流”；真实的水流乃是主自己；鼓动一种运动真是何等的错误—那样作是侮辱主！ 
ｆ．关于我们在主恢复里的任何行动，我们必须直接到主面前去祷告；我们必须有把 握是主差遣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该给别人任何指示，或
为别人作决定。 
ｇ．如今乃是我们真实转到主面前的时候了；我们必须说，“主啊，我们不要得罪你或侮辱你；我们要等候你的引导，借以尊重你是我们的头和
我们的主。” 
ｈ．这是主的恢复，不是重复基督教可怜的历史；不要从任何人接受命令，也不要给任何人命令；要到主那里去祷告；这才是正确的路。 

Ⅳ．为着主
的行动，我
们也需要
受基督身
体的平衡： 

Ａ．假设领头的人经过许多祷告以后，对某件事情有真实的负担；那么他们所该作的，就是借着交通把负担传给众圣徒，并请求众圣徒祷告。 
Ｂ．最终，圣徒会从主得着个人的引导，于是有所行动；这样就没有一个人是个人主义的 或背叛的。 
Ｃ．那灵与基督的身体使我们平衡；我们必须核对一下，我们从主所得的引导是不是与基 督身体的感觉一致。 
Ｄ．领头的人也许说，“圣徒们，我们觉得主给我们负担要和你们交通，你们有些人也许 需要移民到某个城市，我们请求你们为这件事透彻祷告。” 
Ｅ．最终，有些人也许会接受主的负担，并受主引导到那个地方去，其他人也许接受负担 到不同的地方去。 
Ｆ．交通在祷告之后；我们有了祷告和交通以后，就会清楚主的引导。 
Ｇ．如果我们没有祷告，与别人也没有交通，我们就侮辱了主，并篡夺了祂的地位；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没有祷告和交通就移民到某地，当试炼、苦难和逼迫临到的时候，
我们就会摇动。 
Ｈ．如果我们有祷告并交通，我们就尊崇主是基督身体的头，我们也会有把握是主引导我们；在我们移民到某地去以后，就会有把握是主差遣我们到那里；无论外面的环境
如何，我们绝不会后悔。西2:19 不持定元首；本于祂，全身借着节和筋，得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 
Ｉ．我们会确信我们在那里是主的旨意和引导，我们预备好要死在那里；我们不仅有把握，也会得着加强，得着主的权柄。 

Ⅴ．我们在众召会里并与众圣徒在一起时，必须顾到两个元素—那灵
与基督的体： 
弗4:3以和平的联索，竭力保守那灵的一：4 一个身体和一位灵，… 

Ａ．我们必须问：“这是那灵么？”以及“这是为着基督的身体，还是造成分裂？” 
Ｂ．我们必须确定我们所作的是在那灵里，并且顾到基督身体独一的一。 
Ｃ．在那灵里并在基督身体独一的一里，就是蒙保守在主的恢复里。 



经历：①照着那灵的引导、作工和说话作一切事 

    宗教就是一些事物与神有关并与事奉神、敬拜神有关，却与灵神无分无关。

有些与神有关的事物也许相当好，但只要与那灵无关，那就是宗教。以祷告为例，

如果你向主祷告，却不在那灵里祷告，你的祷告…就是属宗教的。…宗教乃是离

开那灵去为神作事。为神所作最好的事，如果与那灵无关，也成了宗教。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里与那灵有关的一些经节。在使徒行传的开头，那一百二

十人没有形成什么、开始什么、发起什么或想要作什么。反之，他们一再祷告十

天之久。他们的祷告绝对是在那灵里。然后，叫他们希奇的是，那灵浇灌在他们

身上，他们就成了一班完全在那灵里的人。从那时起，他们无论作什么、说什么、

到哪里，都完全是在那灵里的事。五旬节那天，当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说话

时，他并没有离开那灵说话，反之，他被那灵充溢。在四章，当他对宗教领袖说

话时，他又一次被圣灵充溢。 

中高中生篇： 

    基督徒生活与召会生活完全是那灵的故事。为了接触灵，你必须操练自己的

灵。那灵不是凭借你的身体，也不是凭借你的魂，而是进到你的灵里，与你的灵

调和。因此，你一定要学习操练自己的灵。 

提前4:7 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的虚构无稽之事，并要操练自己以至

于敬虔。8 因为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惟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有今生和来生的

应许。 

    操练身体是对肉体的身体健康有益处。但是灵的操练不管是对肉体，还是心

理，属灵的都有益处，对人的三部分都有益处。此外，现在生命的应许，不仅对

转瞬即逝的事情有益处，对将来的事，永远的事情也有益处。因为敬虔的操练，

也就是操练自己的灵，你就可以摸着赐生命的灵，包含万有的灵，那灵。 

    那灵在学习上，供应你智慧和知识，在紧张的人际关系中，也可以供应你上

好的润滑油。操练灵，摸着那灵，实际上就是神与你的学生生活同在。 

提后4:22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典与你同在。 

    为了操练灵，请你每天，特别是早晨实行以下事项。 

a. 单纯地呼求主名。 

b. 为了操练灵，享受主祷读经节。用经节祷告。 

c. 在一切事情上操练灵，有信心地祷告。 

d. 魂里有不信，但在灵里有信心。操练信心，单纯地相信接受圣经的话，相

信主的约定在自己的身上也会发生。 

这样操练灵，你的灵就会健康变强。愿你的灵在你的三部分，灵、魂、体中

成为最强的部分。愿那灵一直膏油涂抹，祝福你的学生生活。 

 

经历：②凭着主的带领和身体的感觉的证实，放胆往前 
    每一个人都必须祷告，直到清楚主的引导；每一个人都必须被带到主的面光
中来接触祂。那灵与基督的身体使我们平衡。你必须核对一下，你从主所得的引

导是不是与基督身体的感觉一致，我们需要受平衡。 
    如果我们没有祷告，与别人也没有合式的交通，我们就侮辱了主，并篡夺了
祂的地位。不仅如此，如果你没有祷告和交通就移民到某地，当试炼、苦难和逼
迫临到的时候，你就会摇动。在你移民到某地去以后，就会有把握是主差遣你到
那里；无论外面的环境如何，你绝不会后悔。你会确信你在那里是主的旨意和引
导，你预备好要死在那里。你不仅有把握，也会得着加强，得着权柄。 

在职青年篇： 
    你作为在职者，会面临各种各样环境上的突变和与之而来的选择。例如，美

国总统特朗普，强烈要求优先推进美国国内的雇用。这件事不仅对美国企业，对
在美国展开贸易的欧洲以及日本等所有企业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有家公司产品是
在墨西哥低成本生产，出口到美国的，要适应这个要求，被迫在战略上要做很大
的改变。如果不能适应这个变化，那家企业的经营状况就会恶化。这是企业外面
环境上的变化。不仅如此，企业内部还有与升职有关的激烈竞争，竞争失败所引
起的人事变更。 
    在这样复杂的情形和变化中，你可能会经历被迫选择换部门和换工作。这时，
你应该先更新奉献，操练灵向主祷告。好好地与主交通，得到灵里的感觉。然后，

与带领你的弟兄姊妹，以及你属灵同伴交通你的感觉，请他们为你祷告。在接受
身体的带领与调整上，重要的是不要去找似乎会赞成你的意见的人，或是没有很
多经验的人。因为那不是照着身体的感觉，而是你天然的感觉行动。如果你想要
认真地走主的路，你应该知道该与谁交通。 
    这样，照着因祷告而有的那灵的感觉以及由交通而有的身体的感觉，你能够
取得平衡，正确地跟随主，在正确的地方，正确的时间移动，或者留在现在的地
方。在主的带领上，你不仅要方向正确，时机也必须正确。不然，你就会失败。
但是，如果主带领你，你与主一起动或者留，你就不会惧怕，惊恐。 

申31:6 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亲
自和你同去；祂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赛28:16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
过的石头，是宝贵的房角石，作为稳固的根基；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约翰福音第 6章中的里程碑：饥饿人的需要－生命的喂养 By 神大BSG OB/OG 

6:22 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群众，看见那里除了一只小船以外，没有别的船，又
知道耶稣没有同祂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24 群众见耶稣和祂的门徒都

不在那里，就上了小船，往迦百农去找耶稣。25 他们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祂
说，拉比，你是几时到这里来的？26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
找我，并不是因看见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27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
那存到永远生命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祂是父神所印证的。
28 他们问祂说，我们当怎样行，才算作神的工？ 
29耶稣回答说，信入神所差来的，这就是作神的工。 
① 没有满足的人类生活：在海边有寻求主的群众。在圣经里，海是恶鬼的居
所，象征撒但所败坏的世界。海边是表示堕落的人的居所。堕落的人的居所与恶

鬼的居所彼此相邻。因此很多人都过着罪孽深重的生活，没有满足，也没有供应。 
    很多人感觉不到自己生活在罪中，但是会很明显地感觉到没有满足。人没有
满足，总是有饥渴感。 
    例如，高中生对备考生活不满足，认为考上理想的大学就可以过满足的校园
生活。然而，成为大学生后，仍然会有饥饿，不满足的感觉。因为没有满足，所
以很多大学生想要和朋友去喝酒度过开心的时光。但是，应该会开心的饭局，不
仅不能给人真正的满足，反而会使饥饿的感觉加剧。同时，醉酒还会带来很多放
荡和罪孽深重的淫行。最近的新闻报道，很多名牌大学的学生和医学部的学生因

醉酒行淫被控告，断送大学前途，毁掉了人生。这表明堕落的人住在恶鬼居住的
海的附近的海边，很容易就会陷入罪孽深重的行为里。 
弗5:18 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放荡，乃要在灵里被充满， 
    大学和大学院毕业之后，即使找到好的工作，工作也无法给人真正的满足。
即使有很好的收入，人里面的不满足的感觉会越来越增加。人是饥饿的没有满足
的，但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② 主是生命的粮、给人真正地满足：那日，主带领他们，告诉他们，只有主可以

供应他们的需要，给他们满足。约翰福音第 6章继续说到。 

6:35 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永远不饿；信入我的，
必永远不渴。 
47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远的生命。48 我就是生命的粮。49 你们
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吗哪，还是死了。50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 

主耶稣的生命是丰富的，永远的，满溢的。只有这永远的生命，才能满足人
类生活的一切需要。主耶稣对你说，：“到我这里来的，必永远不饿”。不饿的意思
就是，没有任何缺乏，也没有任何虚空。 
③ 人天然的观念对神的观念：人听了主的话，就想要必须为神做些什么。但是，

神的观念是，不是要人为神做什么，而是来吃和享受生命粮的主。你读了约
翰福音第6章后，不要想为神做什么。而要按照圣经的话，单纯地来到主的

面前。主是生命的粮，你需要吃主。吃生命粮的主之秘诀就是吃圣经的话。
请继续读第6章。 

6:5 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60 祂

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63 赐人生命的乃是灵，
肉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说到吃主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是吃主的肉而被绊跌。但是，这里的吃，不
是指吃肉，而是指吃主的话。 
    主耶稣是神取了肉身，代替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后，从死里复活，成为了赐
生命的灵。这赐生命的灵，在主对你说的话中被具体化。你读圣经的时候，带着
祷告的灵来读的话，主就可以对你说话。主的说话就可以赐你生命。 
④ 操练自己的灵，祷读圣经的话，吃生命的粮：因为主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

命，你用心思理解后，请一定要操练自己的灵，祷告主的话。主的话的本质
是灵，灵会赐你生命。火柴的本质是燐，燐摩擦砂纸，火柴就会燃烧。同样，
为了在主的话中接触灵，你需要操练自己的灵来摩擦主的话。只操练心思理
解圣经的话，无法接触话中的灵，接受生命。人走路的时候，很自然会用脚。
同样，人祷告的时候，自然就在操练灵。为了吃生命粮，请一定要操练自己
的灵，用圣经的话祷告。 

⑤ 每天定时吃生命的粮：营养学家说：“你是由你所吃的事物构成的”。同样，你
如果吃主，就会被主充满，被主构成，因主而得满足。只有吃主的，才能因

主而活。吃生命粮最重要的是，每天都要吃一点。 
太 4:4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
一切话”。 
    人每天会一天 3 次吃物质的粮食。谁也不能吃一周的粮储存着。同样，每天
规定大约 15 分钟的时间（尽量是早上），时间一到就读圣经，祷告，祷读。这样
圣经的话就会赐你生命，生命会满足你里面的饥饿，给你真正的满足。愿你的校
园生活因生命而被祝福！ 

1 My heart is hungry, my spirit doth thirst; 
 I come to Thee, Lord, to seek Thy supply; 
 All that I need is none other but Thee, 
 Thou canst my hunger and thirst satisfy. 

(C)Feed me, Lord Jesus, give me to drink, 
 Fill all my hunger, quench all my thirst; 
 Flood me with joy, be the strength of my life, 
 Fill all my hunger, quench all my thirst. 

2 Thou art the food and the water of life, 
 Thou canst revive me, my spirit upbear; 
 I long to eat and to drink here of Thee, 
 Thyself enjoy through my reading and prayer. 
6 Now to enjoy Thee I come to Thy Word, 
 On Thee to feed till my hunger is o'er. 
 Now in my spirit I turn unto Thee, 
 Of Thee to drink till I'm thirsty no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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