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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據译者了解，慕安得烈 (Andrew Murray) 是一位

高舉耶稣基督的人。 这本小册子『崇拜的秘诀』

(The secret of adoration) 也不例外。 这是翻译这本

小册子的原因之一。 
 

    根據英国图书馆 (British Library) ，口袋伴侣系

列 (Pocket Companion Series) 的英文第一版现在沒

有版权，在译者不獲利的原则下，译者可以自由

使用。 特別是英国图书馆在『CAS-1115582-Q7R8 

CRM:00560008005』中提到，『假如译者在这材

料上, 给人免费使用, 且在任何情况下不獲财利, 不

需要聯系英国图书馆的许可团隊』。 译者不打算

為这本小册子申请版权。     

    在美国有些灵修书籍，是基於慕安得烈写的口

袋伴侣系列。 但有些章节，和大约一百年前的口

袋伴侣系列英文第一版中的短文比较，会完全不

同。 英文原版的口袋伴侣系列是慕安得烈晚年开

始的，共有十二本小册子，每本小册子有三十一

篇短文。 作為灵修之用，基本上一天一篇。  
 

    除非特別說明，经文引用是来自和合本。 
 



 

 

 

崇拜的秘诀 

口袋伴侣之一 

 

 

慕安得烈 

(1828-1917)  

 

 

 

 

1914 出版 

 



 

 

 

 

 

引言 
 

 

当『代祷的秘诀』这本小册子用荷兰文發表时，
我们有机会问一部份那些读过这本书的人、问关
於这工作的伟大处和困难点。很多人承认对於这
本书谈到的代祷知道得很少，和担心他们永远不
可能做到。  

 

    他们问到，在基督徒中、什麼是基督徒这麼不
愿意祷告的可能原因。 

 

     一个孩子会觉得父亲的陪伴是多麼的自然和这
麼的喜乐。 



  

 
 
是什麼阻止了神的孩子们、充分利用神的奇妙的
主动供应？这供应会丰富的祝福他们，这供应是
指接受他们、並保持他们在祂的同在中、和答应
他们的祷告。 

 

    我们觉得、对关於為什麼祷告会这麼沒有能力
的一个原因是：人们从人的角度看太多、而从神
的角度看太少。 

 

    在祷告中，有两者介入：神和人。神在祂不可
言喻的圣洁、荣耀、和愛中 ;  人是在他的渺小、
他的罪、和他的无能里。依照不同的观点、我们
对祷告会有不同的看法。在祷告里最常见的是，
我们只会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和渴望，我们自己
祷告的努力，和我们的信心认為祷告是一定会被
允许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将会很快的發觉、
我们的祷告沒有真实的能力。 
 

 

 
 



  

 
 
 
 
 
 
只有当我们在神的光中看祷告，我们的祷告才会
有真实的能力。神是深深地关注我们，祂带著对
我们奇妙的愛、等待著去应允我们的祷告，祂的
全能是我们的保証、保証祂能且将会做 ; 和最重
要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借著圣灵、祂自己将
会加強我们所需的信心和恆心，使我们能知道、
在祷告中有多少喜乐和能力。而且、我们会开始
看见从属地的、或是从属天的眼光看祷告，会造
成无限大的区別。从人的渺小，或是从永生神有
无限的荣耀看祷告，也是如此。 



 

 
 
 
 
 
    当一个基督徒一旦看到这区別，他可能会经历
到这样的危险，就是說他可能会立刻、比他现在
更多和更好一点去祷告，然而他發觉这样的努力
失败了。他需要意识到、在他面前有两條路。一
條路是将祷告视為一个工具，借著它、他可以从
天上獲得他所需要的。另一條路是视祷告為神无
限的恩典，把我们提昇到、和神相交里与祂的愛
中，然后、当祂将我们如此带到祂自己面前时，
就会带给我们所需要的祝福。在前者，我借著祷
告带下的恩赐是主要的事。在后者、神和祂的
愛、和能和祂相交、及恳求者降服在祂的荣耀和
祂的旨意里、将会最大的事。 
 

 



 

 

 

 

 

 

 

 

 

 

    当一个神的孩子一旦了解这一点，他看见了摆
在他面前的那一條伟大的选择：在我的生命中，
应该从人的角度去祷告呢？或是从神的角度呢？
在每一个祷告时，我们首先必须決定、是人或是
神应在第一位呢？他将会感觉到有这个需要、去
做一个確定的決定、到底要选那一个作為他行走
的路？他将会感觉到从一條路改成另一條路、不
是很轻易的決定。这只有借著神的全能的介入，
和他在神将会成就的信心中降服，才有可能做
到、他重未有过的与神同行。 
 

 



 

 

 

 

 

除了有坚定的決心要在祷告中放棄自我的生活，
和完全顺服圣灵的生活和带领，将会使他变成一
个神和基督都要的、真实的祷告者。  

 

    这第二本小册子的诞生，就是认為它可以提供
非常簡单的帮助给所有的信徒们。这些信徒们渴
望著能进入、借著祷告而為他们开放的这奇妙的
特权。这本书的目的、在於每一天都提醒读者、
在每一天的祷告中，神必须放在第一位。為了达
到这个目标，一定要有一个、只有神和你相遇的
秘密祷告。  

 
 

 



 

 

 

第一件事就是、必须要崇敬地低下自己在神的荣
耀里，和献上敬拜和崇拜给父神。父神的名是受
顯扬的。当你獲得一些祂同在的保証，你可能可
以在希望和这保証中、說出你的祈求，使祂听到
和接受这些祈求，而适时地给你祂的回答。 

 

    最重要的是，在我们这本小册中，我们觉得有
需要不断的重复提到这愛的讯息：需要时间。给
神时间好让祂启示你。给你自己时间、能安靜而
安靜地在祂面前，等候著接受那透过圣灵的保
証，保証祂与你同在，和祂的能力正工作在你身
上。付出时间去读如祂同在一样的话语，从这裡
面、你才可能知道祂要你做什麼、和祂给你的应
许。 

 

 



 

 

 

 

 
 
 
      让话语在你周围、和在你里面创立，这是一个
圣洁的环境、和圣洁属天的光茫，在这裡面、為
了你每天的工作，你的(灵)魂将会被更新和加
強。是的，需要时间让神圣洁的同在能进到你的
心中 ;  和在适当的时间、你整个人可能在某个程
度上、将会被属天的生命和愛所充满。 

 
      就是因為在这样的思想和祷告的影响下，这本
小册子就以荷兰文诞生。有一些証明，它已帮助
了很多的人。一位牧师写道，他已读过这本小册
子两遍，更计劃去读第三遍，並给他的每个小孩
一本。 
 

 
 
 



 

 

 

 

 
 
 
 
    我深深的感觉到，假如基督徒们要能使代祷有
效且更有效，他们有被训练去祷告的需要。这会
有可能、神会乐於赐给那代祷的能力给神的一些
孩子们。这些孩子们，参与圣经的课程或其他相
关的，正在寻求使他们週遭的人、分享他们所享
有的祝福。也用这去帮助这些孩子们、使年轻或
软弱的基督徒们、更深一步的进入那正在等待他
们的、有喜乐和有能力的祝福生命中，他们只需
要学习如何活出他们的生命，借著在信心中的祷
告，每天操练和神交通。 

 
 



 

 

 

 

然后他们会發觉，在祷告的路上，神一定要放在
第一位。也会發觉，这路不仅仅是通往伟大的平
安和喜乐，更是為、那些尚未為神所得的人代祷
有真实的能力。这是我谦卑的祷告、愿神慷慨的
祝福这本小册子、使它成许多祂的孩子们的祝
福。 

 

 

                                                     慕安得烈 

 

 
 



 

 

 

 

 

           『神顯现祂的同在：  

 

               让我们现在就崇拜祂， 

 

         和带著敬畏的心来到祂面前。 

 

              神在祂的殿里： 

 

       所有在里面的人都要靜默，  

 

   带著最深的敬畏 

 

  且匍匐地在祂面前， 

 

               我们拥有的是神自己，  

 

       祂是我们的神和救主， 

 

        要永远讚美祂的名。』 

 



 

第一天 

真正的崇拜 
 

『...崇拜神。』 ---  启示錄 22:9，直译 

 

 

毫无疑问的，那些已读过这本小册子『代祷的秘诀』的

人、会问多次：『什麼是可能的原因、使得祷告和代祷

不这麼喜乐和能得到乐趣？而有沒有任何方法、可使得

与神相交成為我们主要的喜乐，和作為一个代祷者带下

神的能力和祝福、给那些我们祷告的对象？』 

 

     对这问题，可能会有多个答案。但毫无疑问的、最主

要的答案是：我们知道神太少了。在我们的祷告中，我
们沒有用全心等候祂的同在。而应该如此才对。我们最

多的是想到我们自己，我们的需要和软弱，我们的渴望

和祷告。但我们忘了，在每一个祷告中，神一定要放在
第一位，且是一切。去寻找祂、去找到祂、去使祂的同
在更长久、確信祂神圣的同在会在我们身上，使祂在实
际上听我们在祷告中說些什麼、及祂正在我们身上工

作。也就是如这样，祷告对我们来說，犹如一个孩子和

父亲的交谈，能鼓舞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很自然和很容

易的去祷告。 

       
 

  



 

     而一个人能怎麼达到这样的与神亲近、和与神交通

呢？答案很簡单：我们必须给神时间、让祂启示我们、
使祂為我们所知。全心全意的相信，就如、你在神面前
作為一个祈求者，神会向你顯现、作為耹听你的祷告
者。但是、除非是你给神时间和安靜在祂面前，这是不
能做到的。不是因你的话语多而热切，你的祷告就会有

能力。祷告是要在一个活的信心中，让神自己把你和你
的祷告、放在祂愛的心中。祂自己将保证，祂会依照祂
的时间表、听到我们的祷告。 

 

      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帮助你知道有一條路，可以因

而每一次的祷告里都可以遇见神。我们会寻求、每一天

都给你一个或更多的短讯、借著它们而能使你俯伏在神

面前，等候神，因而使它们成為你活的、且真实的经

验。  

 

      就用这些话语作為这一天的开始。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 (诗篇 25:1)  在肃靜

中，俯伏在祂面前，相信祂会那照顾你、並将向你顯

现。  

 
     『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诗篇 42:2)      

 

 



 

第二天 

神是一个灵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   约翰福音 4:24 

 

 

当神创造人时，祂吹了自己(圣)灵的一口气，人就变成

(有灵的)活魂(人)。魂是在灵和身体中间，而魂必须、或

者是顺服灵而昇向神，或是顺服肉体和它的欲望。在堕

落时，人拒絕听从灵，而变成肉体的奴隶。在人里面的

灵、因而变成完全黑暗了。  

 

      在重生的时候，就是这灵活了，被上面重生了。在重

生的生命里、和与神相交中，就是人的灵必须在任何时

候都顺服神的(圣)灵。这灵是一个人的最深的，里面的

部份。当我们在诗篇 51:6读到：『你所喜愛的是內里诚

实，你在我隐密处必使我得智慧。』或在耶利米书 

31:33『...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在以赛亚书 

26:9也說：『夜间，我心中羨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

求你。...』魂必须沈到隐密处的灵的深处，和进到那里

去自己寻找神。  
 

  



 

    神是一个灵，是最圣洁的和最荣耀的。祂赐我们一个

灵、目的是要我们和祂交通。经由罪、那能力已经黑暗
和几乎熄灭了。除了魂在神面前靜默等候，好让圣灵在

我们的灵里工作，沒有任何方法能使它恢复。比我们的

思念和感觉更深，神将会在我们里面部份、在我们內里

的灵、教导我们用(心)灵和真理去崇拜祂。  

 

     『...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约翰福音 4:23) 如果我们

等候神，祂自己将会借著圣灵教导我们。在这安靜的时

刻，靜默在神面前，和全心全意的因相信而顺服，及接

受圣灵温柔的工作。並說出这样的话语： 

 

    『我的魂啊！你要向神靜默。』 

 

   『夜间，我心中羨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

你。...』 (以赛亚书 26:9) 

 

   『...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 (参诗篇 25:5) 

 

 



 

第三天 

代祷和敬拜 
 

『当以圣洁的妆饰敬拜耶和华。...』 ---  诗篇 96:9 

 

 

我们愈认识神，就愈能深刻了解到代祷的能力是多麼的

奇妙。我们开始了解，代祷就是人能参与、成就神旨意

的一个工具。神已经委託了祂已在基督里救赎的子民、

告诉全世界和传讲给人们这讯息。代祷是在我们全部所

說的之中最主要的和不可缺少的 ;  因為在代祷里面，祂

的仆人们能完全进入和基督的交通，及接受圣灵和属天

的能力作為他们事奉的力量。  

 

      实在相当容易知道神為什麼这样定规。神实在是渴望

我们能更新、而能照著祂的形象和样式。而除了让祂的

渴望变成我们自己的渴望、沒有办法可以达到这样，因

这样可致於我们和祂的性情有份 ;  而在愛中犧牲我们自

己，以致於我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像基督，会

变成『為了代祷而活著』。这样也就是、一个分別為圣

的信徒生活。  

 

  



 

    愈能深刻了解到神伟大的目标，就愈能感觉到这样的

需要，要在谦卑崇拜和圣洁敬拜的灵中，非常真实的进

入和神的同在中。我们这样的愈多花时间在神的同在

里，我们的信心就会变得愈強，相信祂将会借著我们的

祷告，自己成就祂赐福的旨意。这样的花时间是為了完

全进入祂的心神和旨意，及為了祂荣耀的目标的思想能

佔有我们自己的全魂(人)。当神的荣耀照著我们的时

候，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的无助有多深 ;  因此而使信心

上升，相信神将会首先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 

 

     代祷会使我们感觉、有需要走向更深的敬拜之路。敬

拜将会给代祷带来新的能力。一个真实的代祷和较深的

敬拜、从来就是不可分的。 

 

      真实敬拜的密诀、只有愿意花时间去延长神的同在，

和顺服神而使神启示祂自己的魂(人) 、才会知道。敬拜

将会使我们适合做使世人知道神的荣耀的伟大事工。  

 

     『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

下。因為他是我们的神，...』 (诗篇 95:6-7)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历代志

上 16:29) 
 

 



 

第四天 

渴望神 
 

『夜间，我心中羨慕你，...』 ---  以赛亚书 26:9  

 

 

什麼是人在地上能看到或找到最主要的事，也是最伟大

和最荣耀的事？莫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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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最荣

耀的事，且是每天都能做到的事？莫过於去寻求、和去

知道、和去愛、和去讚美这荣耀的神。神开始工作在愿

意為祂活著的人的心和生命中，如此、这人的荣耀就像

神的荣耀一样。  

 

      我的弟兄，你是不是已经学到了每一天你需要做的第

一件事情和最重要的事情？无非是追求这位神，和祂相

见，崇拜祂，為祂和祂的荣耀而活。当一个基督徒真正

的看到这点，和愿意顺服的、和神每天交通作為他生命
中最主要的目标，这就是他的生(灵)命进深的一大步。  

 

      慢慢来且问这一件事情是不是真的？这件事就是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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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真的確实如

此，而且是神自己最渴望你应该要这样的生活，和祂将

会回答你的祷告，使你能这样做。  
  



 

    从今天开始，在神的书中选择一段话语，在魂(人)的

安靜中和祂說话。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

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诗篇 63:1)  

 

     『...、一心寻求他...』 (看诗篇 119:2) 

 

      在最深的敬畏和孩子似的渴望中，重复这些话、一直

到祂们的灵和能力进入你的心中 ;  且等候神直到你开始

意识到、这样的遇见祂是何等的有福。当你锲而不舍，

你将会学到去期望，在整天中、敬畏神和祂的同在会在

你里面。 

 

     『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 (诗篇 

40:1) 
 

 



 

第五天 

默默无声的敬拜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心哪，你当
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 

诗篇 62:1，62:5  

 

 

当人在他的渺小中遇见神的荣耀时，我们全都了解、神

所說的比人所說的有无穷多的价值。然而、我们的祷告

是这麼经常只說出我们想要的意念，以致於我们沒有给
神时间来对我们說话。我们的祷告经常是不定的和模糊

的。这就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大功课，『你当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是真实敬拜的秘诀。让我们记得这应许，

『...你们得力在乎平靜安稳，...』(以赛亚书 30:15)  

 

    『我的心哪，专等候神，因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

来。』(诗篇 62:5，KJV 直译)  

 

    『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

(诗篇 130:5)  

 

    这是說，当我们的魂在祂面前俯伏、而想到祂的伟大

和祂的圣洁、祂的能力和祂的愛，我们的心将会向祂敞

开、而能接受、和神接近的神圣效果及祂有能力的工

作。这也包括了在祂面前寻求给祂本应有的荣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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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脸上的光 
 

『神就是光，...』 ---  约翰一书 1:5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  诗篇 27:1 

 

每天早晨太阳升起，而我们在它的光中行走，且高兴地

做日常的工作。不论我们是否想到，太阳光总是整天都

照著。(即使在 阴天太阳仍照著、只是光被阻挡。) 

 

      每天早晨，神的光照耀在祂子民身上。但為了享用神

脸上的光，我们的魂(人)必需转向神，且相信祂会让祂

的光照耀在我们的魂上。  

 

      当一隻船在午夜失事时，在船上的水手们会多麼渴望

见到早晨！我们多麼常歎息的說，什麼时候白天才会来

临？既使如此、一个基督徒仍要等候神，而有耐心的休

息等候，直到祂的光照耀在这基督徒身上。 

 

     『我的心等候主，胜於守夜的等候天亮，胜於守夜的

等候天亮。』(诗篇 130:6) 

 

     哦，我的魂(人)啊！每天用主这样的一个祷告开始： 

 

     『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诗篇 31:16) 

 
     『...耶和华啊，求你仰起脸来，光照我们！』(诗篇 

4:6)  
 



 

     『...使你的脸發光，我们便要得救。』(诗篇 

80:3,7,19)      
 

     直到你知道祂脸上的光和祂的祝福在你身上，不要歇

息。然后，你会经历到这话语的真实：『 ...耶和华啊，
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
乐，...』(诗篇 89:15-16)  

 

      神的孩子们，你们要真正的相信，就是你们这样的渴

望你们的父神、就应该使你们充满喜悦地整天住在祂的

光中。就像你们每一时辰都需要阳光，你们需要那属天

的光也是如此，也就是父神脸上的光是不可少的。就像

我们確实接受和享用阳光一样，所以我们可以依靠、神

是渴望著将祂的光照耀在我们身上。  

 

      既使有雲，我们仍知太阳还在那里。所以在困难中，

神的光仍将会不停地照在你身上。如果你能確定太阳已

经升起，你就能整天都依靠著阳光。確保神的光每早晨
都照在你身上，而你就可以指望这光整天都和你同在。  

 

      不要歇息，直到你說了这话：『有许多人說：「谁能
指示我们甚麼好处？」耶和华啊，求你仰起脸来，光照
我们！』 (诗篇 4:6) 慢慢来，这需要时间，直到神的光

照在你心中，而你能真正地說：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诗篇 27:1) 

 

 



 

第七天 

信服神 
 

『耶稣回答說：「你们当信服神。』 ---  马可福音 11:22 

 

 

就像眼睛是看见光並愉悅地享用它的器官，信心是一个
能力、借著它、我们能看见神的光和行走在这光中。 

 

 

      人是照著神的样式而做的 ;  他整个人照神圣的模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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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知道这点)。想想他那带著

无限的自我犧牲和愛的能力的心。人是照著神的样式做

的，可以去寻求祂、找到祂、长成祂的样式、和彰顯祂

的荣耀 ;  也就是說、在最充分的意义上、可以作為祂的

居所。而信心就是这(属灵的)眼晴、可以从世界和自我

出来，仰望神、且能在祂的光中见光。神会对信心、启

示祂自己。  

 

      多少时候我们会辛苦地去试著要喚醒、我们关於神的

思想和感觉，而忘记了、『去注视那无与伦比的原创

者』。 

 

      我们只能在神启示祂自己的魂的深处中、意识到这一

点。      
 
 

    



 

    沒有信心，我们不可能讨神的喜悅，或知道祂。在我

们安靜的时间中，我们必须秘密地向我们的父神祷告。

在那里、『祂藏我们在他亭子的隐密处』。 (参诗篇 

27:5) 且当我们在那里在祂面前等候和崇拜时，祂会很確

实地、将让祂的光照在我们的心中。这就如光線的本

性、会自然而然的照在所有的东西上。  

 

    让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渴望，肯去花时间且默

默地的等候祂，且带著一个无限的信心，相信祂渴望让

我们知道祂。让我们吃进去祂的道 (话语)，使我们的信

心刚強。让那信心大大地想到神的荣耀是什麼 ;  想到祂

向我们启示祂自己的能力是什麼 ;  想到祂希望能完全佔

有我们的渴望的愛。  

 

    这样的信心、借著每天与神的交通的操练而刚強，将

会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习惯。这将会保持我们永远享受祂

的同在，和经历到祂救赎的能力。  

 

    『...(亚伯拉罕)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

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作成。』(罗马书 4:20-21)  

 

    『...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說，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使

徒行传 27:25)  

 

    『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說，要

等候耶和华！』(诗篇 27:14) 

 
 



 

第八天 

与神獨处 
 

『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 ---  路加福音 9:18  

『...就獨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  约翰福音 6:15  

 

 

人需要神。神為了祂自己造人，人只能在祂里面找到生

命和幸福。 

 

      人需要与神獨处。他的堕落包括：借著他肉体的情慾

和世界，他带来了看得见的、和暂时的事情的权势。他

的归回意味著要带他回到父神家中，和父神的同在，及

有父神的愛和交通。救赎意味著、在父神的同在中，带
回了愛和喜悅。  

 

      人需要与神獨处。不这样，神沒有机会光照他的心，
借著祂神圣的工作改变他的本性，佔有他，和以神的丰

满去充满他。  

 

      人需要与神獨处，自己去顺服神圣洁的同在和能力，

及祂的生命和祂的愛。基督在地上时需要它 ;  除非祂有

时在和祂所处的环境中完全的分別出来，而和神单獨相

处，祂不能在地上的肉体中活出一个神子的生命。这对

我们实在是不可少的！   

   
 



 

    当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这有福的命令：进入內室，关

上门，在隐密处单獨地向父神祷告 ;   祂应许我们，父神

将会听这样的祷告，並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在众人的面

前、以祂的全能去应允我们的祷告。  

 

     和神獨处  ，这就是真正的祷告的秘诀 ; 是祷告中有真

正能力的秘诀 ; 有真实的、活的、及面对面的和神交通

的秘诀 ; 和事奉有能力的秘诀。沒有每天和神獨处，就
沒有真正深的对话，沒有真正深的圣洁，且不能穿带圣

灵和能力，和沒有在基督里的平安或喜乐。『除了非常

的渴望和神獨处，沒有任何的路可成為圣洁。』  

 

      有这样、每天以秘密的祷告开始每个早晨的习惯，是

多麼一个不可估量的特权啊！让我们的心寻求神，和找
到神，及遇见神，而把这样做当作是一回事。  

 

      哦，我的魂啊！花时间在神身上，花时间和神獨处。

你会讶異的看到，讶異一个人怎麼会想到、建议每天只

要花五鐘在神身上就夠了。  

 

      『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為我

向你祈祷！』(诗篇 5:2)  

 

    『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

明我的心意，並要警醒。』(诗篇 5:3) 

 
 



 

第九天 

完全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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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神獨处，这是最最重要的字句。让我们深深地从神那
里寻求恩典。然后我们就会学到另一个同等重要的话

语，就是、完全為神。  

 

      当我们發现要有恆心的『和神獨处』是件不容易的
事，我们开始意识到是因為我们缺乏了另外一件事，我

们不是『完全為神』。因為祂是唯一的神，而只有祂是
值得崇拜的，神有权利要求我们、祂应该使我们完全為
祂。沒有这样的顺服，祂不能使人知道祂的能力。我们
在旧约中读到祂的仆人们，亚伯拉罕、摩西、以利亚、

和大卫，都完全的和不保留的献给神，所以祂能借著他

们成就祂的计劃。这只有在当有一颗完全顺服的心、才

能完全的相信所有祂已经应许的。  

 

      大自然教导我们，如果任何一个人渴望做一件大事，

他必须完全投身在其中。一个母亲在愛她的小孩中，这

法则特別的真实。她完全的献上自己给她所愛的小孩。  

 

  



     

而难道我们不会认為、这伟大的愛的神、应该使我们完

全為祂、是很合理的吗? 而难道我们不会遵守这格言、

『完全為神』、作為我们每天早晨起来时奉献的主题

吗？就像神将祂自己完全的给了我们，所以祂也渴望我
们献给祂我们全人。  

 

      让我们在內室中和神獨处时候默想这些，而用最诚恳

的渴望求祂，用祂全能的力量工作在我们身上，使我们

可以全然為祂所悅纳。  

 

     完全為神！这是何等的一个特权。这是何等奇妙的恩

典、使我们能夠适合做出完全為神。完全為神！这是何

等的分別、使我们能和众人，工作，及所有可能使我们

退缩的原因分开。完全為神！当魂(人)学到这是意味着

什麼，和神因此而给什麼，就知道这有效的祝福是多麼

的大。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愛主你的神。』(申命记 

6:5 ;  马太福音 22:37) 

 

     『...他们是...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

见，...』(历代志下 15:15)  

 

    『我一心寻求了你，...』(诗篇 119:10) 

 
 
 

 



 

第十天  

关於神的知识 
 

『认识你獨一的真神，...，这就是永生。』 ---  约翰福音 

17:3  
 

 

為著属灵的生命，知道关於神的知识是絕对必要的。这
就是永生。这不是我们从別人得来的知识性的知识，也
不是透过我们自己思考的力量，而是活的、可经历的知

识，在这样的知识中，神会自己启示给魂(人)。就像阳

光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给了我们它的热而温暖身子，所
以这活神会發出祂圣洁和愛的、给生命的光芒、到等候
祂的人心中。  

 

      為什麼我们是这麼少体验到、这神的真实知识、能给

生命的能力？因為我们沒有给神足夠的时间去启示祂自
己给我们。当我们祷告时，我们以為我们足夠知道神，
能夠知道如何和神交谈。而我们忘记了在祷告中最首先

要做的事之一、就是要在神面前靜默。这可能会使祂启

示我们。经由祂隐藏但有能的力量，神将会彰顯祂的同

在、在我们身上、及工作在我们身上。在个人的、祂的

同在和愛的经历中知道神，实在就是生命。  

 

 



     

    你已经听說过劳伦斯弟兄。他有一个极大的渴望要知

道神，且為了这原因进入修道院，他属灵的导师们给了

他祷告的书去使用，但他将它们束之高阁。他說，假如
我不知道我去祷告的神，这不能帮助我祷告。而他相信
神会启示祂自己。為了使这伟大和圣洁的神同在的印象

深刻，他保持著一个很长的靜默崇拜。他继续这样的操

练，直到以后能生活中意识到、且经常地在神同在中，

而经历到祂带著祝福的亲密和有能力。就像每早太阳升

起就保証我们白天有光線一样，所以在灵修时等候神、

将会保証全天都有祂的同在和祂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做

到你能確定，太阳已经在你的魂(人)中升起。  

 

      学习这一个伟大的功课，就是太阳每天都宣佈：就像

太阳在一个寒冷的天里照耀我们、给了我们它的温暖，

相信活神也将会以祂的愛和祂的全能工作在我们身上。
神将会启示祂自己给等候祂的人，作為他们的生命，和

光，和喜乐，和力量。  

 

    『...耶和华啊，求你仰起脸来，光照我们！』(诗篇 

4:6)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诗篇 46:10) 

 



 

第十一天  

父神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   马太福音 

28:19  
 
 

我们应该记得、三位一体的教义有一个很深厚的虔诚的

方面、这是很好的。当我们想到神，我们要记得其间有

不可思议的距离、分开了圣洁中的祂和罪人，且我们在

深深的悔改和圣洁敬畏中、向祂俯伏。当我们想到圣子

基督，我们要记得和祂有不可思议的亲密。在其中、祂

出生於一个亚当的女儿而道成肉身，和受咀咒而死，且

因此直到所有的永恆、和我们密不可分。而当我想到圣

灵，我们要记得那不可思议的神的祝福，祂居住在我们

里面，和使我们成為祂的居所和圣殿、直到永恆。  

 
     当基督教导我们說，『我们天上的父』，祂立刻加上

一句，『愿祢的名為圣』。像神圣洁一样，我们也将会

成為圣洁。而我们除了依靠祂那最圣洁的名、和在祷告

中和祂亲近外，沒有任何方法可变為圣洁。  

 
     我们是多麼经常的提到那名、而沒有意识到我们和神

有关系的、那不可言喻的特权。如果我们仅仅肯花时间

和神接触、且在祂父愛中崇拜祂，这內室会怎样的变成

我们天堂的门。  

 
 

  



     

     神的孩子，如果你向你的父秘密的祷告，在祂面前深

深地低下俯伏，且寻求崇拜祂的名為至圣。请记得这祷

告的最高祝福。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內屋，关上门，祷告你在

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马太福音 

6:6)  
 
     与神能在秘密中獨处是多麼不可言喻的特权啊！而且

我们可以說，『我的父』。為了保证祂的確在秘密中见

到我和将会公开地赐我酬报，花时间在祂身上直到你能

說：  

 
     『...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创世记 

32:30) 
 

 
 

 
 

 



 

第十二天  

神子 
 
『... 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並主耶稣基督归与你
们！』  ---   罗马书 1:7  

 
 
不可思议的，使徒保罗在他的十三本书信每本都写道：

『... 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並主耶稣基督归与你

们！』他这样深深地意识到、父神和子神在恩典的工作

中有著不能分割的合一，所以在每一本书开头的祝福中

都提到两者。  

 
     这对我们是最重要的功课。在基督徒们的生活中，可

能会有一段时间，主要是想到父神而向祂祷告。但在后

来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能掌握真理，可能会造成我

们属灵上的损失。这真理就是在每一天和每一小时中，

只有经由在基督里的信心和与祂有个活的合一，我们才

能享有一个完全的和在基督里的、与神交通。  

 
     记得我们读过些什麼有关於在寶座中的羔羊的。约翰

已看见这一位坐在一个寶座上。『...四活物...昼夜不住

地說：「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

永在的全能者！」』(启示錄 4:3,8)  

 



     

     后来，约翰在启示錄 5:6中看见『寶座，...有羔羊...

像是被杀过的。』在所有崇拜的众人中，沒有一个不是

首先见到神的羔羊基督的，否则就不能见到神。且沒有

一个能见到基督的、而沒有看见神的荣耀，父神和子神

本就是在不可分的合一中。  

     哦，基督徒们！如果你们想要知道並有正確的崇拜

神，就必须在基督里寻求神和崇拜神。且你们寻找基

督，就必须在神中寻求基督和崇拜基督。然后你们就会

了解到什麼是有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

面。』(歌罗西书 3:3)，而你们将会经历到和基督的交通

及崇拜，是和对神的愛及圣洁有全然的知识、是不可分

的。 

      哦，(灵)魂啊！靜止吧！和带著最深的敬畏說这些

话：『恩惠和平安从我们的父神並主耶稣基督(归与你

们！)』，也就是我们所能渴望的一切。  

     花时间去默想和相信、期望著所有从坐在寶座上的父

神和在寶座中的羔羊而来的。然后你将会真正的学习到

崇拜神。经常地回到圣地、将『...荣耀...归给坐寶座的

和羔羊...』。 (启示錄 5:13) 

 

 

 



 

第十三天  

圣灵 
 
『因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
前。』  ---   以弗所书 2:18  

 
 
在我们在內室和神的沟通中，我们必须很小心的防备这

危险，这危险就是用理解力或情感的力量去寻求来知道

神和基督。圣灵為了表达这目的已经赐下了：『借著
祂，我们会有可能经由子神，有权接触父神』。让我们
注意，不要因為不等候圣灵的教导，而使我们的辛劳白

费。  

 
     基督在最后的晚上教导祂的门徒这真理。祂讲到保惠

师說：『到那日，你们将会因我的名向父求，你们求就

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参约翰福音 16:23-

24)。坚守这真理，就是圣灵赐下有著一个教导我们祷告
的伟大目的。祂使得和父神与子神的交通、成為一个有
福的实际。要有坚強的信心，知道圣灵正秘密地工作在

你身上。当你进入內室时，完全要将你自己放在祂的指

导下，作為你所有的代祷和崇拜的教师。 



     

     当基督在复活那一天的晚上，祂对门徒說，『...你们

受圣灵。』(约翰福音 20:22) 这是為著要加強他们和使他

们准备好，那十天的祷告，和他们接受圣灵的丰满。当

我们在祷告中靠近神时，这就建议了我们要记得的三件

事： 

 
     第一，我们必须在有信心中祷告，相信圣灵住在我们

里面，和在(灵)魂的靜穆中全然顺服祂的引领。花时间

在这上面。  

 
     第二，我们必须相信，在回应我们的祷告中，圣灵的

『更伟大的工作』将会赐予我们。也就是在圣灵的丰满

中、光照和加強我们属灵的生命。  

 
     第三，我们必须相信，经由圣灵会导致所有神的孩子

们合一，我们可以求和期望、圣灵大有能力的工作在祂

的教会和子民身上。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說：「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

的江河来。」』(约翰福音 7:38)  

 
     『你相信这吗？』 

 

 

 

 
 

 

 



 

第十四天  

主的秘密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內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
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  ---  马太福

音 6:6  

 
 
基督有很大的渴望，希望祂的门徒们应该知道神是他们

的父，也应该知道他们和神应有秘密的交通。在祂自己

的生命中，祂發觉这不仅仅是不可少的，並且和父在秘

密中相交、是最高的幸福。而祂希望我们意识到，沒有

每天和在天秘密地等待我们的父神相交，做全心全意的
门徒们是不可能成為真实的。      

 
      神是这样的一位神，祂隠藏自己在世界之外，也住在

所有的世界里。神要我们从世界中、和我们自己中出

来。取代这些的是、祂提供我们和祂有接近且亲密交流

的祝福。哦！神的孩子们可能会了解这点。      

 
     在旧约的信徒们享受这样的经验。『你是我藏身之
处...。』(诗篇 32:7) 『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必住在全
能者的荫下。』(诗篇 91:1) 『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
密...。』(诗篇 25:14)  



     

     在新约的基督徒们、应该珍惜秘密的与神相交更多。

我们读到：『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
在神里面。』(歌罗西书 3:3) 如果我们真正地相信这样，

我们将有这喜乐的保証，保证我们的生命是和基督一起

藏在神里，蒙神保守，是安全的，且不是任何一个敌人

能触摸的。我们应该每天有信心地、在向秘密地父神的

祷告中、寻求属灵生命的更新。     

 
     因為我们和基督同死，有分於祂的死，也有分於祂的

复活。我们知道，这有如树根藏在地下，我们的每天生

活的根、是深深的藏在神里。      

 
     哦，(灵)魂啊！花时间去意识到：      

 
     『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密处，...』(诗篇 

31:20)    
 
     我们在祷告中第一个思想应该是：我必须知道我是和
神獨处，和神与我同在。      

 
     『...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密处...』(诗篇 27:5) 

 
 

 



 

第十五天  

在天上的半小时寂靜 
 
『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靜约有二刻。另有一
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
他，要和眾圣徒的祈祷一同献...金坛上。那香的煙和眾
圣徒的祈祷，...一同升到神面前。』 ---  启示錄 8:1,3-4  

 
 

在天上寂靜约半小时。也就是說，為了是在第一个天使
吹喇叭前，能带著众圣徒的祷告到神面前。而所以呢！

有成千上万神的孩子们感觉到、这半小时的寂靜和要从

所有地上的事出来、是絕对需要的。这样，他们能呈献

他们的祷告在神面前，及和神的交通因此而被加強了、

且有力量做每天的工作。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說是沒有时间祷告。而经

常有人承认，既使可以找到时间，还是感觉到不能有和

神真实相交的时间。沒有人需要问、到底是什麼阻挡属

灵生命的成长。只能在和神有活的相交中找到得力的袐
诀。  
 



     

     哦，我的弟兄！只要当基督說 : 『你...关上门，祷告
你在暗中的父，...』(马太福音 6:6) ， 你要能顺服，及你

要有勇气和神獨处半小时。不要想，这半小时会如何

过。只要相信，如果你开始、並很信实的去做，加上在

祂面前缄默的俯伏，祂将会启示祂自己给你。      

 
     如果你需要帮助，读一些圣经的话语，而让神的话向

你說话。然后在最深的谦卑中在神面前俯伏，而等候

祂。祂将会在你里面工作。请读诗篇 61，  62， 63三

篇，而在神面前說出来。然后开始祷告。為你的家庭和

孩子代祷，也為会众代祷，為教会及牧师代祷、為学校

和宣教代祷。虽然时间可能会看起来相当长，请继续下

去。神将会报偿你的。但最重要的是，確保你遇见

神。      

 
     弟兄，神渴望祝福你。在天上尚且需要花半个鐘头的

寂靜，好让众圣徒献上祷告在神面前。难道不值得你花

半个鐘头与神獨处吗？如果你坚持不懈，你可能会發觉

这半个鐘看起来像是你一天中最难过去的时间，最终你

将会知道、这样做可能会在你整个人生中变為最有祝福

的日子。      

 

     『我的魂对神保持缄默。』      

 
     『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為我的盼

望是从他而来。』 (诗篇 62:1,5) 

 

 



 

第十六天  

神的伟大 
 
『因你為大，且行奇妙的事，惟獨你是神。』 ---  诗篇 

86:10  
 
 

当任何一个人、开始一个重要的工作时，他会花时间和

集中注意力去考虑他事业的伟大。例如說，学科学的人

在研究大自然时，会花许多年的努力去掌握太阳和天体

的大小。      

 
     而难道荣耀的神、不值得我们应该正確地花时间、去
知道和崇拜祂的伟大吗？      

 
     然而我们对神的伟大的知识是多麼肤浅啊！我们不让

自己花时间俯伏在祂面前，而因此能使自己、深刻的在

祂不可理解的威严和荣耀之下。      

 
     默想下列的经文、直到你充满了一些感觉，意识到神

是何得的荣耀。  

 
     『耶和华本為大，该受大讚美，其大无法测度。』
(诗篇 145:3) 『...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诗篇 145:6) 

『他们记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诗篇 145:7)      

 
     不要幻想可以很容易的掌握到这些话的意义。需要时

间让它们进入你的心中，直到你有可能、在不可言喻中

俯伏在神面前崇拜。  



     

     『主耶和华啊，...，在你沒有难成的事。...是至大全
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略，行事

有大能...』(耶利米书 32:17-19)      

 

     而听听神的回应：『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

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耶利米书 32:27)      

 
     将会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正確地理解神的伟大。但如果

我们给祂早就该给祂的荣誉，和我们在知识上能強烈地

知道我们的神是多麼伟大和有能力、我们的信心会因而

长大，我们将会被吸引而逗留在內室中、在谦卑的崇拜

中、去俯伏在这伟大和有能力的神面前。在祂丰盛的怜

悯中，祂将会经由圣灵教导我们說：    

 
     『因耶和华為大神，為大王...来啊，我们要屈身敬

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诗篇 95:3,6)    

 
     『因耶和华為大神，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诗

篇 95:3) 

 

 



 

第十七天  

一颗完美无瑕的心 
 
『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顯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
的人。...』 ---  历代志下 16:9  

 
 
在世界上的事情中、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用全心全意做事

是多麼重要。在属灵的领域中，这规则仍然坚不可摧。

神已经给了这样的命令：『你要尽心、尽性、尽力愛耶
和华你的神。』(申命记 6:5)  而在耶利米书 29:13 說，

『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热心的基督徒们每天都全心处理他们每天的工作，但

他们卻满意於在事奉神的事情上不拼命工作，这实在是

很奇異的事！他们沒有意识到、无论在任何地方、他们

都应该用全心全意的去事奉神。      

 
     在我们正文的句子中，我们洞察到、用一颗完美无瑕

的心去寻求神是絕对必要的。『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
地，要顯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历代志下 

16:9）  

 
 



     

     这对我们用诚实的心、而谦卑等候神的人来說、是何

等的鼓励啊！我们可以保証祂的眼目将会在我们身上，

和祂将会彰顯祂的全能在我们身上、及我们的工作上。  

 

     哦，基督徒们！你有沒有在崇拜神上学到这样的功

课？也就是說，要每天早上全心的顺服神去成就祂的旨

意。在每一个祷告中，要用一颗完美无瑕的心去祷告，

且在真实中全心全意的献给祂 ;  然后呢！在信心中期望

神的能力在你身上工作，並经由你而彰顯出来。     

 
     记得最后还是来到这一点上，你必须要开始在神面前

靜默，直到你能意识到祂的確工作在你心中的隐密

处。          

 
      『...等候神...』(诗篇 69:3)     

 
     『...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密处...』(诗篇 27:5) 

 

 

 



 

第十八天  

全能神 
 
『...我是全能的神...』 ---  创世记 17:1  

 
 
当亚伯拉罕听见这些话，他就俯伏在地 ;  然后神就和他

說话，且用信心充满了他的心、使他在信心中看见神将

会為他做的事情。哦、基督徒！你曾在深沈的谦卑中俯

伏在神面前、直到你觉得你和全能者有活的接触吗？同

样的、你曾在深沈的谦卑中俯伏在神面前、直到你的心

充满了全能神正工作在你身上的信心，和祂将会成全祂

在你身上的工作吗？      

 
     请读诗篇、看看历世历代的圣徒们、如何荣耀神和祂

的力量。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愛你！』(诗篇 18:1)      

     『...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或译：力量）...』(诗篇 

27:1)      
     『神是我心里的力量...』(诗篇 73:26)     

     『...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诗篇 138:3)    

 

      (请看诗篇:18:32，46:1，68:28,35，59:17，89:17)    

 
     需要时间去领受这些话语，及视神為全能者和你的力

量去崇拜祂。 



     

     教导我们，救恩是神的工作，而人是不可能自己做到

的。当门徒们问，『这样谁能得救呢？』(马太福音 

19:25) 祂的回答是，『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

能！』(马太福音 19:26) 如果我们很坚定的相信这，我们

将会有勇气去相信神正在我们身上工作、做祂所喜悦的

一切事情。      

 
     想想看保罗如何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 使他们经由圣

灵的光照可能可以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顯的能

力是何等浩大。』(以弗所书 1:19) 在歌罗西书 1:11中，

『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歌罗西

书 1:11)  当一个人完全地相信神的大能正在他身上不止
息的工作，他将会很喜乐的說，『...神是我性命的保障

（或译：力量）...』(诗篇 27:1)     

 
     你是不是觉得奇怪、為什麼许多的基督徒们抱怨自己

的软弱和缺点？他们不了解、这个全能神必须在每天的

每一小时都工作在他们身上。那就是信心的真实生命的

秘诀。      

 
     不要歇息、直到你能对神說，『耶和华我的力量啊，

我愛你！』(诗篇 18:1) 让神全然佔有你，而你将能和神

的子民同說，『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 (诗篇 89:17) 

 

 

 



 

第十九天 

敬畏神 
 
『...敬畏耶和华，甚喜愛他命令的，这人便為有福！』  

---  诗篇 112:1，诗篇 128:1,4  

 

这些字『敬畏神』可用来描述旧约时代的宗教特性，且

是新约时代說到更丰盛的生命的基础。『神圣敬畏的恩

赐』仍然是神的孩子最大的渴望，和不可或缺的一个生

活的部份。也因这生活的部份、使周遭的世界留下深刻

的印象。这是在耶利米书中新约的一个伟大的应许：

『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

不离开我。』 (耶利米书 32:40)      

 

     我们在使徒行传 9:31中找到两者的完美结合。   

 
     『那时，...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

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 而保罗更不只一

次說到，敬畏神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有著崇高的地位。

『...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工夫。因為你们立

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运行，...為要成就他的美

意。』 (腓立比书 2:12-13) 『...敬畏神，得以成圣。』

(哥林多后书 7:1)  

 



     

      曾经常常听說到，缺乏敬畏神、是我们现代的社会比

不上清教徒及盟约者时的许多事情中的一件。难怪因此

有这麼多原因抱怨读神的话，及祂的家的崇拜，和缺乏

有早期教会连续祷告的灵的标誌。我们应该有需要去阐

明像这閱读开始的字句，和完全地指示年轻的初信者有

一个深深敬畏神的需要和祝福。这样才会导致有、在信

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不歇息的祷告。        

 
     让我们在內室中恳切的培育这恩典。让我们在天堂听

到这样的话语：   

 
      『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与你的名呢？因

為獨有你是圣的，...』(启示錄 15:4)    

 
     『...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悅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事
奉神。』(希伯来书 12:28)      

 
     当我们把这话语，『...敬畏耶和华，...，这人便為有

福！』(诗篇 112:1)，放在我们的心中，且相信这就是一

个最深的祝福的秘诀，我们将会在每一种方式中寻求

神，在对祂的敬畏中、崇拜祂的圣殿。      

 
     『当存畏惧事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诗

篇 2:11) 

 
 

 

 



 

第二十天  

难以理解的神 
 
『神為大，我们不能全知；... 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
度；他大有能力，...』  ---   约伯记 36:26,  37:23  

 
 
我们极少思考神作為一个灵的属性。这灵的生命和荣耀

实在完全是我们的能力所不可能理解的。然而在属灵的

生命中，深深的感觉到、就像天高於地的、超过我们所

有思想而能无限颂扬地神的意念和道路，是最最重要

的。      

 
     带著深深的谦卑和圣洁的敬意，这成為我们仰望神

(的根基)，然后带著如孩童般的单纯，顺服在圣灵的教

导之下。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

何其难测！他的蹤跡何其难寻！』 (罗马书 11:33)      

 
     让我们的心回应，『哦主啊！哦万神之神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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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应该会、带著圣洁的敬畏充

满我们，而使我们有神圣的渴望、想知道祂並给祂应得

的荣誉。  
 



     

     让我们想一想 ---       

 
祂的伟大是不可理解的。  

祂的大能是不可理解的。  

祂的无所不在是不可理解的。  

祂的智慧是不可理解的。  

祂的圣洁是不可理解的。  

祂的怜悯是不可理解的。  

祂的愛是不可理解的。      

 
      当我们崇拜时，让我们叫喊出：在这伟大的生命中有

一个多麼不可思议的荣耀啊！这生命就是我的父神。我

羞愧地坦承，我已经在寻求正確地知道祂上、或是等候

祂启示自己上，是知道多麼的少啊！在某种方式下超越

了所有的悟性的信心中，开始相信这一个不能理解和全

然荣耀的神、将会在你的心中和生命中工作，而且给你

永远成长的措施去正確地知道祂。   

 
      『主耶和华啊，我的眼目仰望你，我投靠你...』 (诗

篇 141:8)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诗篇 46:10) 

 
 

 

 

 



 

第二十一天  

神的圣洁 (旧约) 
 
『...所以你们要圣洁，因為我是圣洁的。(和合本)』『我
是使你们成為圣洁的主。(直译)』  ---   利未记 11:45, 

19:2, 20:7,8, 21:8,15,23, 22:9,16.   
 
 
在利未记中，这些话重复了九次。以色列人必须学习，

圣洁是神最高和最荣耀的属性。所以这也必须是神的子

民明顯的特征。就如祂是圣洁一样，一个对神有当得的

认识、及在秘密中与祂相会的人，他必须首先渴望自己

是圣洁的。接触神的祭司们必须毕生过圣洁的生活。  

 
     為祂說话的先如更应如此(以赛亚书第六章)。听啊！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以赛亚书 6:1) 『...

撒拉弗...彼此呼喊說：「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

和华，...」』(以赛亚书 6:2-3) 这是在最深的敬畏中伏俯

在神面前崇拜的声音。          

 
     『那时我說：「祸哉！我灭亡了！...；又因我眼见大
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以赛亚书 6:5) 这是一个破碎

和痛悔的心的声音。  

 
     然后一个撒拉弗从祭坛将炭沾他的口說：『看哪，这

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

了。』(以赛亚书 6:7) 这是恩典和完全救赎的声音。 

 
 



     

     然后神的声音說：『我可以差遣谁呢?』而一个愿意

的声音說：『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书 6:8) 带

著暂停的、圣洁的敬畏，而请求神启示祂自己是圣洁的

那一位。    

 

     『因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原文是住在永远)、

名為圣者的如此說：「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

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以赛亚书 57:15)      

 
     要肃靜，及在祂伟大的荣耀中花时间和崇拜神，而在

神那深深的屈尊中，祂渴望並提供和我们居住、且是住

在我们里面。       

 
     神的孩子，如果你愿意和你的父亲秘密地相遇，在祂

的圣洁中俯伏敬拜祂。给祂时间，使祂启示自己给你。  

 
     认识神為圣洁的一位，实在是一个不可言喻的恩

典。      

 
     『...你们要圣洁，因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

的。』(利未记 19:2)     

 

     『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以赛亚

书 6:3)      

 

     『...以圣洁的妆饰敬拜耶和华。』 (诗篇 29:2)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於我们身上。...』(诗篇 90:17) 

 



 

第二十二天  

神的圣洁(新约) 
 
『...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求你...

使他们成圣，...我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別為圣，叫他
们也因真理成圣。』  ---   约翰福音 17:11,17,19  

 
 
基督永远活著祷告这伟大的祷告。期望著神适当的回

答。    

 
     听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3:10-13  的话：『我们昼

夜切切地祈求，...好使你们...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

固，成為圣洁，无可责备。』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帖撒罗

尼迦前书 5:23)    

 
     『...他必成就这事。』 (帖撒罗尼迦前书 5:24)    

 
     当你读这些话时，深深地思考它们，而且用它们作為

你对神的一个祷告：『祝福的神啊！坚定我的心，好使

我在父神面前成為圣洁无瑕疵。神亲自使我全然成圣。

神是信实的，祂也必成就这事。』      

 
     能和神秘密地对话是何等的特权啊！ 在祷告中讲这些

话语，然后等候祂，直到经由圣灵的工作，这话语会活

在我们心中，而我们开始能知道神的圣洁的一些事。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

圣，蒙召作圣徒的，...』 (哥林多前书 1:2)  

 
     神的圣洁已在旧约中启示我们。在新约中，我们找到

了经由圣灵成圣、在基督里神的子民的圣洁。哦！我们

了解这样說的祝福话：    

 
     『你们要圣洁，因為我是圣洁的。』 (彼得前书 

1:16)    
 
     『哦，我的孩子们，你们要像我一样，圣洁应该是最

主要的事。』因為这缘故，三位一体的神经由圣子和圣

灵已经启示我们。让我们带著对神伟大的敬畏用这字

『圣洁』，然后為著我们自己有这圣洁的渴望。崇拜这

样說的神：    

 
     『...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 (利未记 22:32)      

 
      在圣洁的敬畏和強烈的渴望中俯伏在祂面前，然后带

著完全的信心，听这祷告的应许：    

 
     『...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他必成就这事。』 (帖

撒罗尼迦前书 5:23-24) 

 

 
 

 

 



 

第二十三天  

罪 
 
『罪魁』『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
里有信心和愛心。』  ---   提摩太前书 1:14-15  

 
 
当你进入秘室时，一刻都不可忘记，你和神的整个关系

取決予你如何考虑罪，和考虑到你自己只是作為一个被

拯救的罪人。       

 
     是罪、使得神的圣洁这样的可怕。是罪、使得神的圣

洁这样的荣耀，因祂已经說过：『你们要圣洁，我是圣

洁的。...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直译) (利未记 

20:7-8)      
 
     是罪、引起了神不保留祂自己儿子的这样奇妙的愛。

是罪、使得耶稣钉上十字架，而启示出这愛祂所愛的深

度和力量。经由在天堂荣耀的所有永恆中，这会得到我

们被救赎的罪人们的称讚。       

 
     一刻都不可忘记，是罪、已经引导你和耶稣基督有这

伟大的交易 ;  而这交易就是在你每一天和神的交通中，

祂的一个目标是提供並保持你完全的力量，和提升你到

和祂相似，及进入祂无穷的愛中。  
 
 



     

       是想到罪，将会使我们俯伏在祂的腳前，而给了我们

所有崇拜的特征。     ###是想到罪，这罪会永远围绕

你，並寻求机会引诱你，因而使你热情地祷告，和有紧

急的需要来到藏在基督里的信心。      

 

     是想到罪，能使基督是这样不可言谕的寶贵，这罪使

得我们每一刻都要依赖祂的恩典，而让你经由愛我们的

祂、声称是超过得者。      

 
     是想到罪，这罪召喚我们带著神必不轻看的、破碎和

悔罪的心去感谢神。这心在我们身上工作，使我们有祂

乐於居住的、悔罪和谦卑的灵。      

 
      就是在內室中，秘密地和圣父同在，罪就因此被征

服，以致於基督的圣洁可被给予我们，而使圣洁的灵能

完全的佔有我们的生命。      

 
     就是在內室，我们将会学习去知道、並完全的经历

到、这寶贵话语应许的神圣能力：  

 
     『...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淨我们一切的罪。』 『凡住

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 ...』  (约翰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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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   希伯来书 

4:12  
 
 

為了和神相交，祂的道(话语)和祷告都是必不可少

的 ;  而在內室，他们应该是不可分开的。在祂的道中，

神对我說话：在祷告中，我对神說话。      

 
      这道教导我知道、我向祂祷告的神 ;  这道教导我、神

要我如何向祂祷告。这道给我寶贵的应许鼓励我祷告。

这道经常给我奇妙的祷告回应。      

 
      这道来自神的心，将祂心中的意念和愛带到我心中。

然后这道从我的心中回到祂(那)伟大的愛的心，而祷告

是神的心和我的心中间交通的工具。      

 
      这道教导我神的旨意。也就是祂应许的旨意讲到祂将

会為我做什麼，这就是我信心的粮食。而祂也会讲到祂

命令的旨意，我在愛里顺服这旨意而棄掉我自己。      

 
     我更多的祷告，就更多觉得我需要这道，並在它中喜

乐。我更多读神的道 (话语)，就更多需要祷告，和在祷

告中有更多的能力。一个最大不祷告的原因就是因為我

们读神的道 (话语)太少，或只在表面上，或根據人的智

慧。  
 



     

     这道(话语)已经由圣灵說了，圣灵也是祷告的灵。祂

将会教导我如何接受这道，和如何接近神。      

 
     內室是怎样的祝福啊！內室在我们的崇拜中是何等的

一个能力和一个灵感。在內室中，我只要用神自己的

话，转換成祷告，而肯定的期望这样会被允许。就是在

內室中，我们有秘密地与神同在，而经由圣灵，神的道

(话)将会变成我们的喜悅和力量。     

 
      神的道在我们心中、也在我们的嘴上和生命中、有最
深的敬畏，这将会是我们力量和祝福的永不失败的泉
源。      

 
     让我们相信神的道实在是完全充满活的能力，这能力

将会使我们強壮，很高兴地从神期望和接受伟大的事

情。最重要的是，神的道将会给我们、每天和作為活神

的祂、有祝福的交通。    

 
      『惟喜愛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為有

福！』(诗篇 1:1-2) 

 

 



 

第二十六天  

诗篇 
 
『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  诗篇 119:103  

 
 
这本小册子寻求去帮助我们崇拜神。在圣经六十六本书

中，诗篇是特別為这目的而赐给我们的。其他的书是历

史性的，或是教义性的，或是实用的。但诗篇领我们到

神圣洁同在的內室圣殿，去享受和祂交通的祝福。这是

一本圣灵默示委身(灵修)的书。      

 
     你是不是每天早上都真实的和神相交过，並在(你的)

心灵和真理(诚实)中崇拜祂？ 然后让你的心被诗篇中神
的道(话语)所充满。      

 
     当你读诗篇时，凡是遇到『主』或『神』这个字，都

在下面劃線。这也包括了讲到神的代名词，『我』、

『祢』、『祂』。这将会帮助你把诗篇的內容和所有祷

告的目标的神相连。当你愿意花时间去劃下神不同的名

字时，你将会發觉，会更了解许多困难的诗篇。这些下

面劃線的字将会将你中心的思想集中在神身上，而导致

你对祂有个新的崇拜。在祂面前、用你的唇舌大声說出

这些劃下線的字。你的信心将会重新得到加強，而意识

到神是怎样的在你生活中、所有情況下的力量和帮助。  

 



     

     诗篇，就像是古时的圣灵教导神的子民祷告一样，我

们也将会被那同样圣灵的能力，教导我们要永远居住在

神的同在中。     ###然后到诗篇 119篇。每次遇到

『主』、或『祢』、或『祂』这个字，都在下面劃線。

你会讶異的發现，每一经文都有这些字出现一次或多於

一次。默想这样的思想，就是这神，你可在整本诗篇中

找到祂，也是祂颁给我们律法，並使我们(经由圣灵的带

领)遵守它。   

 
     诗篇将会很快成為我们最喜愛的书之一，而你将会發

觉它关於神的道(话语)的祷告和教导，将会在祂的能力

和愛的、有祝福的意识中，持续地吸引你向著神。 

 

    『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地思想。』(诗篇 

119:97) 
 



 

第二十七天  

神的荣耀 
 
『但愿他...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

---   以弗所书 3:21  

 
 
神祂自己必须启示祂的荣耀给我们 ;  然后也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知道祂，並给祂适当的荣耀。 

 
     在神荣耀的本性中，沒有比在星空中更能找到祂奇妙

的形像。望远镜很早就顯明了神的宇宙的奇妙，仍在继

续的制做得更有效力。而借著摄影，那荣耀的、新的奇

妙顯露出来了。一个固定在望远镜下的摄影板，将会顯

示出上亿的星星，这是我们眼睛经由最好的望远镜所从

未见过的。我们必须走到一边，而让诸天的荣耀彰顯它

自己 ;  而星星、虽然在起初是完全看不见的和在非常遙

远的地方、将会在板上留下它们的影像。      

 
     对於一个渴望在神的道(话语)中看到祂荣耀的魂(人)是

怎麼样的课题啊！放下你自己的努力和意念。让你的心

有如摄影板、而等待既将顯现的神的荣耀。这板必须适

当的准备和清理 ;  也就是让你的心、经由神的圣灵、准

备好而且清洁了。『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们必得见
神。』 (马太福音 5:8) 这板必须要不能动 ;  让你的心在

神面前寂靜不动。这板為了接收到在遙远星星的完整影

像、必须爆光七或八小时 ;  让你的心花时间在肃靜中等

候神，而祂将会启示祂的荣耀。  
 



     

     如果你在神面前保持安靜並给祂时间，祂将会把那不

可言喻的祝福你和別人的思念、放在你心中。祂将会在

你里面產生渴望和性格，这将实在是、祂荣耀的光辉照

耀在你身上。      

 

     将这认為是这天早晨的証據。在深深的谦卑中，献上

你的灵给祂，而有这信心，神将会在祂圣洁的愛中启示

祂自己。祂的荣耀将会降在你身上。你自己将会感觉

到、需要全时给祂而做祂有福的工作。    

 
     『惟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

敬靜默。』(哈巴谷书 2:20)   

 
     『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為我的盼

望是从他而来。』(诗篇 62:5)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

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顯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哥林多后书 4:6)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诗篇 46:10) 

 



 

第二十八天  

三位一体的神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至
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 ---   彼得前书 1:2  

 
 
这里，我们有这样的一节经文，在这节经文中、我们看

到了有福的三位一体的神的伟大真理，我们的属灵生命

就是扎根於此。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已经特別的讲到

对父神的崇拜，和每天都需要有足夠的时去崇拜一些祂

荣耀的属性。但我们必须提醒我们自己，在所有我们和

神的相交中，子神和圣灵的同在和能力是絕对必要

的。      

 
     在內室中，有何等的领域為我们打开。我们需要意识

到所有和父神相交的條件、是要和主耶稣有积极的和个

人的同在、及其工作。我们需要时间去完全意识到，在

每一次接近神时、我们是这样的需要祂，並可能会深

信、祂是如何地正在為我和在我里面工作，及祂有怎样

的圣洁和亲密的愛、在这里面、我们可以依赖祂的同在

和所有得胜的代祷。哦！但是需要时间去学习这功课，

且那时间将会有最祝福的獎赏。  



     

     既使如此、圣灵神圣和全能的能力正工作在我心的深

处，且唯獨圣灵可以启示子神在我的里面。唯经由圣

灵，我有能力知道应祷告些什麼和怎麼样祷告 ;  最主要

的，知道怎麼因耶稣的名而祈求，和得到保証我的祷告

已经被接受。      

 
      亲愛的基督徒读者，只要花五分鐘和神獨处，就能接

受到祂荣耀的印象，难道你不是多次的感觉到、这种想

法是一个嘲笑吗？而现在、难道经由圣灵在基督里真实

地崇拜神的想法，不会让你觉得需要花时间才能进到这

样地和祂聯结、和保持你的心及心神整天在祂的平安和

同在中吗？就是在逗留和神同在的秘密中，你接受恩典
去住在基督里，而整天為祂的灵所引导。     

 
     只要停一停而想：『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
圣灵得成圣洁，以至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耶稣基督)

血所洒的人...』 (彼得前书 1:2) 这经文是意念和崇拜何等

的食物啊！     

 
     『你說：「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說：
「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诗篇 27:8) 

 

 



 

第二十九天  

神的愛 
 
『 ...神就是愛！住在愛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
住在他里面。』  ---   约翰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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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和我们在那

里相遇的神是 - 愛。      

 
     什麼是愛？就是有最深沈的渴望、為了所愛的给予了

它自己。愛、為了使所愛的快乐、在给予它所有的上找

到了喜乐。而让我们在心思中沒有任何的怀疑，我们在

天上的父，祂主动提供我们在內室中和祂相遇，除了以

祂的愛充满我们的心外，別无所求。      

 
     我们所提到过所有其他神的属性，都在这里面找到了

最高的荣耀。內室中的真实和完全的祝福、不外乎生活

在神丰富的愛中。     ###因為这，我们首先和主要在內

室中的思想、应该是相信神的愛。当你去祈祷时，就是

寻求去操练在神的愛中、伟大的和无限的信心。      

 
      哦，我的魂啊！花时间安靜地默想、这在基督里神的

愛奇妙的启示，直到你充满了自己崇拜的灵，和奇迹，

和渴望。花时间去相信这寶贵的真理：『...所赐给我们
的圣灵将神的愛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 5:5)  

 
 



     

     让我们羞愧的记得，我们对这愛已经相信的、和去追

求它的、是何等的少。而当我们祷告，让我们坚守这保

証：我確信我们在天上的父渴望彰顯祂的愛给我。我深

深的被这真理所信服：祂将会，而且能做到。    

 

     『...我以永远的愛愛你...』(耶利米书 31:3)  

 
     『...叫你们的愛心有根有基，能以和眾圣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愛是何等长阔高深！並知道这愛是过於人所能测

度的...』(以弗所书 3:17-19)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愛...』(约翰一书 3:1) 

 



 

第三十天  

等候神 
 
『...我终日等候你。』 ---   诗篇 25  

 
 
等候神 -- 在这个敍述，我们找到了神的道(话语)里、关

於魂在和神相交的态度中、最深的真理的一个。      

 
     等候神。只要想一想 -- 祂可能在我们中间启示祂自

己 ;  祂可能教导我们所有祂的旨意 ;  祂可能对我们做祂

已经应许的 ;  在所有的事情上，祂可能是个无限的神。    

 
     就是魂(人)的态度決定了每一天应该如何开始。(譬如

說)，这指在每天早晨醒的时候，在內室中，在安靜地默

想时，在我们热烈的期望和渴望的祈求敍述里，在我们

日常工作中，在我们尽全力去追求顺服和圣洁时，在我

们和罪及老我所有的掙扎中。也就是說，在每一件事

上、我们都应等候神，去接受祂将会赐给我们的，去看

看祂将会做什麼，去允许祂作為全能的神。      

 
     默想这些事情，而它们将会帮助你真正的珍视神的道

(话语)中寶贵的应许。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

上腾...』(以赛亚书 40:31) 在那里，我们有属天的能力和

喜乐的秘诀。 
 



     

     『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說，要
等候耶和华！』(诗篇 27:14)  

 
     『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诗篇 

37:7)      
 

     所有圣经神学的深根是这样的：絕对的依靠神。当我

们操练这(自己的)灵，它将会变為更自然和可能有祝福

的去說：  

 
     『...我终日等候你。』(诗篇 25:5) 那里，我们有真实

的、沒有中断的、安靜的、敬拜和崇拜的秘诀。      

 

     这本小册子有沒有教导我们对神的真实崇拜是什麼？

假如是这样，主的名字是应该讚美的。  

 

     或者我们只学到、我们知道这话题是何等的少？為著

这个，也让我们感谢神。      

 

     如果我们渴望有一个这样祝福的完整经历，就让我

们、以关於这本小册子到底在說什麼的更深刻了解，去

再读这本小册子。我们也要有一个魂、能过每天及全天

等候神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絕对需要的。愿赐所有恩

典的神赐予我们如此。 

 
     『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

(诗篇 130:5)      

     『...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他就将你

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诗篇 37:4,7) 



 

第三十一天  

讚美神 
 
『...正直人的讚美是合宜的。』 ---   诗篇 33:1  

 
 
讚美将永远会是崇拜的一部份。当崇拜已经进入神的同

在，而已经和祂交通中，崇拜将会导致我们讚美祂的

名。让讚美是我们灵修时、我们带到神面前香气的一部

份。     

 
     这就是、当以色列的孩子们从埃及的势力中已经被救

赎，以致於在摩西的歌中，救赎的喜悦脱口而出為讚美

的诗歌。以色列民是在红海重生后作為神的子民。   

 

     『耶和华啊，眾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

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出埃及记 15:11)      

 
     在诗篇中，我们看见讚美在属灵的生命中应该有如此

大的地位。有多於六十篇的讚美诗篇，且在这书接近最

后的时候更常见讚美。请看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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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五篇都是哈利路亚诗篇，在开始和结尾

都有这话语，『你们要讚美耶和华！』。 而在最后的第

150篇、在每一节经文中重复『讚美祂』两次，和结尾

說，『凡有气息的，都要讚美耶和华！』  



     

     让我们花时间来学习这、直到我们的全心和生活是一

个连续的讚美诗歌： 

 
     『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讚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

中。』(诗篇 34:1) 『我要天天称颂你...』(诗篇 145:2) 

『...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诗篇 146:2)     

 
     随著基督的道成肉身，在天使的歌声中併發著讚美，

也在玛利亚的歌中，在撒迦利亚的歌中，和在西面的歌

中。   

 

     而然后，我们在摩西和羔羊的歌(启示錄 15:3)中找到

充满著被造物者对神的讚美：『...主神，全能者啊，你

的作為大哉，奇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

归与你的名呢？因為獨有你是圣的...』(启示錄 15:3-

4);  而以四重的『哈利路亚，阿们！』、『...因為主我们

的神，全能者作王了。』结束。(启示錄 19:1-6)      

 
     哦，神的孩子们，让內室和对神的灵修，永远引领我

们的心到不止息的讚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