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Copyright Statement 

 

   According to British Library, the first English 

version of “Pocket Companion Series” has now no 

copyright. It is stated as “There is no copyright on 

the item so you can republish it if you want to” in 

“CAS-1115582-Q7R8 CRM:00560008005.”  In 

particular, it also mentioned “If you giving free 

access to the material, and not benefitting 

financially in any way, you do not need to contact 

our permissions team.” 

   The translator will not apply the copyright for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ooklet.  

   For your information., Bible verses come from 

KJV in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譯者序 

 

    據譯者瞭解，慕安得烈 (Andrew Murray) 是一

位高舉耶穌基督的人。 這本小册子『崇拜的秘

訣』(The secret of adoration) 也不例外。 這是翻

譯這本小册子的原因之一。  

 

    根據英國圖書館 (British Library) ，口袋伴侣系

列 (Pocket Companion Series) 的英文第一版現在

沒有版權，在譯者不獲利的原則下，譯者可以自

由使用。  特別是英國圖書館在『CAS-1115582-

Q7R8 CRM:00560008005』中提到，『假如譯者

在這材料上, 給人免費使用, 且在任何情况下不獲

財利, 不需要聯繫英國圖書館的許可團隊』。  譯

者不打算為這本小册子申請版權。  

    在美國有些靈修書籍，是基於慕安得烈寫的口

袋伴侣系列。 但有些章節，和大約一百年前的口

袋伴侣系列英文第一版中的短文比較，會完全不

同。  英文原版的口袋伴侣系列是慕安得烈晚年開

始的，共有十二本小册子，每本小册子有三十一

篇短文。 作為靈修之用，基本上一天一篇。  

    除非特別說明，經文引用是來自和合本。 



 

 

 

崇拜的秘訣 

口袋伴侣之一 

 

 

慕安得烈 

(1828-1917) 

 

 

 

 

 

1914 出版 

 



 

 

 

 

 

引言 
 

 

當『代禱的秘訣』這本小册子用荷蘭文發表時，
我們有機會問一部份那些讀過這本書的人、問關
於這工作的偉大處和困難點。很多人承認對於這
本書談到的代禱知道得很少，和擔心他們永遠不
可能做到。 

 

    他們問到，在基督徒中、什麼是基督徒這麼不
願意禱告的可能原因。 

 

     一個孩子會覺得父親的陪伴是多麼的自然和這
麼的喜樂。 
 



  

 
 
是什麼阻止了神的孩子們、充分利用神的奇妙的
主動供應？這供應會豐富的祝福他們，這供應是
指接受他們、並保持他們在祂的同在中、和答應
他們的禱告。 

 

    我們覺得、對關於為什麼禱告會這麼沒有能力
的一個原因是：人們從人的角度看太多、而從神
的角度看太少。 

 

    在禱告中，有兩者介入：神和人。神在祂不可
言喻的聖潔、榮耀、和愛中 ;  人是在他的渺小、
他的罪、和他的無能裏。依照不同的觀點、我們
對禱告會有不同的看法。在禱告裏最常見的是，
我們只會想到我們自己的需要和渴望，我們自己
禱告的努力，和我們的信心認為禱告是一定會被
允許的，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將會很快的發覺、
我們的禱告沒有真實的能力。 

 

 
 



  

 
 
 
 
 
 
只有當我們在神的光中看禱告，我們的禱告才會
有真實的能力。神是深深地關注我們，祂帶著對
我們奇妙的愛、等待著去應允我們的禱告，祂的
全能是我們的保証、保証祂能且將會做 ;  和最重
要的是主耶穌基督的恩典，藉著聖靈、祂自己將
會加強我們所需的信心和恆心，使我們能知道、
在禱告中有多少喜樂和能力。而且、我們會開始
看見從屬地的、或是從屬天的眼光看禱告，會造
成無限大的區別。從人的渺小，或是從永生神有
無限的榮耀看禱告，也是如此。 



 

 
 
 
 
 
    當一個基督徒一旦看到這區別，他可能會經歷
到這樣的危險，就是說他可能會立刻、比他現在
更多和更好一點去禱告，然而他發覺這樣的努力
失敗了。他需要意識到、在他面前有兩條路。一
條路是將禱告視為一個工具，藉著它、他可以從
天上獲得他所需要的。另一條路是視禱告為神無
限的恩典，把我們提昇到、和神相交裏與祂的愛
中，然後、當祂將我們如此帶到祂自己面前時，
就會帶給我們所需要的祝福。在前者，我藉著禱
告帶下的恩賜是主要的事。在後者、神和祂的
愛、和能和祂相交、及懇求者降服在祂的榮耀和
祂的旨意裏、將會最大的事。 
 



 

 

 

 

 

 

 

 

 

 

    當一個神的孩子一旦了解這一點，他看見了擺
在他面前的那一條偉大的選擇：在我的生命中，
應該從人的角度去禱告呢？或是從神的角度呢？
在每一個禱告時，我們首先必須決定、是人或是
神應在第一位呢？他將會感覺到有這個需要、去
做一個確定的決定、到底要選那一個作為他行走
的路？他將會感覺到從一條路改成另一條路、不
是很輕易的決定。這只有藉著神的全能的介入，
和他在神將會成就的信心中降服，才有可能做
到、他重未有過的與神同行。 



 

 

 

 

 

除了有堅定的決心要在禱告中放棄自我的生活，
和完全順服聖靈的生活和帶領，將會使他變成一
個神和基督都要的、真實的禱告者。 

 

    這第二本小册子的誕生，就是認為它可以提供
非常簡單的幫助給所有的信徒們。這些信徒們渴
望著能進入、藉著禱告而為他們開放的這奇妙的
特權。這本書的目的、在於每一天都提醒讀者、
在每一天的禱告中，神必須放在第一位。為了達
到這個目標，一定要有一個、只有神和你相遇的
秘密禱告。 



 

 

 

第一件事就是、必須要崇敬地低下自己在神的榮
耀裏，和獻上敬拜和崇拜給父神。父神的名是受
顯揚的。當你獲得一些祂同在的保証，你可能可
以在希望和這保証中、說出你的祈求，使祂聽到
和接受這些祈求，而適時地給你祂的回答。 

 

    最重要的是，在我們這本小册中，我們覺得有
需要不斷的重複提到這愛的訊息：需要時間。給
神時間好讓祂啓示你。給你自己時間、能安靜而
安靜地在祂面前，等候著接受那透過聖靈的保
証，保証祂與你同在，和祂的能力正工作在你身
上。付出時間去讀如祂同在一樣的話語，從這裡
面、你才可能知道祂要你做什麼、和祂給你的應
許。 
 



 

 

 

 

 
 
 
      讓話語在你周圍、和在你裏面創立，這是一個
聖潔的環境、和聖潔屬天的光茫，在這裡面、為
了你每天的工作，你的(靈)魂將會被更新和加
強。是的，需要時間讓神聖潔的同在能進到你的
心中 ;  和在適當的時間、你整個人可能在某個程
度上、將會被屬天的生命和愛所充滿。 
 
      就是因為在這樣的思想和禱告的影響下，這本
小册子就以荷蘭文誕生。有一些証明，它已幫助
了很多的人。一位牧師寫道，他已讀過這本小册
子兩遍，更計劃去讀第三遍，並給他的每個小孩
一本。 

 
 



 

 

 

 

 
 
 
 
    我深深的感覺到，假如基督徒們要能使代禱有
效且更有效，他們有被訓練去禱告的需要。這會
有可能、神會樂於賜給那代禱的能力給神的一些
孩子們。這些孩子們，參與聖經的課程或其他相
關的，正在尋求使他們週遭的人、分享他們所享
有的祝福。也用這去幫助這些孩子們、使年輕或
軟弱的基督徒們、更深一步的進入那正在等待他
們的、有喜樂和有能力的祝福生命中，他們只需
要學習如何活出他們的生命，藉著在信心中的禱
告，每天操練和神交通。 

 

 



 

 

 

 

然後他們會發覺，在禱告的路上，神一定要放在
第一位。也會發覺，這路不僅僅是通往偉大的平
安和喜樂，更是為、那些尚未為神所得的人代禱
有真實的能力。這是我謙卑的禱告、願神慷慨的
祝福這本小册子、使它成許多祂的孩子們的祝
福。 

 

 

                                                     慕安得烈 
 

 

 



 

 

 

 

 

           『神顯現祂的同在： 

 

               讓我們現在就崇拜祂， 

 

         和帶著敬畏的心來到祂面前。 

 

              神在祂的殿裏： 

 

       所有在裏面的人都要靜默， 

 

   帶著最深的敬畏 

 

  且匍匐地在祂面前， 

 

               我們擁有的是神自己， 

 

       祂是我們的神和救主， 

 

        要永遠讚美祂的名。』 

 



 

第一天 

真正的崇拜 
 

『...崇拜神。』 ---   啓示錄 22:9，直譯 

 

 

毫無疑問的，那些已讀過這本小册子『代禱的秘訣』的

人、會問多次：『什麼是可能的原因、使得禱告和代禱

不這麼喜樂和能得到樂趣？而有沒有任何方法、可使得

與神相交成為我們主要的喜樂，和作為一個代禱者帶下

神的能力和祝福、給那些我們禱告的對象？』 

 

      對這問題，可能會有多個答案。但毫無疑問的、最主

要的答案是：我們知道神太少了。在我們的禱告中，我

們沒有用全心等候祂的同在。而應該如此才對。我們最

多的是想到我們自己，我們的需要和軟弱，我們的渴望

和禱告。但我們忘了，在每一個禱告中，神一定要放在
第一位，且是一切。去尋找祂、去找到祂、去使祂的同

在更長久、確信祂神聖的同在會在我們身上，使祂在實

際上聽我們在禱告中說些什麼、及祂正在我們身上工

作。也就是如這樣，禱告對我們來說，猶如一個孩子和

父親的交談，能鼓舞我們的心，使我們能很自然和很容

易的去禱告。 
 

 

  



 

    而一個人能怎麼達到這樣的與神親近、和與神交通

呢？答案很簡單：我們必須給神時間、讓祂啓示我們、
使祂為我們所知。全心全意的相信，就如、你在神面前

作為一個祈求者，神會向你顯現、作為耹聽你的禱告
者。但是、除非是你給神時間和安靜在祂面前，這是不

能做到的。不是因你的話語多而熱切，你的禱告就會有

能力。禱告是要在一個活的信心中，讓神自己把你和你
的禱告、放在祂愛的心中。祂自己將保證，祂會依照祂

的時間表、聽到我們的禱告。 

 

      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幫助你知道有一條路，可以因

而每一次的禱告裏都可以遇見神。我們會尋求、每一天

都給你一個或更多的短訊、藉著它們而能使你俯伏在神

面前，等候神，因而使它們成為你活的、且真實的經

驗。 

 

      就用這些話語作為這一天的開始。 

 

    『耶和華啊，我的心仰望你；』 (詩篇 25:1)  在肅靜

中，俯伏在祂面前，相信祂會那照顧你、並將向你顯

現。 

 

    『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詩篇 42:2) 

 
 

 



 

第二天 

神是一個靈 
 

『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   約翰福音 4:24 

 

 

當神創造人時，祂吹了自己(聖)靈的一口氣，人就變成

(有靈的)活魂(人)。魂是在靈和身體中間，而魂必須、或

者是順服靈而昇向神，或是順服肉體和它的欲望。在墮

落時，人拒絕聽從靈，而變成肉體的奴隸。在人裏面的

靈、因而變成完全黑暗了。 

 

      在重生的時候，就是這靈活了，被上面重生了。在重

生的生命裏、和與神相交中，就是人的靈必須在任何時

候都順服神的(聖)靈。這靈是一個人的最深的，裏面的

部份。當我們在詩篇 51:6 讀到：『你所喜愛的是內裏誠

實，你在我隱密處必使我得智慧。』或在耶利米書 31:33

『...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裏面...』在以賽亞書 26:9

也說：『夜間，我心中羨慕你，我裏面的靈切切尋求

你。...』魂必須沈到隱密處的靈的深處，和進到那裏去

自己尋找神。 
 

  



 

    神是一個靈，是最聖潔的和最榮耀的。祂賜我們一個

靈、目的是要我們和祂交通。經由罪、那能力已經黑暗

和幾乎熄滅了。除了魂在神面前靜默等候，好讓聖靈在

我們的靈裏工作，沒有任何方法能使它恢復。比我們的

思念和感覺更深，神將會在我們裏面部份、在我們內裏

的靈、教導我們用(心)靈和真理去崇拜祂。 

 

     『...父要這樣的人拜他。』(約翰福音 4:23) 如果我們等

候神，祂自己將會藉著聖靈教導我們。在這安靜的時

刻，靜默在神面前，和全心全意的因相信而順服，及接

受聖靈温柔的工作。並說出這樣的話語： 

 

    『我的魂啊！你要向神靜默。』 

 

   『夜間，我心中羨慕你，我裏面的靈切切尋求

你。...』 (以賽亞書 26:9) 

 

   『...我的神，我終日等候你。』 (參詩篇 25:5) 

 



 

第三天 

代禱和敬拜 
 

『當以聖潔的妝飾敬拜耶和華。...』 ---   詩篇 96:9 

 

 

我們愈認識神，就愈能深刻瞭解到代禱的能力是多麼的

奇妙。我們開始瞭解，代禱就是人能參與、成就神旨意

的一個工具。神已經委託了祂已在基督裏救贖的子民、

告訴全世界和傳講給人們這訊息。代禱是在我們全部所

說的之中最主要的和不可缺少的 ;   因為在代禱裏面，祂

的僕人們能完全進入和基督的交通，及接受聖靈和屬天

的能力作為他們事奉的力量。 

 

      實在相當容易知道神為什麼這樣定規。神實在是渴望

我們能更新、而能照著祂的形象和樣式。而除了讓祂的

渴望變成我們自己的渴望、沒有辦法可以達到這樣，因

這樣可致於我們和祂的性情有份 ;   而在愛中犧牲我們自

己，以致於我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像基督，會

變成『為了代禱而活著』。這樣也就是、一個分別為聖

的信徒生活。 

 

  



 

    愈能深刻瞭解到神偉大的目標，就愈能感覺到這樣的

需要，要在謙卑崇拜和聖潔敬拜的靈中，非常真實的進

入和神的同在中。我們這樣的愈多花時間在神的同在

裏，我們的信心就會變得愈強，相信祂將會藉著我們的

禱告，自己成就祂賜福的旨意。這樣的花時間是為了完

全進入祂的心神和旨意，及為了祂榮耀的目標的思想能

佔有我們自己的全魂(人)。當神的榮耀照著我們的時

候，我們就會意識到我們的無助有多深 ;  因此而使信心

上升，相信神將會首先做、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事。 

 

     代禱會使我們感覺、有需要走向更深的敬拜之路。敬

拜將會給代禱帶來新的能力。一個真實的代禱和較深的

敬拜、從來就是不可分的。 

 

      真實敬拜的密訣、只有願意花時間去延長神的同在，

和順服神而使神啓示祂自己的魂(人) 、才會知道。敬拜

將會使我們適合做使世人知道神的榮耀的偉大事工。 

 

     『來啊，我們要屈身敬拜，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前跪

下。因為他是我們的神，...』 (詩篇 95:6-7) 

 

     『要將耶和華的名所當得的榮耀歸給他，...』 (歷代志

上 16:29) 
 

 



 

第四天 

渴望神 
 

『夜間，我心中羨慕你，...』 ---   以賽亞書 26:9 

 

 

什麼是人在地上能看到或找到最主要的事，也是最偉大

和最榮耀的事？莫過於看到或找到神自己。 

 

      而什麼是人每天都需要的、最主要、最好的、和最榮

耀的事，且是每天都能做到的事？莫過於去尋求、和去

知道、和去愛、和去讚美這榮耀的神。神開始工作在願

意為祂活著的人的心和生命中，如此、這人的榮耀就像

神的榮耀一樣。 

 

      我的弟兄，你是不是已經學到了每一天你需要做的第

一件事情和最重要的事情？無非是追求這位神，和祂相

見，崇拜祂，為祂和祂的榮耀而活。當一個基督徒真正

的看到這點，和願意順服的、和神每天交通作為他生命
中最主要的目標，這就是他的生(靈)命進深的一大步。 

 

      慢慢來且問這一件事情是不是真的？這件事就是說，

一個基督徒正確地知道神並全心全意的愛祂，是他主要

活著的最高智慧。真的要相信、這不僅僅是真的確實如

此，而且是神自己最渴望你應該要這樣的生活，和祂將

會回答你的禱告，使你能這樣做。 

 

  



 

    從今天開始，在神的書中選擇一段話語，在魂(人)的

安靜中和祂說話。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尋求你；在乾旱疲

乏無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詩篇 63:1) 

 

    『...、一心尋求他...』 (看詩篇 119:2) 

 

      在最深的敬畏和孩子似的渴望中，重複這些話、一直

到祂們的靈和能力進入你的心中 ;   且等候神直到你開始

意識到、這樣的遇見祂是何等的有福。當你鍥而不捨，

你將會學到去期望，在整天中、敬畏神和祂的同在會在

你裏面。 

 

    『我曾耐性等候耶和華，他垂聽我的呼求。』 (詩篇 

40:1) 

 
 
 

 



 

第五天 

默默無聲的敬拜 
 

『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我的心哪，你當
默默無聲，專等候神，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 --- 
詩篇 62:1，62:5 

 

 

當人在他的渺小中遇見神的榮耀時，我們全都瞭解、神

所說的比人所說的有無窮多的價值。然而、我們的禱告

是這麼經常只說出我們想要的意念，以致於我們沒有給

神時間來對我們說話。我們的禱告經常是不定的和模糊

的。這就是我們要學的一個大功課，『你當默默無聲，

專等候神』是真實敬拜的秘訣。讓我們記得這應許，

『...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以賽亞書 30:15) 

 

    『我的心哪，專等候神，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

來。』(詩篇 62:5，KJV 直譯) 

 

    『我等候耶和華，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話。』

(詩篇 130:5) 

 

    這是說，當我們的魂在祂面前俯伏、而想到祂的偉大

和祂的聖潔、祂的能力和祂的愛，我們的心將會向祂敞

開、而能接受、和神接近的神聖效果及祂有能力的工

作。這也包括了在祂面前尋求給祂本應有的榮譽，敬

畏，和崇拜。 

 

  



 

    哦，基督徒，要真正相信這樣的崇拜神是一條確定的

路，可給祂本應有的榮耀，而將會進入在禱告中能找到

的最高的祝福。在這樣的崇拜中，在你的虛無中俯伏低

而又低，而舉起你的思念去意識神的同在，這是祂在耶

穌基督裏所給你的。 

 

      不要認為你是在浪費時間。不要因開始時看起來很難

或沒有效果而放棄。這樣就能確定會帶來、你和神有對

的關係。這會開了你和神交通的路。它會進入一個祝福

的確証，也就是說，祂會在温柔的愛中看顧你，並帶著

一個隱秘但神聖的能力工作在你的身上。而當在最後、

你會逐漸的習慣這樣做，使你感覺到整天神都在你裏

面。這會使你堅強地為神作見証。曾經有人說過，『沒

有人能影響其他人的美善和聖潔、超過神在他的裏面有

多少。』人們會開始感覺到，你已經和神同在了。 

 

     『惟耶和華在他的聖殿中，全地的人都當在他面前肅

敬靜默。』(哈巴谷書 2:20) 

 

      『凡有血氣的都當在耶和華面前靜默無聲。因為他興

起，從聖所出來了。』(撒迦利亞書 2:13) 

 
 
 

 



 

第六天 

神臉上的光 
 

『神就是光，...』 ---   約翰一書 1:5 

『耶和華是我的亮光，...』 ---   詩篇 27:1 

 

每天早晨太陽升起，而我們在它的光中行走，且高興地

做日常的工作。不論我們是否想到，太陽光總是整天都

照著。(即使在陰天太陽仍照著、只是光被阻擋。) 

 

      每天早晨，神的光照耀在祂子民身上。但為了享用神

臉上的光，我們的魂(人)必需轉向神，且相信祂會讓祂

的光照耀在我們的魂上。 

 

      當一隻船在午夜失事時，在船上的水手們會多麼渴望

見到早晨！我們多麼常歎息的說，什麼時候白天才會來

臨？既使如此、一個基督徒仍要等候神，而有耐心的休

息等候，直到祂的光照耀在這基督徒身上。 

 

    『我的心等候主，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勝於守夜的

等候天亮。』(詩篇 130:6) 

 

    哦，我的魂(人)啊！每天用主這樣的一個禱告開始： 

 

    『求你使你的臉光照僕人，...』(詩篇 31:16) 

 

    『...耶和華啊，求你仰起臉來，光照我們！』(詩篇 4:6) 

 

    『...使你的臉發光，我們便要得救。』(詩篇 80:3,7,19) 



 

    直到你知道祂臉上的光和祂的祝福在你身上，不要歇

息。然後，你會經歷到這話語的真實：『 ...耶和華啊，
他們在你臉上的光裏行走。他們因你的名終日歡
樂，...』(詩篇 89:15-16) 

 

      神的孩子們，你們要真正的相信，就是你們這樣的渴

望你們的父神、就應該使你們充滿喜悦地整天住在祂的

光中。就像你們每一時辰都需要陽光，你們需要那屬天

的光也是如此，也就是父神臉上的光是不可少的。就像

我們確實接受和享用陽光一樣，所以我們可以依靠、神

是渴望著將祂的光照耀在我們身上。 

 

      既使有雲，我們仍知太陽還在那裏。所以在困難中，

神的光仍將會不停地照在你身上。如果你能確定太陽已

經升起，你就能整天都依靠著陽光。確保神的光每早晨
都照在你身上，而你就可以指望這光整天都和你同在。 

 

      不要歇息，直到你說了這話：『有許多人說：「誰能
指示我們甚麼好處？」耶和華啊，求你仰起臉來，光照
我們！』 (詩篇 4:6)   慢慢來，這需要時間，直到神的光

照在你心中，而你能真正地說： 
 
    『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詩篇 27:1) 
 

 

 

 
 

 



 

第七天 

信服神 
 

『耶穌回答說：「你們當信服神。』 ---   馬可福音 11:22 

 

 

就像眼睛是看見光並愉悅地享用它的器官，信心是一個
能力、藉著它、我們能看見神的光和行走在這光中。 
 

      人是照著神的樣式而做的 ;   他整個人照神聖的模式而

作成。只要想想他的奇妙思考能力、可以想到神在自然

中蘊藏的所有的想法(就可以知道這點)。想想他那帶著

無限的自我犧牲和愛的能力的心。人是照著神的樣式做

的，可以去尋求祂、找到祂、長成祂的樣式、和彰顯祂

的榮耀 ;   也就是說、在最充分的意義上、可以作為祂的

居所。而信心就是這(屬靈的)眼晴、可以從世界和自我

出來，仰望神、且能在祂的光中見光。神會對信心、啓

示祂自己。 

 

      多少時候我們會辛苦地去試著要喚醒、我們關於神的

思想和感覺，而忘記了、『去注視那無與倫比的原創

者』。 

 

      我們只能在神啓示祂自己的魂的深處中、意識到這一

點。 

 

     



 

    沒有信心，我們不可能討神的喜悅，或知道祂。在我

們安靜的時間中，我們必須秘密地向我們的父神禱告。

在那裏、『祂藏我們在他亭子的隱密處』。 (參詩篇 

27:5)   且當我們在那裏在祂面前等候和崇拜時，祂會很

確實地、將讓祂的光照在我們的心中。這就如光線的本

性、會自然而然的照在所有的東西上。 

 

    讓我們在神面前有這樣的一個渴望，肯去花時間且默

默地的等候祂，且帶著一個無限的信心，相信祂渴望讓

我們知道祂。讓我們吃進去祂的道 (話語)，使我們的信

心剛強。讓那信心大大地想到神的榮耀是什麼 ;  想到祂

向我們啓示祂自己的能力是什麼 ;  想到祂希望能完全佔

有我們的渴望的愛。 

 

    這樣的信心、藉著每天與神的交通的操練而剛強，將

會變成我們生活中的習慣。這將會保持我們永遠享受祂

的同在，和經歷到祂救贖的能力。 

 

    『...(亞伯拉罕)因信心裏得堅固，將榮耀歸給神。且滿

心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作成。』(羅馬書 4:20-21) 

 

    『...我信神他怎樣對我說，事情也要怎樣成就。』(使

徒行傳 27:25) 

 

    『要等候耶和華！當壯膽，堅固你的心。我再說，要

等候耶和華！』(詩篇 27:14) 

 
 

 



 

第八天 

與神獨處 
 

『耶穌自己禱告的時候，...』 ---- 路加福音 9:18 

『...就獨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   約翰福音 6:15 

 

 

人需要神。神為了祂自己造人，人只能在祂裏面找到生

命和幸福。 

 

      人需要與神獨處。他的墮落包括：藉著他肉體的情慾

和世界，他帶來了看得見的、和暫時的事情的權勢。他

的歸回意味著要帶他回到父神家中，和父神的同在，及

有父神的愛和交通。救贖意味著、在父神的同在中，帶
回了愛和喜悅。 

 

      人需要與神獨處。不這樣，神沒有機會光照他的心，

藉著祂神聖的工作改變他的本性，佔有他，和以神的豐

滿去充滿他。 

 

      人需要與神獨處，自己去順服神聖潔的同在和能力，

及祂的生命和祂的愛。基督在地上時需要它 ;   除非祂有

時在和祂所處的環境中完全的分別出來，而和神單獨相

處，祂不能在地上的肉體中活出一個神子的生命。這對

我們實在是不可少的！ 

     



 

    當我們的主耶穌給我們這有福的命令：進入內室，關

上門，在隱密處單獨地向父神禱告 ;   祂應許我們，父神

將會聽這樣的禱告，並會在我們的生活中、在衆人的面

前、以祂的全能去應允我們的禱告。 

 

     和神獨處  ，這就是真正的禱告的秘訣 ;  是禱告中有真

正能力的秘訣 ;  有真實的、活的、及面對面的和神交通

的秘訣 ;  和事奉有能力的秘訣。沒有每天和神獨處，就

沒有真正深的對話，沒有真正深的聖潔，且不能穿帶聖

靈和能力，和沒有在基督裏的平安或喜樂。『除了非常
的渴望和神獨處，沒有任何的路可成為聖潔。』 

 

      有這樣、每天以秘密的禱告開始每個早晨的習慣，是

多麼一個不可估量的特權啊！讓我們的心尋求神，和找
到神，及遇見神，而把這樣做當作是一回事。 

 

      哦，我的魂啊！花時間在神身上，花時間和神獨處。

你會訝異的看到，訝異一個人怎麼會想到、建議每天只

要花五鐘在神身上就夠了。 

 

      『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聽我呼求的聲音，因為我

向你祈禱！』(詩篇 5:2) 

 

    『耶和華啊，早晨你必聽我的聲音；早晨我必向你陳

明我的心意，並要警醒。』(詩篇 5:3) 

 
 
 

 



 

第九天 

完全為神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
沒有所愛慕的！』 ---   詩篇 73:25 

 

 

和神獨處，這是最最重要的字句。讓我們深深地從神那

裏尋求恩典。然後我們就會學到另一個同等重要的話

語，就是、完全為神。 

 

      當我們發現要有恆心的『和神獨處』是件不容易的

事，我們開始意識到是因為我們缺乏了另外一件事，我

們不是『完全為神』。因為祂是唯一的神，而只有祂是

值得崇拜的，神有權利要求我們、祂應該使我們完全為
祂。沒有這樣的順服，祂不能使人知道祂的能力。我們

在舊約中讀到祂的僕人們，亞伯拉罕、摩西、以利亞、

和大衛，都完全的和不保留的獻給神，所以祂能藉著他

們成就祂的計劃。這只有在當有一顆完全順服的心、才

能完全的相信所有祂已經應許的。 

 

      大自然教導我們，如果任何一個人渴望做一件大事，

他必須完全投身在其中。一個母親在愛她的小孩中，這

法則特別的真實。她完全的獻上自己給她所愛的小孩。 

  



     

而難道我們不會認為、這偉大的愛的神、應該使我們完

全為祂、是很合理的嗎? 而難道我們不會遵守這格言、

『完全為神』、作為我們每天早晨起來時奉獻的主題

嗎？就像神將祂自己完全的給了我們，所以祂也渴望我
們獻給祂我們全人。 

 

      讓我們在內室中和神獨處時候默想這些，而用最誠懇

的渴望求祂，用祂全能的力量工作在我們身上，使我們

可以全然為祂所悅納。 

 

     完全為神！這是何等的一個特權。這是何等奇妙的恩

典、使我們能夠適合做出完全為神。完全為神！這是何

等的分別、使我們能和衆人，工作，及所有可能使我們

退縮的原因分開。完全為神！當魂(人)學到這是意味着

什麼，和神因此而給什麼，就知道這有效的祝福是多麼

的大。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申命記 

6:5 ;  馬太福音 22:37) 

 

     『...他們是...盡意尋求耶和華，耶和華就被他們尋

見，...』(歷代志下 15:15) 

 

    『我一心尋求了你，...』(詩篇 119:10) 
 

 

 

 

 
 

 



 

第十天 

關於神的知識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這就是永生。』 ---   約翰福

音 17:3 

 

 

為著屬靈的生命，知道關於神的知識是絕對必要的。這
就是永生。這不是我們從別人得來的知識性的知識，也

不是透過我們自己思考的力量，而是活的、可經歷的知

識，在這樣的知識中，神會自己啓示給魂(人)。就像陽

光在一個寒冷的冬天、給了我們它的熱而温暖身子，所
以這活神會發出祂聖潔和愛的、給生命的光芒、到等候
祂的人心中。 

 

      為什麼我們是這麼少體驗到、這神的真實知識、能給

生命的能力？因為我們沒有給神足夠的時間去啓示祂自
己給我們。當我們禱告時，我們以為我們足夠知道神，

能夠知道如何和神交談。而我們忘記了在禱告中最首先

要做的事之一、就是要在神面前靜默。這可能會使祂啓

示我們。經由祂隱藏但有能的力量，神將會彰顯祂的同

在、在我們身上、及工作在我們身上。在個人的、祂的

同在和愛的經歷中知道神，實在就是生命。 

 



     

    你已經聽說過勞倫斯弟兄。他有一個極大的渴望要知

道神，且為了這原因進入修道院，他屬靈的導師們給了

他禱告的書去使用，但他將它們束之高閣。他說，假如
我不知道我去禱告的神，這不能幫助我禱告。而他相信

神會啓示祂自己。為了使這偉大和聖潔的神同在的印象

深刻，他保持著一個很長的靜默崇拜。他繼續這樣的操

練，直到以後能生活中意識到、且經常地在神同在中，

而經歷到祂帶著祝福的親密和有能力。就像每早太陽升

起就保証我們白天有光線一樣，所以在靈修時等候神、

將會保証全天都有祂的同在和祂的能力在我們身上。做

到你能確定，太陽已經在你的魂(人)中升起。 

 

      學習這一個偉大的功課，就是太陽每天都宣佈：就像

太陽在一個寒冷的天裏照耀我們、給了我們它的温暖，

相信活神也將會以祂的愛和祂的全能工作在我們身上。

神將會啓示祂自己給等候祂的人，作為他們的生命，和

光，和喜樂，和力量。 

 

    『...耶和華啊，求你仰起臉來，光照我們！』(詩篇 4:6)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詩篇 46:10) 

 
 

 
 

 



 

第十一天 

父神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   馬太福音 

28:19 

 

 

我們應該記得、三位一體的教義有一個很深厚的虔誠的

方面、這是很好的。當我們想到神，我們要記得其間有

不可思議的距離、分開了聖潔中的祂和罪人，且我們在

深深的悔改和聖潔敬畏中、向祂俯伏。當我們想到聖子

基督，我們要記得和祂有不可思議的親密。在其中、祂

出生於一個亞當的女兒而道成肉身，和受咀咒而死，且

因此直到所有的永恆、和我們密不可分。而當我想到聖

靈，我們要記得那不可思議的神的祝福，祂居住在我們

裏面，和使我們成為祂的居所和聖殿、直到永恆。 

 

      當基督教導我們說，『我們天上的父』，祂立刻加上

一句，『願祢的名為聖』。像神聖潔一樣，我們也將會

成為聖潔。而我們除了依靠祂那最聖潔的名、和在禱告

中和祂親近外，沒有任何方法可變為聖潔。 

 

      我們是多麼經常的提到那名、而沒有意識到我們和神

有關係的、那不可言喻的特權。如果我們僅僅肯花時間

和神接觸、且在祂父愛中崇拜祂，這內室會怎樣的變成

我們天堂的門。 
 

 



     

     神的孩子，如果你向你的父秘密的禱告，在祂面前深

深地低下俯伏，且尋求崇拜祂的名為至聖。請記得這禱

告的最高祝福。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

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馬太福音 

6:6) 

 

      與神能在秘密中獨處是多麼不可言喻的特權啊！而且

我們可以說，『我的父』。為了保證祂的確在秘密中見

到我和將會公開地賜我酬報，花時間在祂身上直到你能

說： 

 

    『...我面對面見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創世記 

32:30) 
 

 

 

 

 
 

 



 

第十二天 

神子 
 

『... 願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父神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
們！』 ---   羅馬書 1:7 

 

 

不可思議的，使徒保羅在他的十三本書信每本都寫道：

『... 願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父神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

們！』他這樣深深地意識到、父神和子神在恩典的工作

中有著不能分割的合一，所以在每一本書開頭的祝福中

都提到兩者。 

 

      這對我們是最重要的功課。在基督徒們的生活中，可

能會有一段時間，主要是想到父神而向祂禱告。但在後

來我們意識到，如果我們不能掌握真理，可能會造成我

們屬靈上的損失。這真理就是在每一天和每一小時中，

只有經由在基督裏的信心和與祂有個活的合一，我們才

能享有一個完全的和在基督裏的、與神交通。 

 

      記得我們讀過些什麼有關於在寶座中的羔羊的。約翰

已看見這一位坐在一個寶座上。『...四活物...晝夜不住

地說：「聖哉！聖哉！聖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後

永在的全能者！」』(啓示錄 4:3,8) 
 

 



     

     後來，約翰在啓示錄 5:6 中看見『寶座，...有羔羊...像

是被殺過的。』在所有崇拜的衆人中，沒有一個不是首

先見到神的羔羊基督的，否則就不能見到神。且沒有一

個能見到基督的、而沒有看見神的榮耀，父神和子神本

就是在不可分的合一中。 

 

      哦，基督徒們！如果你們想要知道並有正確的崇拜

神，就必須在基督裏尋求神和崇拜神。且你們尋找基

督，就必須在神中尋求基督和崇拜基督。然後你們就會

瞭解到什麼是有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
面。』(歌羅西書 3:3)，而你們將會經歷到和基督的交通

及崇拜，是和對神的愛及聖潔有全然的知識、是不可分

的。 

 

      哦，(靈)魂啊！靜止吧！和帶著最深的敬畏說這些

話：『恩惠和平安從我們的父神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

們！)』，也就是我們所能渴望的一切。 

 

      花時間去默想和相信、期望著所有從坐在寶座上的父

神和在寶座中的羔羊而來的。然後你將會真正的學習到

崇拜神。經常地回到聖地、將『...榮耀...歸給坐寶座的

和羔羊...』。 (啓示錄 5:13) 

 
 

 

 

 
 

 



 

第十三天 

聖靈 
 

『因為我們兩下藉着他被一個聖靈所感，得以進到父面
前。』 ---   以弗所書 2:18 

 

 

在我們在內室和神的溝通中，我們必須很小心的防備這

危險，這危險就是用理解力或情感的力量去尋求來知道

神和基督。聖靈為了表達這目的已經賜下了：『藉著
祂，我們會有可能經由子神，有權接觸父神』。讓我們

注意，不要因為不等候聖靈的教導，而使我們的辛勞白

費。 

 

     基督在最後的晚上教導祂的門徒這真理。祂講到保惠

師說：『到那日，你們將會因我的名向父求，你們求就

必得着，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參約翰福音 16:23-

24)。堅守這真理，就是聖靈賜下有著一個教導我們禱告
的偉大目的。祂使得和父神與子神的交通、成為一個有

福的實際。要有堅強的信心，知道聖靈正秘密地工作在

你身上。當你進入內室時，完全要將你自己放在祂的指

導下，作為你所有的代禱和崇拜的教師。 



     

     當基督在復活那一天的晚上，祂對門徒說，『...你們

受聖靈。』(約翰福音 20:22)  這是為著要加強他們和使

他們準備好，那十天的禱告，和他們接受聖靈的豐滿。

當我們在禱告中靠近神時，這就建議了我們要記得的三

件事： 

 

      第一，我們必須在有信心中禱告，相信聖靈住在我們

裏面，和在(靈)魂的靜穆中全然順服祂的引領。花時間

在這上面。 

 

      第二，我們必須相信，在回應我們的禱告中，聖靈的

『更偉大的工作』將會賜予我們。也就是在聖靈的豐滿

中、光照和加強我們屬靈的生命。 

 

      第三，我們必須相信，經由聖靈會導致所有神的孩子

們合一，我們可以求和期望、聖靈大有能力的工作在祂

的教會和子民身上。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

的江河來。」』(約翰福音 7:38) 

 

   『你相信這嗎？』 

 

 

 

 

 
 

 

 



 

第十四天 

主的秘密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
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   馬太福

音 6:6 

 

 

基督有很大的渴望，希望祂的門徒們應該知道神是他們

的父，也應該知道他們和神應有秘密的交通。在祂自己

的生命中，祂發覺這不僅僅是不可少的，並且和父在秘

密中相交、是最高的幸福。而祂希望我們意識到，沒有
每天和在天秘密地等待我們的父神相交，做全心全意的

門徒們是不可能成為真實的。 

 

      神是這樣的一位神，祂隠藏自己在世界之外，也住在

所有的世界裏。神要我們從世界中、和我們自己中出

來。取代這些的是、祂提供我們和祂有接近且親密交流

的祝福。哦！神的孩子們可能會瞭解這點。 

 

      在舊約的信徒們享受這樣的經驗。『你是我藏身之
處...。』(詩篇 32:7)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
能者的蔭下。』(詩篇 91:1) 『耶和華與敬畏他的人親
密...。』(詩篇 25:14) 



     

    在新約的基督徒們、應該珍惜秘密的與神相交更多。

我們讀到：『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
在神裏面。』(歌羅西書 3:3) 如果我們真正地相信這樣，

我們將有這喜樂的保証，保證我們的生命是和基督一起

藏在神裏，蒙神保守，是安全的，且不是任何一個敵人

能觸摸的。我們應該每天有信心地、在向秘密地父神的

禱告中、尋求屬靈生命的更新。 

 

      因為我們和基督同死，有分於祂的死，也有分於祂的

復活。我們知道，這有如樹根藏在地下，我們的每天生

活的根、是深深的藏在神裏。 

 

   哦，(靈)魂啊！花時間去意識到： 

 

    『你必把他們藏在你面前的隱密處，...』(詩篇 31:20) 

 

      我們在禱告中第一個思想應該是：我必須知道我是和
神獨處，和神與我同在。 
 

    『...把我藏在他帳幕的隱密處...』(詩篇 27:5) 

 

 
 

 



 

第十五天 

在天上的半小時寂靜 
 

『羔羊揭開第七印的時候，天上寂靜約有二刻。另有一
位天使拿着金香爐，來站在祭壇旁邊。有許多香賜給
他，要和眾聖徒的祈禱一同獻...金壇上。那香的煙和眾
聖徒的祈禱，...一同升到神面前。』 ---   啓示錄 8:1,3-4 

 

 

在天上寂靜約半小時。也就是說，為了是在第一個天使

吹喇叭前，能帶著衆聖徒的禱告到神面前。而所以呢！

有成千上萬神的孩子們感覺到、這半小時的寂靜和要從

所有地上的事出來、是絕對需要的。這樣，他們能呈獻

他們的禱告在神面前，及和神的交通因此而被加強了、

且有力量做每天的工作。 

 

      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抱怨，說是沒有時間禱告。而經

常有人承認，既使可以找到時間，還是感覺到不能有和

神真實相交的時間。沒有人需要問、到底是什麼阻擋屬

靈生命的成長。只能在和神有活的相交中找到得力的袐
訣。 



     

    哦，我的弟兄！只要當基督說 : 『你...關上門，禱告
你在暗中的父，...』(馬太福音 6:6) ， 你要能順服，及你

要有勇氣和神獨處半小時。不要想，這半小時會如何

過。只要相信，如果你開始、並很信實的去做，加上在

祂面前緘默的俯伏，祂將會啓示祂自己給你。 

 

      如果你需要幫助，讀一些聖經的話語，而讓神的話向

你說話。然後在最深的謙卑中在神面前俯伏，而等候

祂。祂將會在你裏面工作。請讀詩篇 61，  62， 63 三

篇，而在神面前說出來。然後開始禱告。為你的家庭和

孩子代禱，也為會衆代禱，為教會及牧師代禱、為學校

和宣教代禱。雖然時間可能會看起來相當長，請繼續下

去。神將會報償你的。但最重要的是，確保你遇見神。 

 

      弟兄，神渴望祝福你。在天上尚且需要花半個鐘頭的

寂靜，好讓衆聖徒獻上禱告在神面前。難道不值得你花

半個鐘頭與神獨處嗎？如果你堅持不懈，你可能會發覺

這半個鐘看起來像是你一天中最難過去的時間，最終你

將會知道、這樣做可能會在你整個人生中變為最有祝福

的日子。 

 

    『我的魂對神保持緘默。』 

 

    『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因為我的盼

望是從他而來。』 (詩篇 62:1,5) 

 



 

第十六天 

神的偉大 
 

『因你為大，且行奇妙的事，惟獨你是神。』 ---   詩篇 

86:10 

 

 

當任何一個人、開始一個重要的工作時，他會花時間和

集中注意力去考慮他事業的偉大。例如說，學科學的人

在研究大自然時，會花許多年的努力去掌握太陽和天體

的大小。 

 

      而難道榮耀的神、不值得我們應該正確地花時間、去
知道和崇拜祂的偉大嗎？ 
 

      然而我們對神的偉大的知識是多麼膚淺啊！我們不讓

自己花時間俯伏在祂面前，而因此能使自己、深刻的在

祂不可理解的威嚴和榮耀之下。 

 

      默想下列的經文、直到你充滿了一些感覺，意識到神

是何得的榮耀。 

 

    『耶和華本為大，該受大讚美，其大無法測度。』(詩

篇 145:3) 『...我也要傳揚你的大德。』(詩篇 145:6) 『他
們記念你的大恩，就要傳出來...』(詩篇 145:7) 

 

      不要幻想可以很容易的掌握到這些話的意義。需要時

間讓它們進入你的心中，直到你有可能、在不可言喻中

俯伏在神面前崇拜。 



     

     『主耶和華啊，...，在你沒有難成的事。...是至大全
能的神，...萬軍之耶和華是你的名。謀事有大略，行事

有大能...』(耶利米書 32:17-19) 

 

      而聽聽神的回應：『我是耶和華，是凡有血氣者的

神，豈有我難成的事嗎？』(耶利米書 32:27) 

 

      將會需要一些時間才能正確地理解神的偉大。但如果

我們給祂早就該給祂的榮譽，和我們在知識上能強烈地

知道我們的神是多麼偉大和有能力、我們的信心會因而

長大，我們將會被吸引而逗留在內室中、在謙卑的崇拜

中、去俯伏在這偉大和有能力的神面前。在祂豐盛的憐

憫中，祂將會經由聖靈教導我們說： 

 

     『因耶和華為大神，為大王...來啊，我們要屈身敬

拜，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前跪下。』(詩篇 95:3,6) 

 

     『因耶和華為大神，為大王，超乎萬神之上。』(詩篇 

95:3) 

 

 



 

第十七天 

一顆完美無瑕的心 
 

『耶和華的眼目遍察全地，要顯大能幫助向他心存誠實
的人。...』  ---  歷代志下 16:9 

 

 

在世界上的事情中、我們知道我們應該用全心全意做事

是多麼重要。在屬靈的領域中，這規則仍然堅不可摧。

神已經給了這樣的命令：『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

和華你的神。』(申命記 6:5)   而在耶利米書 29:13 說，

『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 

 

      熱心的基督徒們每天都全心處理他們每天的工作，但

他們卻滿意於在事奉神的事情上不拼命工作，這實在是

很奇異的事！他們沒有意識到、無論在任何地方、他們

都應該用全心全意的去事奉神。 

 

      在我們正文的句子中，我們洞察到、用一顆完美無瑕

的心去尋求神是絕對必要的。『耶和華的眼目遍察全
地，要顯大能幫助向他心存誠實的人。...』(歷代志下 

16:9） 



     

     這對我們用誠實的心、而謙卑等候神的人來說、是何

等的鼓勵啊！我們可以保証祂的眼目將會在我們身上，

和祂將會彰顯祂的全能在我們身上、及我們的工作上。 

 

    哦，基督徒們！你有沒有在崇拜神上學到這樣的功

課？也就是說，要每天早上全心的順服神去成就祂的旨

意。在每一個禱告中，要用一顆完美無瑕的心去禱告，

且在真實中全心全意的獻給祂 ;  然後呢！在信心中期望

神的能力在你身上工作，並經由你而彰顯出來。 

 

      記得最後還是來到這一點上，你必須要開始在神面前

靜默，直到你能意識到祂的確工作在你心中的隱密處。     

 

    『...等候神...』(詩篇 69:3) 

 

    『...把我藏在他帳幕的隱密處...』(詩篇 27:5) 

 



 

第十八天 

全能神 
 

『...我是全能的神...』 ---   創世記 17:1 

 

 

當亞伯拉罕聽見這些話，他就俯伏在地 ;  然後神就和他

說話，且用信心充滿了他的心、使他在信心中看見神將

會為他做的事情。哦、基督徒！你曾在深沈的謙卑中俯

伏在神面前、直到你覺得你和全能者有活的接觸嗎？同

樣的、你曾在深沈的謙卑中俯伏在神面前、直到你的心

充滿了全能神正工作在你身上的信心，和祂將會成全祂

在你身上的工作嗎？ 

 

      請讀詩篇、看看歷世歷代的聖徒們、如何榮耀神和祂

的力量。 

 

    『耶和華我的力量啊，我愛你！』(詩篇 18:1) 

    『...耶和華是我性命的保障（或譯：力量）...』(詩篇 

27:1) 

    『神是我心裏的力量...』(詩篇 73:26) 

    『...鼓勵我，使我心裏有能力。』(詩篇 138:3) 

 

     (請看詩篇:18:32，46:1，68:28,35，59:17，89:17) 

 

      需要時間去領受這些話語，及視神為全能者和你的力

量去崇拜祂。 



     

     基督教導我們，救恩是神的工作，而人是不可能自己

做到的。當門徒們問，『這樣誰能得救呢？』(馬太福音 

19:25) 祂的回答是，『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

能！』(馬太福音 19:26) 如果我們很堅定的相信這，我們

將會有勇氣去相信神正在我們身上工作、做祂所喜悦的

一切事情。 

 

      想想看保羅如何為以弗所的教會禱告， 使他們經由聖

靈的光照可能可以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

力是何等浩大。』(以弗所書 1:19) 在歌羅西書 1:11 中，

『照他榮耀的權能，得以在各樣的力上加力...』(歌羅西

書 1:11)  當一個人完全地相信神的大能正在他身上不止
息的工作，他將會很喜樂的說，『...神是我性命的保障

（或譯：力量）...』(詩篇 27:1) 

 

      你是不是覺得奇怪、為什麼許多的基督徒們抱怨自己

的軟弱和缺點？他們不瞭解、這個全能神必須在每天的

每一小時都工作在他們身上。那就是信心的真實生命的

秘訣。 

 

      不要歇息、直到你能對神說，『耶和華我的力量啊，

我愛你！』(詩篇 18:1) 讓神全然佔有你，而你將能和神

的子民同說，『你是他們力量的榮耀...』 (詩篇 89:17) 

 



 

第十九天 

敬畏神 
 

『...敬畏耶和華，甚喜愛他命令的，這人便為有福！』 -
---   詩篇 112:1，詩篇 128:1,4 

 

 

這些字『敬畏神』可用來描述舊約時代的宗教特性，且

是新約時代說到更豐盛的生命的基礎。『神聖敬畏的恩

賜』仍然是神的孩子最大的渴望，和不可或缺的一個生

活的部份。也因這生活的部份、使周遭的世界留下深刻

的印象。這是在耶利米書中新約的一個偉大的應許：

『又要與他們立永遠的約，...且使他們有敬畏我的心，

不離開我。』 (耶利米書 32:40) 

 

     我們在使徒行傳 9:31 中找到兩者的完美結合。 

 

     『那時，...各處的教會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

主，蒙聖靈的安慰，人數就增多了。』 而保羅更不只一

次說到，敬畏神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有著崇高的地位。

『...就當恐懼戰兢，做成你們得救的工夫。因為你們立

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

意。』 (腓立比書 2:12-13) 『...敬畏神，得以成聖。』(哥

林多後書 7:1) 

 



     

     曾經常常聽說到，缺乏敬畏神、是我們現代的社會比

不上清教徒及盟約者時的許多事情中的一件。難怪因此

有這麼多原因抱怨讀神的話，及祂的家的崇拜，和缺乏

有早期教會連續禱告的靈的標誌。我們應該有需要去闡

明像這閱讀開始的字句，和完全地指示年輕的初信者有

一個深深敬畏神的需要和祝福。這樣才會導致有、在信

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環、不歇息的禱告。 

 

       讓我們在內室中懇切的培育這恩典。讓我們在天堂聽

到這樣的話語： 

 

     『主啊，誰敢不敬畏你，不將榮耀歸與你的名呢？因

為獨有你是聖的，...』(啓示錄 15:4) 

 

     『...就當感恩，照神所喜悅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事
奉神。』(希伯來書 12:28) 

 

      當我們把這話語，『...敬畏耶和華，...，這人便為有

福！』(詩篇 112:1)，放在我們的心中，且相信這就是一

個最深的祝福的秘訣，我們將會在每一種方式中尋求

神，在對祂的敬畏中、崇拜祂的聖殿。 

 

      『當存畏懼事奉耶和華，又當存戰兢而快樂。』(詩篇 

2:11) 
 

 

 

 

 



 

第二十天 

難以理解的神 
 

『神為大，我們不能全知；... 論到全能者，我們不能測
度；他大有能力，...』 ---    約伯記 36:26,  37:23 

 

 

我們極少思考神作為一個靈的屬性。這靈的生命和榮耀

實在完全是我們的能力所不可能理解的。然而在屬靈的

生命中，深深的感覺到、就像天高於地的、超過我們所

有思想而能無限頌揚地神的意念和道路，是最最重要

的。 

 

      帶著深深的謙卑和聖潔的敬意，這成為我們仰望神(的

根基)，然後帶著如孩童般的單純，順服在聖靈的教導之

下。 

 

     『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

他的蹤跡何其難尋！』 (羅馬書 11:33) 

 

      讓我們的心回應，『哦主啊！哦萬神之神啊！在祢所

有的旨意中、祢是多麼奇妙啊，祢的目的是多麼的高深

啊！』「神是什麼」的學習應該會、帶著聖潔的敬畏充

滿我們，而使我們有神聖的渴望、想知道祂並給祂應得

的榮譽。 

 



     

     讓我們想一想  - -- 

 

祂的偉大是不可理解的。 

祂的大能是不可理解的。 

祂的無所不在是不可理解的。 

祂的智慧是不可理解的。 

祂的聖潔是不可理解的。 

祂的憐憫是不可理解的。 

祂的愛是不可理解的。 

 

      當我們崇拜時，讓我們叫喊出：在這偉大的生命中有

一個多麼不可思議的榮耀啊！這生命就是我的父神。我

羞愧地坦承，我已經在尋求正確地知道祂上、或是等候

祂啓示自己上，是知道多麼的少啊！在某種方式下超越

了所有的悟性的信心中，開始相信這一個不能理解和全

然榮耀的神、將會在你的心中和生命中工作，而且給你

永遠成長的措施去正確地知道祂。 

 

     『主耶和華啊，我的眼目仰望你，我投靠你...』 (詩篇 

141:8)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詩篇 46:10) 
 

 

 

 



 

第二十一天 

神的聖潔 (舊約) 
 

『...所以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和合本)』『我
是使你們成為聖潔的主。(直譯)』 ---   利未記 11:45, 19:2, 

20:7,8, 21:8,15,23, 22:9,16.  

 

 

在利未記中，這些話重複了九次。以色列人必須學習，

聖潔是神最高和最榮耀的屬性。所以這也必須是神的子

民明顯的特徵。就如祂是聖潔一樣，一個對神有當得的

認識、及在秘密中與祂相會的人，他必須首先渴望自己

是聖潔的。接觸神的祭司們必須畢生過聖潔的生活。 

 

    為祂說話的先如更應如此(以賽亞書第六章)。聽啊！ 

『...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以賽亞書 6:1) 『...

撒拉弗...彼此呼喊說：「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

和華，...」』(以賽亞書 6:2-3) 這是在最深的敬畏中伏俯

在神面前崇拜的聲音。 

    

      『那時我說：「禍哉！我滅亡了！...；又因我眼見大
君王萬軍之耶和華。」』 (以賽亞書 6:5) 這是一個破碎

和痛悔的心的聲音。 

 

    然後一個撒拉弗從祭壇將炭沾他的口說：『看哪，這

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惡就赦免

了。』(以賽亞書 6:7) 這是恩典和完全救贖的聲音。 

 



     

     然後神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而一個願意

的聲音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以賽亞書 6:8) 帶

著暫停的、聖潔的敬畏，而請求神啓示祂自己是聖潔的

那一位。 

 

     『因為那至高至上、永遠長存（原文是住在永遠)、名

為聖者的如此說：「我住在至高至聖的所在，也與心靈

痛悔、謙卑的人同居；...』(以賽亞書 57:15) 

 

      要肅靜，及在祂偉大的榮耀中花時間和崇拜神，而在

神那深深的屈尊中，祂渴望並提供和我們居住、且是住

在我們裏面。  

 

      神的孩子，如果你願意和你的父親秘密地相遇，在祂

的聖潔中俯伏敬拜祂。給祂時間，使祂啓示自己給你。 

 

    認識神為聖潔的一位，實在是一個不可言喻的恩典。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

(利未記 19:2) 

 

    『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以賽亞

書 6:3) 

 

    『...以聖潔的妝飾敬拜耶和華。』 (詩篇 29:2) 

 

    『願主我們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詩篇 90:17) 

 



 

第二十二天 

神的聖潔(新約) 
 
『...聖父啊，求你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求你...
使他們成聖，...我為他們的緣故，自己分別為聖，叫他
們也因真理成聖。』 ---   約翰福音 17:11,17,19 

 

 

基督永遠活著禱告這偉大的禱告。期望著神適當的回

答。 

 

      聽聖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前書 3:10-13  的話：『我們晝

夜切切地祈求，...好使你們...在我們父神面前心裏堅

固，成為聖潔，無可責備。』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 (帖撒羅尼

迦前書 5:23) 

 

     『...他必成就這事。』 (帖撒羅尼迦前書 5:24) 

 

     當你讀這些話時，深深地思考它們，而且用它們作為

你對神的一個禱告：『祝福的神啊！堅定我的心，好使

我在父神面前成為聖潔無瑕疵。神親自使我全然成聖。

神是信實的，祂也必成就這事。』 

 

      能和神秘密地對話是何等的特權啊！ 在禱告中講這些

話語，然後等候祂，直到經由聖靈的工作，這話語會活

在我們心中，而我們開始能知道神的聖潔的一些事。 

 



     

      『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裏成

聖，蒙召作聖徒的，...』 (哥林多前書 1:2) 

 

    神的聖潔已在舊約中啓示我們。在新約中，我們找到

了經由聖靈成聖、在基督裏神的子民的聖潔。哦！我們

了解這樣說的祝福話：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彼得前書 1:16) 

 

     『哦，我的孩子們，你們要像我一樣，聖潔應該是最

主要的事。』因為這緣故，三位一體的神經由聖子和聖

靈已經啓示我們。讓我們帶著對神偉大的敬畏用這字

『聖潔』，然後為著我們自己有這聖潔的渴望。崇拜這

樣說的神： 

 

     『...我是叫你們成聖的耶和華。』 (利未記 22:32) 

 

      在聖潔的敬畏和強烈的渴望中俯伏在祂面前，然後帶

著完全的信心，聽這禱告的應許： 

 

     『...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他必成就這事。』 (帖

撒羅尼迦前書 5:23-24) 

 
 

 

 



 

第二十三天 

罪 
 

『罪魁』『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在基督耶穌
裏有信心和愛心。』 ---   提摩太前書 1:14-15 

 

 

當你進入秘室時，一刻都不可忘記，你和神的整個關係

取決予你如何考慮罪，和考慮到你自己只是作為一個被

拯救的罪人。 

 

       是罪、使得神的聖潔這樣的可怕。是罪、使得神的聖

潔這樣的榮耀，因祂已經說過：『你們要聖潔，我是聖

潔的。...我是叫你們成聖的耶和華。』(直譯) (利未記 

20:7-8) 

 

      是罪、引起了神不保留祂自己兒子的這樣奇妙的愛。

是罪、使得耶穌釘上十字架，而啓示出這愛祂所愛的深

度和力量。經由在天堂榮耀的所有永恆中，這會得到我

們被救贖的罪人們的稱讚。 

 

       一刻都不可忘記，是罪、已經引導你和耶穌基督有這

偉大的交易 ;   而這交易就是在你每一天和神的交通中，

祂的一個目標是提供並保持你完全的力量，和提升你到

和祂相似，及進入祂無窮的愛中。 

 



     

      是想到罪，將會使我們俯伏在祂的腳前，而給了我們

所有崇拜的特徵。 

 

      是想到罪，這罪會永遠圍繞你，並尋求機會引誘你，

因而使你熱情地禱告，和有緊急的需要來到藏在基督裏

的信心。 

 

      是想到罪，能使基督是這樣不可言諭的寶貴，這罪使

得我們每一刻都要依賴祂的恩典，而讓你經由愛我們的

祂、聲稱是超過得勝者。 

 

      是想到罪，這罪召喚我們帶著神必不輕看的、破碎和

悔罪的心去感謝神。這心在我們身上工作，使我們有祂

樂於居住的、悔罪和謙卑的靈。 

 

      就是在內室中，秘密地和聖父同在，罪就因此被征

服，以致於基督的聖潔可被給予我們，而使聖潔的靈能

完全的佔有我們的生命。 

 

      就是在內室，我們將會學習去知道、並完全的經歷

到、這寶貴話語應許的神聖能力： 

 

 『...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凡住在

他裏面的，就不犯罪  ...』  (約翰一書 1:7, 3:6) 
 
 

 

 



 

第二十四天 

神的憐憫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
存！』 ---   詩篇 136:1 

 

 

這篇詩篇是完全地致力於讚美神的憐憫。在二十六個經

文的每一個經文，我們都有這樣的敍述：『他的慈愛永

遠長存！』詩人充滿了這個令人高興的意念。我們的心

也應該被這有福的確據所充滿。神永久不改變的憐憫，

是我們不停讚美和感謝的原因。 

 

      讓我們讀一讀著名的詩篇第一百零三篇，看看其中關

於神的憐憫說些什麼。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以仁愛和慈悲為

你的冠冕。』 (詩篇 103:2,4) 

 

      在神所有的屬性中，憐憫是其冠冕。願它也是我頭上

和我生命中的冠冕 ! 

 

      『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

慈愛。』 (詩篇 103:8)   正如神的偉大一樣奇妙，祂的憐

憫也是這樣的無限。 

 

     『天離地何等的高，他的慈愛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

的大！』 (詩篇 103:11) 

 



     

        這是怎麼樣的一個意念啊！天離地何等的高，神等待

著賜給我們、祂最豐富祝福的憐憫、也是這樣無法測量

和無法想像的偉大。 

 

    『但耶和華的慈愛歸於敬畏他的人，從亙古到永

遠； ...』 (詩篇 103:17)   在這裏，詩人再一次談到神沒有

界限的慈愛和憐憫。 

 

      哦，我的魂(人)啊！ 我們已經讀到這些熟悉的話語是

多麼頻繁啊！可是卻沒想到它們是不可量度的偉大。要

肅靜和默想，直到我們的心回應在詩篇三十六篇中的話

語： 

 

     『耶和華啊，你的慈愛上及諸天；...』(詩篇 36:5) 

 

      『神啊，你的慈愛何其寶貴！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蔭

下。』(詩篇 36:7) 

 

      『願你常施慈愛給認識你的人，...』(詩篇 36:10) 

 

      哦，我的魂啊！為著神用奇妙的憐憫作為我生命中的

冠冕，去帶著偉大的喜樂和花時間感謝祂，而且說： 

 

      『因你的慈愛比生命更好，...』(詩篇 63:3) 

 
 

 



 

第二十五天 

神的道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 ---   希伯來書 4:12 

 

 

為了和神相交，祂的道(話語)和禱告都是必不可少

的 ;   而在內室，他們應該是不可分開的。在祂的道中，

神對我說話：在禱告中，我對神說話。 

 

      這道教導我知道、我向祂禱告的神 ;   這道教導我、神

要我如何向祂禱告。這道給我寶貴的應許鼓勵我禱告。

這道經常給我奇妙的禱告回應。 

 

      這道來自神的心，將祂心中的意念和愛帶到我心中。

然後這道從我的心中回到祂(那)偉大的愛的心，而禱告

是神的心和我的心中間交通的工具。 

 

      這道教導我神的旨意。也就是祂應許的旨意講到祂將

會為我做什麼，這就是我信心的糧食。而祂也會講到祂

命令的旨意，我在愛裏順服這旨意而棄掉我自己。 

 

      我更多的禱告，就更多覺得我需要這道，並在它中喜

樂。我更多讀神的道 (話語)，就更多需要禱告，和在禱

告中有更多的能力。一個最大不禱告的原因就是因為我

們讀神的道 (話語)太少，或只在表面上，或根據人的智

慧。 

 



     

        這道(話語)已經由聖靈說了，聖靈也是禱告的靈。祂

將會教導我如何接受這道，和如何接近神。 

 

      內室是怎樣的祝福啊！內室在我們的崇拜中是何等的

一個能力和一個靈感。在內室中，我只要用神自己的

話，轉換成禱告，而肯定的期望這樣會被允許。就是在

內室中，我們有秘密地與神同在，而經由聖靈，神的道

(話)將會變成我們的喜悅和力量。 

 

      神的道在我們心中、也在我們的嘴上和生命中、有最
深的敬畏，這將會是我們力量和祝福的永不失敗的泉
源。 
 

    讓我們相信神的道實在是完全充滿活的能力，這能力

將會使我們強壯，很高興地從神期望和接受偉大的事

情。最重要的是，神的道將會給我們、每天和作為活神

的祂、有祝福的交通。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

福！』(詩篇 1:1-2) 

 
 

 



 

第二十六天 

詩篇 
 

『你的言語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  詩篇 119:103 

 

 

這本小册子尋求去幫助我們崇拜神。在聖經六十六本書

中，詩篇是特別為這目的而賜給我們的。其他的書是歷

史性的，或是教義性的，或是實用的。但詩篇領我們到

神聖潔同在的內室聖殿，去享受和祂交通的祝福。這是

一本聖靈默示委身(靈修)的書。 

 

      你是不是每天早上都真實的和神相交過，並在(你的)

心靈和真理(誠實)中崇拜祂？ 然後讓你的心被詩篇中神
的道(話語)所充滿。 
 

      當你讀詩篇時，凡是遇到『主』或『神』這個字，都

在下面劃線。這也包括了講到神的代名詞，『我』、

『祢』、『祂』。這將會幫助你把詩篇的內容和所有禱

告的目標的神相連。當你願意花時間去劃下神不同的名

字時，你將會發覺，會更瞭解許多困難的詩篇。這些下

面劃線的字將會將你中心的思想集中在神身上，而導致

你對祂有個新的崇拜。在祂面前、用你的唇舌大聲說出

這些劃下線的字。你的信心將會重新得到加強，而意識

到神是怎樣的在你生活中、所有情況下的力量和幫助。 

 



     

        詩篇，就像是古時的聖靈教導神的子民禱告一樣，我

們也將會被那同樣聖靈的能力，教導我們要永遠居住在

神的同在中。 

 

      然後到詩篇 119 篇。每次遇到『主』、或『祢』、或

『祂』這個字，都在下面劃線。你會訝異的發現，每一

經文都有這些字出現一次或多於一次。默想這樣的思

想，就是這神，你可在整本詩篇中找到祂，也是祂頒給

我們律法，並使我們(經由聖靈的帶領)遵守它。 

 

      詩篇將會很快成為我們最喜愛的書之一，而你將會發

覺它關於神的道(話語)的禱告和教導，將會在祂的能力

和愛的、有祝福的意識中，持續地吸引你向著神。 

 

     『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終日不住地思想。』(詩篇 

119:97) 

 

 

 



 

第二十七天 

 

神的榮耀 
 

『但願他...得着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 --
---   以弗所書 3:21 

 

 

神祂自己必須啓示祂的榮耀給我們 ;   然後也只有這樣、

我們才能知道祂，並給祂適當的榮耀。 

 

    在神榮耀的本性中，沒有比在星空中更能找到祂奇妙

的形像。望遠鏡很早就顯明了神的宇宙的奇妙，仍在繼

續的製做得更有效力。而藉著攝影，那榮耀的、新的奇

妙顯露出來了。一個固定在望遠鏡下的攝影板，將會顯

示出上億的星星，這是我們眼睛經由最好的望遠鏡所從

未見過的。我們必須走到一邊，而讓諸天的榮耀彰顯它

自己 ;   而星星、雖然在起初是完全看不見的和在非常遙

遠的地方、將會在板上留下它們的影像。 

 

      對於一個渴望在神的道(話語)中看到祂榮耀的魂(人)是

怎麼樣的課題啊！放下你自己的努力和意念。讓你的心

有如攝影板、而等待既將顯現的神的榮耀。這板必須適

當的準備和清理 ;   也就是讓你的心、經由神的聖靈、準

備好而且清潔了。『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
神。』 (馬太福音 5:8)  這板必須要不能動 ;   讓你的心在

神面前寂靜不動。這板為了接收到在遙遠星星的完整影

像、必須爆光七或八小時 ;  讓你的心花時間在肅靜中等

候神，而祂將會啓示祂的榮耀。 



     

      如果你在神面前保持安靜並給祂時間，祂將會把那不

可言喻的祝福你和別人的思念、放在你心中。祂將會在

你裏面產生渴望和性格，這將實在是、祂榮耀的光輝照

耀在你身上。 

 

      將這認為是這天早晨的証據。在深深的謙卑中，獻上

你的靈給祂，而有這信心，神將會在祂聖潔的愛中啓示

祂自己。祂的榮耀將會降在你身上。你自己將會感覺

到、需要全時給祂而做祂有福的工作。 

 

     『惟耶和華在他的聖殿中，全地的人都當在他面前肅

敬靜默。』(哈巴谷書 2:20) 

 

     『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因為我的盼

望是從他而來。』(詩篇 62:5) 

 

     『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

裏，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哥林多後書 4:6)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詩篇 46:10) 

 

 



 

第二十八天 

三位一體的神 
 

『就是照父神的先見被揀選，藉着聖靈得成聖潔，以至
順服耶穌基督，又蒙他血所灑的人...』 ---   彼得前書 1:2 

 

 

這裏，我們有這樣的一節經文，在這節經文中、我們看

到了有福的三位一體的神的偉大真理，我們的屬靈生命

就是扎根於此。在這本小册子裏，我們已經特別的講到

對父神的崇拜，和每天都需要有足夠的時去崇拜一些祂

榮耀的屬性。但我們必須提醒我們自己，在所有我們和

神的相交中，子神和聖靈的同在和能力是絕對必要的。 

 

      在內室中，有何等的領域為我們打開。我們需要意識

到所有和父神相交的條件、是要和主耶穌有積極的和個

人的同在、及其工作。我們需要時間去完全意識到，在

每一次接近神時、我們是這樣的需要祂，並可能會深

信、祂是如何地正在為我和在我裏面工作，及祂有怎樣

的聖潔和親密的愛、在這裏面、我們可以依賴祂的同在

和所有得勝的代禱。哦！但是需要時間去學習這功課，

且那時間將會有最祝福的獎賞。 



     

      既使如此、聖靈神聖和全能的能力正工作在我心的深

處，且唯獨聖靈可以啓示子神在我的裏面。唯經由聖

靈，我有能力知道應禱告些什麼和怎麼樣禱告 ;   最主要

的，知道怎麼因耶穌的名而祈求，和得到保証我的禱告

已經被接受。 

 

      親愛的基督徒讀者，只要花五分鐘和神獨處，就能接

受到祂榮耀的印象，難道你不是多次的感覺到、這種想

法是一個嘲笑嗎？而現在、難道經由聖靈在基督裏真實

地崇拜神的想法，不會讓你覺得需要花時間才能進到這

樣地和祂聯結、和保持你的心及心神整天在祂的平安和

同在中嗎？就是在逗留和神同在的秘密中，你接受恩典
去住在基督裏，而整天為祂的靈所引導。 
 

      只要停一停而想：『就是照父神的先見被揀選，藉着
聖靈得成聖潔，以至順服耶穌基督，又蒙他(耶穌基督)
血所灑的人...』 (彼得前書 1:2)   這經文是意念和崇拜何

等的食物啊！ 
 

      『你說：「你們當尋求我的面。」那時我心向你說：
「耶和華啊，你的面我正要尋求。」』(詩篇 27:8) 
 

 

 



 

第二十九天 

神的愛 
 

『 ...神就是愛！住在愛裏面的，就是住在神裏面，神也
住在他裏面。』 ---   約翰一書 4:16 

 

 

在天堂中最好和最奇妙的字就是愛。因為神是愛。而在

內室中最好和最奇妙的字一定是 - 愛。因為和我們在那

裏相遇的神是 - 愛。 

 

      什麼是愛？就是有最深沈的渴望、為了所愛的給予了

它自己。愛、為了使所愛的快樂、在給予它所有的上找

到了喜樂。而讓我們在心思中沒有任何的懷疑，我們在

天上的父，祂主動提供我們在內室中和祂相遇，除了以

祂的愛充滿我們的心外，別無所求。 

 

      我們所提到過所有其他神的屬性，都在這裏面找到了

最高的榮耀。內室中的真實和完全的祝福、不外乎生活

在神豐富的愛中。 

 

      因為這，我們首先和主要在內室中的思想、應該是相

信神的愛。當你去祈禱時，就是尋求去操練在神的愛

中、偉大的和無限的信心。 

 

      哦，我的魂啊！花時間安靜地默想、這在基督裏神的

愛奇妙的啓示，直到你充滿了自己崇拜的靈，和奇迹，

和渴望。花時間去相信這寶貴的真理：『...所賜給我們
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羅馬書 5:5) 



     

      讓我們羞愧的記得，我們對這愛已經相信的、和去追

求它的、是何等的少。而當我們禱告，讓我們堅守這保

証：我確信我們在天上的父渴望彰顯祂的愛給我。我深

深的被這真理所信服：祂將會，而且能做到。 

 

     『...我以永遠的愛愛你...』(耶利米書 31:3) 

 

     『...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

度的...』(以弗所書 3:17-19) 

 

     『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約翰一書 3:1) 
 

 



 

第三十天 

等候神 

 

『...我終日等候你。』 ---  詩篇 25:5 

 

 

等候神 -- 在這個敍述，我們找到了神的道(話語)裏、關

於魂在和神相交的態度中、最深的真理的一個。 

 

    等候神。只要想一想 -- 祂可能在我們中間啓示祂自

己 ;  祂可能教導我們所有祂的旨意 ;  祂可能對我們做祂

已經應許的 ;  在所有的事情上，祂可能是個無限的神。   

 

    就是魂(人)的態度決定了每一天應該如何開始。(譬如

說)，這指在每天早晨醒的時候，在內室中，在安靜地默

想時，在我們熱烈的期望和渴望的祈求敍述裏，在我們

日常工作中，在我們盡全力去追求順服和聖潔時，在我

們和罪及老我所有的掙扎中。也就是說，在每一件事

上、我們都應等候神，去接受祂將會賜給我們的，去看

看祂將會做什麼，去允許祂作為全能的神。 

 

    默想這些事情，而它們將會幫助你真正的珍視神的道

(話語)中寶貴的應許。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

上騰...』(以賽亞書 40:31)    在那裏，我們有屬天的能力

和喜樂的秘訣。 



     

    『要等候耶和華！當壯膽，堅固你的心。我再說，要
等候耶和華！』(詩篇 27:14) 

 

    『你當默然倚靠耶和華，耐性等候他。...』(詩篇 

37:7) 

 

     所有聖經神學的深根是這樣的：絕對的依靠神。當我

們操練這(自己的)靈，它將會變為更自然和可能有祝福

的去說：      

 

    『...我終日等候你。』(詩篇 25:5) 那裏，我們有真實

的、沒有中斷的、安靜的、敬拜和崇拜的秘訣。 

 

    這本小册子有沒有教導我們對神的真實崇拜是什麼？

假如是這樣，主的名字是應該讚美的。 

 

    或者我們只學到、我們知道這話題是何等的少？為著

這個，也讓我們感謝神。 

 

      如果我們渴望有一個這樣祝福的完整經歷，就讓我

們、以關於這本小册子到底在說什麼的更深刻瞭解，去

再讀這本小册子。我們也要有一個魂、能過每天及全天

等候神的生活，這樣的生活是絕對需要的。願賜所有恩

典的神賜予我們如此。 

 

    『我等候耶和華，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話。』

(詩篇 130:5) 

 

    『...你當默然倚靠耶和華，耐性等候他。...他就將你

心裏所求的賜給你。...』(詩篇 37:4,7)    



 

第三十一天 

讚美神 
 

『...正直人的讚美是合宜的。』 - --  詩篇 33:1 

 

 

讚美將永遠會是崇拜的一部份。當崇拜已經進入神的同

在，而已經和祂交通中，崇拜將會導致我們讚美祂的

名。讓讚美是我們靈修時、我們帶到神面前香氣的一部

份。 

 

      這就是、當以色列的孩子們從埃及的勢力中已經被救

贖，以致於在摩西的歌中，救贖的喜悦脱口而出為讚美

的詩歌。以色列民是在紅海重生後作為神的子民。 

 

     『耶和華啊，眾神之中誰能像你？誰能像你至聖至

榮，可頌可畏，施行奇事？』(出埃及記 15:11) 

 

      在詩篇中，我們看見讚美在屬靈的生命中應該有如此

大的地位。有多於六十篇的讚美詩篇，且在這書接近最

後的時候更常見讚美。請看詩篇 95 篇到 101 篇，103 篇

到 107 篇，111 篇到 118 篇，134 篇到 138 篇，144 篇到

150 篇。最後五篇都是哈利路亞詩篇，在開始和結尾都

有這話語，『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而在最後的第

150 篇、在每一節經文中重複『讚美祂』兩次，和結尾

說，『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 



     

    讓我們花時間來學習這、直到我們的全心和生活是一

個連續的讚美詩歌： 

 

     『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讚美他的話必常在我口

中。』(詩篇 34:1) 『我要天天稱頌你...』(詩篇 145:2) 

『...我還活的時候，要歌頌我的神。』(詩篇 146:2) 

 

      隨著基督的道成肉身，在天使的歌聲中併發著讚美，

也在瑪利亞的歌中，在撒迦利亞的歌中，和在西面的歌

中。 

 

      而然後，我們在摩西和羔羊的歌(啓示錄 15:3)中找到

充滿著被造物者對神的讚美：『...主神，全能者啊，你

的作為大哉，奇哉！...主啊，誰敢不敬畏你，不將榮耀

歸與你的名呢？因為獨有你是聖的...』(啓示錄 15:3-

4);    而以四重的『哈利路亞，阿們！』、『...因為主我

們的神，全能者作王了。』結束。(啓示錄 19:1-6) 

 

      哦，神的孩子們，讓內室和對神的靈修，永遠引領我

們的心到不止息的讚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