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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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示的秘

訣』(The secret of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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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一個普通的基督徒看起來是、並相信被聖靈
連續的引導和默示時，把默示局限到特定的時間
和情況下是多麼的錯誤啊！這也包括了局限於先
知們、和使徒們、和特別的非普通的神的使者
們，而且稱其為熱情。因為雖然所有的人不是都
呼召為先知或使徒，但所有的人都是被呼召成為
聖潔、正如神是聖潔的，且成為完全、正如他們
在天上的神是完全的。現在一個普通基督徒的聖
潔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會開始和結束於這樣的時
間、或地點、或行動，而是會有這樣的聖潔，經
常在我們身上、我們的思想和感情中，活著並激
盪出來。所以、假如這些一直是正在統治著我的
生活，而如果我們卻沒有聖潔而只有意志和感情
在我們身上活著，且如果我們所有的人都被呼召
過一個內在聖潔的生活，那麼永久和一直存在我
們身上聖靈的工作是絕對必需的。所以，永久的
默示對一個聖潔生活的必需，就猶如永久的呼吸
空氣對一個動物的生活是必需一樣。』 
 

                                                        勞威廉 
 
 



 

 

 

默示的秘訣 

 
口袋伴侣之一 

 

 

慕安得烈 

(1828-1917) 

 

 

 

 

 

1916 出版 

 



 

 

 

引言 

 

從勞威廉所節錄的話語，正是這本
小册子能供獻的，處理我們信仰的
三篇偉大的文章。就是，神的靈，
愛的靈，和禱告的靈。 

 

    這些文章的第一個是他最後工作
的題目  - 『對神職人員的一個謙卑
的，認真的，和深情的講話。』他
告訴他們，為了能使教會從跌落的
狀態中提升出來僅僅需要一件事。
就是聖靈應該在教會中有祂的地
位，而且這地位是指祂在亞當墮落
前的地位。 



 

 

 

他帶著奇妙的能力展現出這一個偉
大的事實，就是聖靈不是偶而住在
或工作在基督徒身上，而是藉著祂
即刻和連續的默示、而一向都工作
在他身上，帶領他朝向達到神的生
命的完全的知識和經歷。除了停止
所有宣講、人的智慧有能力、和藉
著牧師是在心中經驗基督的屬靈經
歷的親密見証人，這樣才能夠恢復
教會到基督給它在五旬節的地位。
這本小册子所帶來的想法、看起來
正是我們事工和教會每一天所需要
的。 



 

 

 

    從第二本書所節錄的是『愛的
靈』。在它裏面，被闡述的是愛的
奇妙的榮耀和力量，証明了神的美
好，祂是充滿著愛和幸福，因使得
我們成為祂的參與者而愉悅。他指
出我們的本性是怎麼的、已經落入
一個完全而終極自私及世界的地
步，而除了倒空和治死老我外，沒
有任何的方法可使我們適合於接受
和顯現出這愛，而這愛是神藉著聖
靈要去充滿我們的。而且我們被指
向我們的主耶穌、祂是神的羔羊，
呼召我們從祂學習什麼是謙虛和溫
柔，這些將會預備我們去接受神聖
的愛的豐富。 

 



 

 

 

    然後接著是『禱告的靈』，他是
這樣定義著，是人的靈從時間的虛
空中升到永恆的富足裏。在他的書
中，這老我的可怕的力量、和它在
世界的吸引和情慾上所成就的國
度、被更完整的暴露出來。然而也
鋪成了這道路、顯示給我們看、心
能怎樣的被準備好去做一個視為渴
望神和不停止的飢渴神的禱告，這
禱告是在愛的神和祂在地上這裏的
人之間有著完全的合一和溝通的工
具。 



 

  
 
    我只有一個更多的想法 - 建議給
每一個讀者的一句話。勞威廉重複
的警告我們，除了對世界的完全的
虛己、和真實的治死老我之外，要
反對任何在聽到或理解到宗教上的
真理而產生的愉悅。只有當這發生
之後，聖靈能做祂有福的工作，和
只啓示給一個新生的內在生命而不
給(頭腦的)意念，基督是住在心
中，和我們能用像基督心志一樣的
生命証明它的真實性。讓我的讀者
聆聽愛的顧問。不要滿足於只讀每
天的部份，且因你知道它的內容和
它意謂著什麼而覺滿意。你必須做
得比這更多。 



 
 

 
 
帶你劃斜線的一些文字或表達；帶
它們到你的心中，和默想他們。在
對神的禱告中帶著它們並順服，在
單純的依靠和完全的順從聖靈中，
保証祂將會使真理成為一個活的事
實和一個真實的祝福。 
 
    願神教導祂的教會和每一位讀者
三重的祝福，就是、神的靈的能
力，愛的靈的能力、禱告的靈的能
力。這是我謙卑和愛的禱告。 

 

 

                                 慕安得烈 
 



 

 

 

 

『一個給神職人員的講話。』 
 

 

    『哦，天父啊！無限的、永不止息的無

窮深度的，請從我的自我中拯救我，我的

本性本是跌倒的、長期腐敗的。那本性在

我身上混亂的工作著，請從那本性中拯救

我。且使我的眼晴看見，我的心和靈能感

覺到和尋找到在基督耶穌裏的救恩。』 

 

     『哦，神啊！祢為了祢自己創造了我，

我謙卑的向祢懇求，請彰顯出我的良善，

彰顯我内在的聖潔本性所賦予的生命的力

量；幫助我達到對祢有這樣的一個真實且

活的信心，在我的魂(人)中、有這樣的飢渴

和渴望的力量，渴望著有聖潔耶穌的生

命，和祂的生命能在我身上生出，及聖潔

耶穌的靈。使得這些力量全在我在我裏

面，使得我可能會從每一個內在的想法或

不屬於祢的外在工作、轉向聖潔的耶穌及

在我魂(人)中的屬天的工作。 
 



 

第一天 

一件必要的事 
 

 

『對神職人員的一個謙卑的，認真的，和深情的講

話。』是勞威廉給教會的垂死的遺產。當他被帶走時，

他已經更正了更大部份的証明。他邀請神職人員帶著這

確據去細讀，保証他渴望『不是要他們注意除了一件必

要的事外的任何事，這必不可少的事情，而這單獨可用

來使我們從跌落的狀態中提升出來，及變成我們像創造

時一樣，是一個神的聖潔的後嗣和神聖的本性的真實的

參與者。』 

 

     『假如有人問，這樣的一件事是什麼；就是神的靈再

次帶回到祂在我們裏面的第一生命力量。』 

 

     『雖然外面看起來是多麼的榮耀和神聖，所有其他的

事情，及教會或改革能為我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死的

和沒有幫助的。但就神的靈的直接工作而言，要在其中

呼吸和生活。所有在聖經寫的結局和設計，僅僅是要我

們從撒但的靈，肉體，和這世界中轉回，再一次的完全
的依靠和順服神的靈，祂因著自由的愛我們和渴望得著

我們的魂(人)，尋求在我們裏面有第一生命力量。 

 



 

所有在聖經中僅僅是屬人的愛和喜悅，只是墮落後的亞

當的自愛，和直到它從神的默示開始往前、是不可能有

較好的本性的。在我們裏面活出來祂自己的生命和本

性，能單獨地帶來敬虔的愛。因為假如這是一個不變的

真理，『...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

的。』(哥林多前書 12:3) ，那這必須是同樣不變的真

理。也就是說，除了有人按照被聖靈的立刻引導和管治

外，沒有人能有基督般的脾氣或良善的力量。』 

 

 

讓我們記得，知道我們所讀的意義為何只有一點益處； 
偉大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已將這指令帶入心中。我真的
真實地相信，這是為教會和我們自己一件必要的事情，
就是有著堅定的信念，相信神的一個渴望就是聖靈應該
在教會中有祂的地位，而且這地位是指祂在亞當墮落前
的地位。以致於這信念給我們的宗教唯一有價值的事情
是神的靈的立刻工作。 
 

 

 
 



 

第二天 

我們唯獨完全依靠神 
 

『所有在人稱為神聖的美善和美德是沒有別的，僅僅是

發覺神的一個美善彰顯在人的身上。按照人是被造物的

本性，這是神和人之間不可改變的狀態，使人能適合於

這樣的彰顯。永永遠遠的美善只能夠屬於神，對祂來

說、這是基本的、及和祂完全不能分離的，也就是和祂

完全聯結在一起。』 

 

     『然而、假如現在所有人的在靈裏及享受上稱為是榮

耀的，僅僅是不過於神居住在他裏面的榮耀和祝福，那

麼我們就可能會無誤的看到所有宗教的真實本性。因為

人真實的宗教是「奉獻給神所有原是神的」；這宗教完

全的及確實的、連續不斷的所有知識、只有在神裏面和

從神而來。』 

 

    『這一個關係是所有真實的宗教唯一的基礎； 就是

說，這是一個完全不可改變的依賴神，在每一個程度
上、立刻的和連續的只接受唯獨從神來的美善和幸
福。』 

 

    『天使們永遠居住在純粹的愛的火焰中，永遠升到神

且和祂合一，因為神獨自的榮耀、愛、和美善，不管是

在他們裏面或是沒有他們，是他們所有能看到和知道

的。他們在聖靈和真理裏的敬拜從未停止，因為他們從

來沒有停止過承認神是一切 - 在他們裏面神是一切，在

整個的創造裏神是一切。這就是這樣的一個屬天的宗

教，而除此以外並沒有其他地上宗教的真理。』 



 

 

    『除了神的能力和同在、是真正的和本質上的活著和
工作在宗教上，沒有事能是宗教的善。所以人必須知道

所有宗教的美善都是完完全全的來自神的立即操作，尤

如在創造時的第一個美善。』 

 

 

     永遠祝福的父啊！我們為了祢對自己有那奇妙的關係
而謝謝祢，因那個關係，祢的確創造了我們。而我們仍
然要為了那奇妙的事更多的謝謝祢。也就是說，藉著聖
靈的禮物、我們已經恢復了且進入和祢有福的合一和交
通中。在那裏面、祢將會使我們永遠的活著。我們謙卑
的向祢禱告，永遠的保持這在祢的子民的心的思想上。 
 

 

 
 



 

第三天 

連續的默示 
 

『所有真實的宗教都是，或帶來，人的靈和創造者的聖

靈的一個基本的合一和交通；神在人裏面和人在神裏

面，是一個生命，一個光，一個愛。在事情的本性上，

神聖的、立刻的默示，和神聖的宗教是不可分的。』 

 

     『所有天然人或是說沒有默示的人做的或能做的，都

在裏面沒有真理或神聖的崇拜的力量，不過於他在(禾)

場或店舖(工作場所)所做的事。一個天然人所能做的所

有事就是自愛，自尊，自己尋求，和活著是完全為了自

己。直到超自然的事在他裏面找到，沒有任何人會處於

較好或更高的狀態；而這超自然的事叫做聖經的道(話

語)，或聖靈，或神的默示，且唯獨從這裏面，人能有關

於神的第一個好意念，或在他的靈中有屬天的渴望的最

小的力量。』 

 

    『愛的聖靈是神祂自己從永恆所愛的。除了人被一樣
的愛的聖靈所默示，沒有人能用他的愛接近神，或透過

它與祂的合一。除了祂自己聖潔的愛的靈降臨在他們的

生命中，無限的新造屬天萬物的衆生，不能開始對神有

一種新的愛，或甚至有最小的力量開始去愛祂。』 



 

 

 

     『這愛是在人中唯一的愛、能吸引他們趨向神；除了

是永恆的愛的聖靈的參與者外，他們沒有能力依著祂或

敬拜祂。所以這聖靈的連續的默示和運作、是我們唯一
可能連續的愛神的基礎。』 

 

  

直到這有福的真理佔有我們的心，讓我們默想和禱告。
也就是說，假如我們要過一個以神旨意的生活，這立刻
的、連續的神的默示，在事實上猶如我們的出生權，作
為我們唯一美善的力量，必須是我們的經歷。雖然很少
人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以某種程度來說、聖靈確實等待
著以神的愛充滿我們整天的生活。 
 

 

 
 



 

第四天 

在亞當裏的神的靈 
 

『神聖的默示在人的首創的狀態中是基本的。唯一需要

的是三位一體的神的靈將生氣吹在亞當身上，就能使他

成為一個照神形象和樣式造的聖潔的人。假如他不是最

先已經是、神在他裏面和他在神裏面、的如此被創造，

是聖靈真正的後嗣，就沒有任何(機會有)神的引導賜予

墮落的人去趨向聖靈，或永遠不會在人裏面發出祂的默

示。』 

 

      『所以顯著的現出、除了神的靈在人身上的這一個工

作外，福音的(現有的)狀態不可能是神的最後時代、或

是說人救贖的完成，從而帶來事情本身、或是說所有以

前的類型和影子的實質、進入真實的享受中。現在這事

情的本身，而為著神的(恩典)分配已經是這樣的緣故。

這樣的是說、神的第一個生命在第一個人的魂中，就是
亞當中，本質上已出生了。而這亞當卻對這生命死了。

這就很明顯的看出、這樣分配的工作必須是要有聖靈完

全的和即刻的工作。所以即刻的默示是使墮落的人重新

活在神裏面是必須的，就如最初使人照著神的形象成為

一個活魂是必需的一樣。』 



 

      『而人在連續的救贖的狀態是必須需要有連續的默
示。那唯一的開始或是賜予生命、絕對是這生命的唯一

延續和保存所必要的。除了藉著連續的在那個有能力的

根、或聖靈、的影響下、或與它工作，沒有生命能延續

在起初被創造時或被救贖的狀態的美善中。這根或聖靈

是最初創造或救贖這生命的。因為沒有基督、我們不能

做任何事，所以我們必須相信、期望、等待、和依靠祂

連續的、即刻的運行在每一件我們所做的事情上。這是

藉著祂的聖靈居住在我們的裏面的。』 

 

 

讓我們暫停而去考慮、在神的孩子心中相信或接受這即
刻的、連續的默示是何等的少啊！而讓我們在我們閱讀
的最最開始、就使這成為我們的渴望和禱告的一個目
標。也就是、完全的經歷聖靈、對我們意謂著什麼。 
 

 

 
 



 

第五天 

聖靈的事奉 
 

 

『當一個自然的生命不在其根的能力的、或來自其生命

的來源的、即刻的和連續的工作下，就不能存活。所以

除了順服聖靈、相信聖靈、與聖靈同行、與祂一同禱告

和因祂連續的默示外，不可能使人遠離罪。直到真實的

並完美的福音狀態完全變成了一個聖靈的事奉，它不可

能彰現出來。或說它變成了一個國度，在這國度裏，神

的聖靈做了所有祂在其中過去所做的。』 

 

     『當基督教導祂的門徒說：「...我去是與你們有益

的。...」(約翰福音 16:7)，祂教導他們相信問他們要的是

他們目前的狀況，和要喜樂的期待著一個崇高和更有福

的狀態的來臨。直到祂用人類瞭解的語言的外在教導被
改變、成了在他們的魂中聖靈的默示和運作，他們不可

能有這樣的狀態。』 

 

     『在這裏，兩個基本的事實,得到充分的証明。第一，

直到基督得到榮耀，和祂在人間的國度是完全的和唯獨

的、由聖靈連續的、即刻的事奉所構成，這真實並完美

的福音狀態不可能發生。這事奉帶人到達一個真正擁

有、和享受神聖的生命中。』 



 

      『第二，神聖的靈在使徒們和第一代福音事工的人身

上，在他們的內裏開啓了一個救贖的基督的所有的奧

秘。除了完全被神聖的靈開啓外，使徒們不能有任何基

督救贖的屬靈祝福的真正和實在的知識、或有一個神聖

的適合宣教的能力，和對這世界作見証。所有的人也就

像那時的使徒們，直到世界末了的一樣，要聖靈的開

啓。』 

 

    

讓我們承認有多少我們已經認為聖靈的工作是一件偶而
的事，只是為著某些時間或職責。讓我們記得，非常的
不容易讓我們不被這樣的想法所困住，和完全的順服這
偉大的事實，就是即刻和連續聖靈的默示是絕對的需要
的。這樣的默示是神所應許的，和對我們是可能的。讓
我們使得這成為我們的渴望和禱告的一個目標。 
 

 

 

 
 



 

第六天 

在基督裏的死和生命 
 

『使徒們親眼看見基督所經過的所有過程。為什麼使徒

們不能用他們的人的理解去為這樣的事做見証、而要一

直等到他們被火施洗和有聖靈的重生？這是因為這樣的

事情的真相沒有別的，就只是那些這樣的東西、是透過

在我們的魂中、這屬天的火和神的靈所做成的。所以每

個人，不論這人是否具備所有各種人類的文學素養，必

定對福音救贖的所有奧秘完全陌生。這要直到這些奥

秘、透過在他的魂中找到且享受基督的全部過程、被驗

証、實現並能作見証。當聖靈的工作在於在魂中最激進

的改變，及帶來一個新的屬靈的死和一個新的屬靈的生

命，這樣說一定是真的。也就是說，沒有人能知道或相

信基督救贖能力的奥秘，除非是唯一的和完全的藉著一
個內在的和試驗性的、找到了並感覺到它們的運作。那
個新的死和新的生命均必須在人的魂中實現，否則基督

就不會被稱為救贖。』 

 

 

 

 

 



 

    『伯曼(Behmen)在他大部份的書信中以聖經這話語作

為座右銘：那我們的救恩是在我們裏面的耶穌基督的生

命。(參哥林多後書 4:11, 羅馬書 8:29) 這完全擁有並堅定

地堅持真理的真相是：除了本質上生於人的魂最內在的

靈中，是透過聖靈在他裏面即刻的默示和工作能力，他

的整個對基督的信心不能使基督成為他的一個拯救者。

對這樣的人來說，基督和祂的使徒們的話語，就猶如火

般的落在他裏面。而它們在那裏點燃了些什麼？就是一

個經常同在，和一直在參與的神聖的愛的火焰。也就

是，唯獨基督和在祂裏面的祂的聖靈、能使他是、和做

出所有基督和祂的使徒們所已經教導的話語。因為除了

透過基督的本性和聖靈基本上活在我們身上，沒有可能

在任何祂所教導的事上、使我們和基督有同樣的心

志。』 

 

 

我們永遠要記得，聖靈偉大的工作是啓示基督在我們裏
面。不只是在心志上作為一個知識，但要在心中和生命
上，和我們交通這主的死和生命。因此，基督在我們裏
面形成了，且有祂住在我們裏面，和工作在我們身上，
並透過我們、使所有的都使父神愉悦。花時間去順服這
有福的事實：在它裏面藏著基督徒生命的真實的秘訣。 
 

 

 

 

 
 



 

第七天 

謙卑 
 

在寫了我們已經摘錄的勞威廉的文章，他繼續証明、在

基督的教會中、人類學習和智慧的禮物怎樣迅速地宣稱

自己(是主)，完全没有那種基督所說的完全依靠聖靈。

而作為一個很自然的結果，帶著那人類學習而來的是高

舉自己，且這造成了、在人類學習和智慧的能力中的驕

傲、和絕對依靠聖靈的教導的謙卑，兩者之間完全的區

別。 

 

      『人的智力能力因著墮落、比他自然的動物本能處於

一個更壞的情況，而需要更多的自我否定。我們只需要

知道兩件事情去意識這點：第一，我們的救恩是完全的

從我們自己中被拯救，或是說、從我們天然是什麼中，

被拯救所構成。第二，除了這樣的一個神的謙卑彰顯在

人的本性上外，在所有事情的本性中，沒有事情對我們

可能是這救恩或拯救者。這樣的謙卑是一如以往的超出

所有能表達的事情。所以對墮落的人說、這拯救者首先

不能改變的術語是這樣，「除非一個人否定他自己，拋

棄一切，是的，和包括他自己的生命，他不能做我的門

徒。」而為顯示這只是開始或是人的救恩的基礎，這拯

救者加上：「我心裏柔和謙卑，…學我的樣式…』(馬太

福音 11:29)  在這裏、為了那些能聽和喜愛光照的人們、

是怎樣的一個光照啊！自我是墮落本性完全的罪惡； 自

我否定是我們被拯救的能力，謙卑是我們的拯救者。』 

 

 



 

 

      『墮落的天使們和人們所有的惡習、在自我的驕傲中

有它們的出生和力量，或者我可更好的說，在自我的這

無神論和偶像崇拜中，自我就是無神者和偶像崇拜者兩

者。這是無神者、因為自我拒絕神。這是偶像崇拜者，

因為自我是它自己的偶像。另一方面，所有屬天生命的

美德都是謙卑這美德。在天堂裏，沒有喜樂、或榮耀、

或讚美，是不經由謙卑的。就是只要有謙卑，就能使一

個人跨躍天堂和地獄不能跨躍的鴻溝。這是福音的最直

述的和最基本的事實，也就是說、除了這一個謙卑以

外，在這整個世界裏從未有過、或將來會有謙卑。這謙

卑就是基督的這一個謙卑。』 

 

 

在信心的生活中，謙卑有比我們想得到的更深遂的地
位。這不只是衆多美德中的一個，更是在(靈)魂中首先
的和最主要的需要。它引導我們知道、在我們做任何好
事上，是絕對的和完全的無能。它引導我們去深查我們
主耶穌的謙卑，祂已經犧牲了為我們準備的生命。，而
將會在回應我們的信心上，最肯定的會工作在我們身
上。 
 

 

 

 

 
 



 

第八天 

天國 
 

 

『那唯一從永恆來的光和聖靈，是在天使們或任何天上

的衆生被創造前(就存在的)。而那、直到永恆、必定是

那唯一的光和聖靈，藉著這光和聖靈、天使們或人們才

可能會有任何的與神合一或交通。所以，除了這神的光

和靈在祂裏面使他們重生之外，就像在祂最初榮耀的創

造中他們所做的一樣，對人的救贖來說、什麼都不能有

什麼影響。』 

 

     『所以也就是說，這福音狀態透過我的主被確定為能

及的天國，否則這福音的狀態不會存在。或是說、這福

音的狀態來到人中間，因為是沒有任何屬世事情的本

性、或創造的能力，只有人完全的否定自己，(因此)從

人沒有接受到任何東西。除了在神的工作能力創造和維

護了天和地之外，和這是一個神變成了人的國度，及是

人透過連續的、即刻的、神聖的光照的與神合一的一個

國度，這福音的狀態不會存在。在新約中你能讀到什麼

樣的經文証實這不就是福音的狀態？也就是說，福音的

狀態是一個神的國度，除了藉著被聖靈重生外，沒有人

能進入這國度，除了透過被聖靈引導外，也没有人能活

在裏面，而除了是一個聖靈的果實外，在它裏面沒有一

個思想、或渴望、或行動能夠被允許有任何的參與。』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

天上。」(馬太福音 6:10) 除了神是什麼的彰顯和祂做了

些什麼在祂的天上眾生身上，什麼會是神在天上的國

度？除了因為祂的聖靈是所有活在它裏面的生命、能

力、和推動者之外，祂的旨意如何能在那裏成就？我們

每天都讀這禱告，提醒我們，除了一個連續的、基本

的、即刻的、神聖的光照外，沒有任何事能使我們那禱

告可能會被成就。除了神以外每一個其他的力量都是盡

頭、且從神的國度被驅出外，在那裏能是神的國度降

臨？除了聖靈、意旨在神裏、在衆生中，祂的旨意怎麼

能唯獨成就？』 

 

     『這就是進入人中的神的國度的真理，和這就是所有

在它中正在活著的成員的與生俱來的特權：從亞當來的

天然的靈中被拯救出來，從世界的靈和智慧中被拯救出

來，和透過他們整個的生活過程只說明、和成就、和是

這一點，那一點就是他們父的靈工作在他們身上。』 

 

 

有多少已經寫著的關於天國意謂著什麼的(文章)，但在
這裏，我們有了它真正是什麼的(敍述)。就像神掌管著
在天上祂的國度一樣，所以當這國度來到我們心中，祂
就活在我們心中並在那裏掌管著。在這樣的人裏面，神
掌權猶如祂在天所做的一樣，這神的國度就是由這樣的
人所構成。 
 

 

 



 

 

 

 

 

 

 

 

 

 

 

 

 

 

 

 

 

『愛的靈』 
 

 



 

第九天 

愛的本性 
 

 

『這愛的靈有這樣的本源。神是唯一的對所有美善的一
個永遠的旨意。這是考慮到在祂裏面，在祂的聖潔的存

在，在任何事情由祂帶來之前，或是從祂而出來的。(也

就是考慮所有的。) 這是一個永遠的、不變的神，從永

遠到永遠，不會改變，也不能增加或減少的神。只是在

祂裏面和只能來自祂的、一個對所有美善的永遠的旨
意。這如此多的世界的創造不能增加祂什麼，也不能拿

走這一個不變的神什麼：祂一直是，和一直將會是這同

樣的對所有美善的旨意。』 

 

      『現在、這就是在被造裏愛的靈的基礎和來源。這是

且必須是一個對所有美善的意念，直到你在所有的時間

和所有的場合都有一個對所有美善的意念，否則你就不

會有愛的靈。你可能做了許多愛的工作，而覺得這樣做

會使你愉悅，因為這樣做和你的狀態及脾氣並不衝突。

但直到你生命的靈，能照著它使你生活在自由選擇中、

心甘情願中、和普遍中，愛的靈是不會在你裏面的。 

 



 

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或是對任何人都是一樣；不論是

給於或是原諒，不論是忍受或是隱忍，它會同樣的做它

自我愉悅的工作。因為愛的靈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有它自

我的祝福和幸福，因為這是神在魂中的事實和實際。因

為愛的靈沒有終結點，除了期望它自己能增加外沒有期

望任何事情，所以一切事都如火上加油。這愛的靈不需

要得到獎勵或榮譽；它唯一的渴望就是自我傳播，而成

為每一件需要它的事情的祝福和幸福。敵人的憤怒，朋

友的背叛，只能幫助愛的靈更加的得勝，活在它自己的

生命中，和使得它所有的祝福達到一個更高的程度。這

無限的完美和快樂的神僅僅是愛，一個對所有美善的不

改變的旨意，而所以被造、只要被任何對所有美善旨意

的意念外所引導，就一定是腐敗和不快樂。』 

 

 

願神教導我們、這樣和祂對我們的愛一樣的榮耀和聖潔
的愛，帶著這愛，祂應許聖靈會充滿我們的心。 
 

 

 

 

 



 

第十天 

愛的必要性 
 

 

『這種必要是絕對的和不能改變的。除非因為神的美善

在被造裏面，沒有被造會是神的孩子；或是說、直到被

造的生命是一個愛的靈，這被造的不能和神的美善有任

何的合一或交通。這是神和被造能合一的一個唯一的渠

道。因為神是對所有美善的一個不變的旨意，所以除了

唯有在和祂同在的美善旨意中，神聖的旨意不能和被造

者的意念合一或一起工作。因為對所有美善的旨意是神
整個的本性，所以它必須是每一個能被祂接受的服事或

宗教的整個本性。因為除了這意念與和祂同工外，沒有

任何事能服事神，或崇拜及敬拜祂。因為神除了祂自己

的旨意和祂自己的靈外，沒有任何的事能蒙祂喜悅，因

為所有的美善都包含在它裏，而不在任何其他的地方。

且所以在我們做每一件跟著一個自我意志或一個自我的

靈、而背棄這一個對所有美善的旨意的事情時，就再容

不下神的生命和靈。』 

 

      『所以愛的靈的必要性是神祂自己在被造裏不能免除

的，就像祂不能否認自己或違背祂自己的聖潔行為一

樣。就是因祂對所有美善的旨意帶出了天使和人的靈，

所以祂在他們的存在裏沒有別的旨意，只是要求他們應

該活著和工作，及彰顯同樣的使他們存在的愛和美善的

靈。』 



 

     『除了在首先被造本性的純潔和完全中，在人的魂中

沒有平安，且永遠不會有；除了在愛的靈中和藉著祂

外，沒有其他任何的方法能達到純潔和完全。因為愛是

這創造萬物的神，所以愛是所有被造物的純潔、完全和

祝福。而除了這旨意能活在愛中外，沒有別的能活在神

裏面。所以愛獨自能治療，且只有它能治療，每一個邪

惡；且他活在愛的純潔中，就能從邪惡的力量中脱離出

來而進入天堂的這一個靈的自由裏。』 

 

 

讓我們花時間去思想這有福的事實和應許；就是所有愛
的神和父、正渴望著以祂自己神聖的和永遠的愛充滿祂
的孩子們的心！ 
 

 

 



 

第十一天 

 

愛是從上面來的一個新造 
 

 

『你的到來使我回想起這個在世界上最使人喜樂的話

題，幫助你和我自己兩個人、在那個可敬拜的神中歡

愉。這無限的神是一個僅有的愛的無限，一個沒有開

始、永不停止、和永遠流動的温柔、甜密、喜悅、祝

福、美善、忍耐、和憐憫的洋海；而所有這麼多的溪

流、突破了普世的愛的深淵。這普世的愛是父子和聖

靈，是一個三位一體愛和美善的無限。不論是在天使或

人墮落之前或之後，除了永遠的帶出來同樣的光和愛、

祝福和喜樂的禮物外，沒有別的。』 

 

     『所以要堅持你的魂中不會有任何美善的這一個事

實，除非你能透過從上面來的出生的這唯一方法，這出

生是指神進入到你自己的魂生命的特性中。本性必須正

確；它的特性必須進入這一個新生的過程中，在愛的靈

能在它裏面出生前，它比須工作到生命的產生的地步。

因為愛是喜悦，而直到它的本性是在一個令人愉悅的狀

態、或說是被在裏面必須要歡悅的這樣的佔有，喜悅不

能在任何的被造中昇起。而這就是神必須要變為人的理

由；這是因為在人的魂的本性中所要的所有事情上，必

須要找到被神生出的這一件事、或是說魂從來不能找到

它自己在令人愉悅的狀態裏，和只和愛的靈同工。』 



 

       『而你現在也看到了十字架福音教義的絕對必要性，

這教義是說、治死老我是能達到在神的生命中有份的唯
一的一條路。這十字架、或說是治死老我、是能夠對人

有任何好處的一項道德。所以這道德的一個工作是、這

一個抵擋和否認本性十字架的教義，在這樣的教義中，

一個超自然的力量或是說神的美善可以佔有這本性和帶

一個新生命到它裏面。美善、除非到愛的靈是在心中活

著和驅動皆一切的氣息，只是一個聲音，和美德僅僅是

出於天性之爭。因為愛是唯一的祝福、和美善、及神的

本性，而除非在那愛的靈和藉著它，你不能有一個真實

的宗教、或是說有對一個真神的崇拜。那愛的靈是神祂
自己活在你裏面和工作在你身上。』 

 

 

讓我們在深深的謙卑中為這奇妙的愛去敬拜神而躬身，
而祈求這確實的恩典、使我們能屈服於這一個否認自我
和治死老我中。 
 

 

 



 

第十二天 

  

雙重的生命 

  

  

『除了是雙重的生命參與者和他自己裏面有了它們外，

不論是天使或人，沒有一個聰明的被造能是美善的和幸

福的。現在、在事情的本性中、這雙重的生命在每一個

即將是美善的和幸福的被造裏面、有一個絕對的必要。

這雙重的生命是這樣的：它必須有天然的生命和神的生

命在它裏面。除了藉著這天然的生命和其特質，也就是

說，僅透過了找到自己有了一個各種敏感性的生命，它

不能是一個被造而聰明的。這生命是指悟性，意志，和

渴望的能力。這就是它藉著神創造的能力被創造，就有

了在天然中和從天然來的生命。除了在被造自己裏面，

或是關於它自己的本性來說，有虛空、需要、和飲慾的

狀態外，神祂自己也不能使被造有任何其他的。因此最

高的天然和被造的生命不能高於此；這樣光禿禿的天然

生命中僅僅能有一個美善和幸福的容量，除了透過神的

生命住在它裏面和他合一外，它不可能是美善和幸福的

生命。』 

  

        『除了在這雙重的生命中和藉著這生命，在任何聰明

的被造中不可能有美善和幸福；而所以神和人的生命的

合一，或是說神的兒子道成肉身，使人再一次變成與神

聖的本性有份，是所有堕落的亞當的兒子們的唯一可能

的救贖。也就是說，亞當在第一次和神聖的生命合一中

死了，或說是從其中墮落了。』 



 

      『就只有如福音所說的，任何在天上或是地上的被造

沒有幸福、祝福和美善，一個簡單的示範是藉着耶穌基

督在它裏面制作了智慧、正直、成聖、及與神有平安。

理由是這樣的：就是因為美善和幸福是和神絕對不可分

的，而且除了在神裏面沒有任何其他的地方可找到。』 

 

        『這個偉大的事實、清楚地給了這內在的聖潔和所有

外在被造者的操練中有個堅實的區別。不管是藉着律法

或先知，不管是藉着聖經或教會法令的所有神的曉喻，

僅僅是藉著它們不能給出一個聖潔的幫助，它只是意謂

著要把被創造的生命從它自己和它自己的工作中、轉換

成一個信心和希望、一個追隨那第一個和神的生命合一

的飢渴和渴望。這生命是在人類的第一個父親(亞當)的

堕落中所失去的。』 

  

  

願神帶領我們去擁有這偉大的事實，也就是，因為美善
和幸福是和神絕對不可分，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和祂
自己有不止息的交通中能找到，和渴望完全擁有我們的
那愛。讓這是我們的一個渴望和連續的禱告 -  這神居住
在我們心中的生命和愛。 

 



 

第十三天 

 

永遠的默示 

 

 

『當在任何聰明的被造者中沒有一點兒美善或幸福，在

其完整的本性中，在被造的生命裏、只有且真實地是神
的呼吸、生命、和運作。因此稱永遠的默示為狂熱或熱

情是多麼的不合理啊！因為如果美善只能在神裏面，不

能和祂分開存在，且只有祂能祝福和使人成聖。也就是

說、這不能藉著一個被造者的禮物，只能透過祂自己變

為這被造的祝福和使其成聖。所以除了在被造的生命中
尋求和神立即內在的合一及神的運作外，而在任何其他

中找尋美善和幸福，是極高程度的瞎眼。就像空氣對動

物的生命必要一樣，永遠的默示對一個美善的、聖潔

的、和幸福的生命是必要的。所以永遠的默示是在事情

的本性中。』 

 

    『當普通的基督徒尋求和相信被神的聖靈連續的引導
和默示時，把默示局限在特定的時間和場合，限制在先

知和使徒身上是怎樣的一個錯誤啊！因為雖然不是所有

的人被呼召作先知或使徒，然而所有的人都被呼召要聖

潔、如那呼召他們的神是聖潔的一樣，要完全如他們的

天父是完全的一樣，和基督有一樣的心志，只會按照神

的旨意，為著祂的榮耀和名譽做所有的事，棄絕這世界

的靈，用他們的全心、全魂、全靈愛神，和愛人如

己。』 



 

    『現在這普通基督徒見到了像先知和使徒一樣偉大

的、神聖的、和超自然的工作。聖潔不再是一個偶而發
生的事，而是這樣的聖潔。這聖潔是經常的活著且在我

們裏面攪動，也就是說在我們意念、旨意、渴望、及情

感中的聖潔。如果我們所有的人被這內在的聖潔和美善

所呼召，那麼一個永遠的、經常存在的神的聖靈在我們

裏面運作、是絕對必要的。假如我們的思想和情感是經

常的聖潔和美善，那麼神聖潔和美善的聖靈、作為一個

生命的原則、會經常地運作在我們裏面。』 

 

 

永遠祝福的神和父啊！我們向祢懇求。請在能力中啓示
我們這有福的事實，也就是祢確實地渴望賜予我們立即
和連續的引導及祢聖靈的工作，且我們可以很有信心的
聲稱這事實。 

 
 

 



 

第十四天 

 

兩種知識 
 

 

『每一種德行和美善都可能會透過兩個不同的方法進入

我們裏面。它們可能藉著人、規則、和誡命由外在的教

導來；和它們可能是當我們自己的更新的靈真正出生

時，在我們裡面內在的生出來。在前者，它們最多只能

改變我們外在的行為，把我們的熱情放在一個虛假的限

制中。現在這個學習和達到美善的方法雖然是這樣的不

完美、但是有絕對的必要，且必須在我們裏有它的時候

和工作；然而這僅僅是一段時間，就如律法對福音來說

是一個啓蒙的師傅一樣。但所有這外在的條例，不論是

從好人或是從聖經的字句而來，必須是如使徒關於律法

所說的一樣：「… 律法從來沒有使甚麼得到完全 …」 

(希伯來書 7:19，新譯本) 然而為了達到完美，這是極為

必要的。在所有的聖經的經文裏面，除了引導人到救恩

中，沒有其他的美善和益處，不是經文本身是救恩，而

是在從對耶穌基督的信心中才有。它們的教導僅僅是教

我們在什麼地方去尋求並找到所有光和知識的泉水和源

頭。它們僅僅能指引我們到某些比它們本身更好的事

情，那事情能是在我們裏面的聖潔的真實光輝、生命、

和能力。』 



 

     『從這雙重的生命或教導，很自然的昇起了一個德行

和美善的雙重的狀態。如果你只從外在的途徑，從人或

從書本那裏，學習到德行和美善，你將是依照時間、和

地點、和在外在的形式中、有德行和美善。你可能做謙

卑的工作，愛的工作，花時間和用形式去禱告；所有的

這樣美善對這類的教導都適合，且可能非常好的在它裏

面。但禱告的靈、愛的靈、謙卑的靈僅僅能在神的光和

靈的運行中得到，不在外在的教導中，而是在我們裏面
帶出內在的一個新生的靈。』 

 

 

啊哈！在教會裏有多少這帶著其美善的間歇狀態的外在
的教導。讓我們全心的相信那聖靈的即刻的教導和工
作，會在我們裏面有一個新生的靈，帶出屬天的生命。 
 

 

 
 

 



 

第十五天 

 

自我這怪物 
 

 

『直到你找到這神聖的愛的靈誕生在你裏面，你不能在

它裏面知道神聖的愛是什麼。因為神聖的愛是完美的平

安和喜樂，它是從所有不甯靜的一個自由，它是所有的

滿足和單純的幸福，和使每一件事在自己裏面有喜樂。

愛是神的基督，無論到那裏，它以每一個天生的生命的

祝福和幸福出現，作為每一個失去的完美的恢復者，所

有公義的一個完成者，和超過所有悟性(能瞭解)的神的

一個平安。』 

 

     『當這聰明的被造從神轉向自我時，他找到的本性只

是因為他本人而沒有神。除了各種邪惡在工作外，從它

沒有任何的東西，或能在它裏面找到。貪婪，嫉妒，驕

傲，和憤怒是這自我或其本性的四要素，所有的這四者

都和它不可分。我們是否真的受到了事物的影響，因為

它們是我們真正的良善或真正的邪惡，但我們應該更多

多害怕有這樣貪婪、嫉妒、驕傲、和憤怒的毒蛇在我們

裏面這樣營養豐富的和維持的活著，過於這毒蛇關在害

虫屋裏或關進有毒野獸的地牢中。自我這怪物能隱藏於

所有形式的良善之下，能注意別人和禁食，禱告多和講

道長，且往往會得到更多的生命和力量、及更多的居住

在這些德行的形式的裏面、而超過他在公衆中所顯現的

和在罪人裏面所有的。』 



 

     『治死老我，或從它的力量下出來，不能藉著任何抵

制行為做到。這抵制行為是能透過本性的力量做的。這

唯一的治死老我的方法是最簡單和清楚的；它是對每一

個人同樣可行；它經常在手頭上； 你會在每一件事遇見

它，而它從不會不成功。』 

 

     『如果你問這樣的一個真實的、簡單的、清楚的、即

刻的、及從不會錯的是什麼，那就是這耐心、柔和、謙
卑、及順服神的方法。這是治死老我的真理和完全的治

死老我。』 

 

 

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沒有比獲得老我是什麼的知識更困
難的課程。老我恐怖的力量，它秘密而普世的規則，和
在保持我們得不到它是什麼的知識所施加的盲目影響，
是所有我們的罪和邪惡的原因。所以會來到這一點，就
是這麼少的人真正的相信他們絕對不能順服神、或是相
信祂的愛。而除了那個完全的願意治死老我，沒有任何
的事情可以從其中拯救我們。當我們透過信心瞭解到我
們在基督耶穌裏死了，這個願意就來到了。就是這，只
要透過聖靈，就能使我們成為那柔和、溫柔、謙卑、和
順服神的參與者。在父的眼中，神給了基督的死它的價
值和美麗。 
 
 

 



 

第十六天 

 

治死老我 
 

 

『許多人將會問、這勝過老我的方法怎麼會這麼簡單，

清楚和立即的。難道不是幾乎所有人的教義都說、為了

達到這四個德行中任何一個、花很多的時間和操練才會

勉強夠用嗎？』『我已向你介紹了忍耐、柔和、謙卑作

為這一個清楚和立即的治死老我的方法，因為你只要透

過你的心志的轉向和信心、你就會有這些德行的所有好

處，就像透過公衆和罪人的轉向基督、他們就可以被祂

幫助和拯救一樣。你和其他的人會徒勞地想要得到這些

德行的理由是、在各種人為的規則和方法中去尋求，而

不是憑著那信心的單純。在這信心裏面，那些向基督祈

求的人立即得到了他們向祂所祈求的事情。』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

們得安息。」 (馬太福音 11:28)   一個達到平安和安慰的

方法是怎樣地短而簡單並確定啊！為了從老我和罪的權

勢中被釋放，而找到了基督的救贖能力和德行，現在你

的規則和方法變成了什麼樣？基督已經完成了祂偉大的

工作後，升上了高天，並帶著所有在天上和在地上的能

力。假設祂不能變成一個不小於比祂道成肉身活在地上

時的救贖主，和不能賜於立即的幫助，是多麼蠢的一件

事。』 



 

     『我是否在信心中放棄自己給基督會和祂在地上時來

到祂面前的人一樣的好？你說這並不是問題的所在。而

是我在信心中轉向忍耐、柔和、謙卑、和順服神，是否

和做在我身上所有在基督裏的信心、和為那些變成祂的

門徒們的所有信心一樣？』 

 

     『當我勸誡你在信心中放棄自己和希望達到這些德行

時，我並沒有做其他的事情，僅僅是直接要你在神的真

正的羔羊中、轉向如此多的信心和希望。除了忍耐、柔

和、謙卑、和順服神外，什麼是神的羔羊？而結果呢？

難道不是你每一個真誠的願望與渴望，每一個你的心意

都是這樣嗎？也就是說，渴望被這些德行所管治，一個

立即的和直接向基督的祈求，一個崇拜和俯伏在祂面

前，一個放棄自己而進到祂裏面，和在祂裏面信心的完

全。』 

 

 

我們也是經常想到在基督裏的信心、僅僅是和祂在十字
架上為我們做的聯在一起。但它的意義遠比這更大和更
豐富。也就是藉著信心，我們能聲稱在祂裏面所有的恩
典和意念，和透過聖靈、接受它為我們的。因此信心變
為每天的練習，藉著它，在基督裏面有的德行和恩典、
能變成我們的。而所以我們得到了基督的意念。 
 

 

 

 



 

第十七天 

 

在基督裏的信心 
 

 

『在基督的話中，「我心裏柔和謙卑，...學我的樣式，

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 (馬太福音 11:29) 你

已經聲稱了兩個事實。第一件事是，放棄自己給忍耐、

柔和、謙卑和順服神，嚴格來說這是和向基督學習或在

祂裏面有信心同等。而那因為你對這些德行的心意是真

正的放棄你的自我，和你所有從墮落的亞當而來的；這

就是完全的離開你所有的，及你有最高的信心在祂裏

面。所以，所有從在基督裏的任何程度上能得到祝福及

從罪中拯救的信心和希望，肯定地會被忍耐、柔和、謙

卑和順服神的聖靈所引導和管治。當你把自己封閉在這

些裏面時，你的全心就是祂的居所、和祂活在你裏面及

工作在你身上。當這些性情是作為你生命的靈和目標活
著、及居住在你身上，那麼基督在你裏面是一個真理，

而你現在所活的生命不再是你的，是基督在你裏面活

著。直到被造願意和選擇在一個有忍耐、柔和、謙卑和

順服神的美善能力和憐憫中去治死老我，神聖的愛之靈

不可能在任何堕落的被造中、有任何的地位或誕生的可

能性。 



 

而當你自己的沒有耐心或驕傲攻擊你時，立場要轉向這

一個謙卑的順服，和離開且放棄自己而被神的憐憫所協

助。只要你有耐心而期望一切只從神而來，困擾你的困

惑愈大，你就將會愈近得到最大和最好的安慰。並確

保，除了對神有或多或少的信心、希望和相信外， 

我們會公正的和嚴格地在那程度上、有那或多或少的神

聖的運作在我們裏面。』 

 

     『這些是短的、但完整的真正的宗教的文章，隨著這

些文章帶著救恩，並作了一個對神聖運作的、我們整個

本性的真實和完整的奉獻。且也是對這在合一中的三位

一體的神的一個真實和完整的認罪。』 

 

 

讓現在你的一個思想是：我藉著柔和、謙卑、忍耐、順
服神的羔羊的默想，完全地將(靈)魂獻上、去僅僅尋求
這救恩。這羔羊是唯一有能力在我的魂(人)中能帶出這
些屬天德行有福誕生的。 
 

 

 

 



 

第十八天 

 

神的羔羊 
 

 

『神的羔羊是離開父懷中永遠的愛及柔和，而自己成為

在堕落人們的漆黑的(靈)魂中，柔和及愛的復活。想到

屬天榮耀的神的羔羊、和祂在天堂的中間一樣的是這麼

真實地在我們中間、靠近我們、是怎樣的一個安慰

啊！』 

 

      『哦！我自己向神甜蜜的順服。每一個自我渴望的快

樂的死亡；一個聖潔生命的有福的受膏；不論我去那

裏，請祢是我的導遊和管治者，祢是從所有在我(靈)魂

中的邪惡的唯一驅出者。除了祢以外，沒有任何其他的

能除去我的自我，除了祢能，沒有任何其他的事情能引

導我到神面前；有祢在的地方，地獄沒有任何的權勢； 

或者天能從祢隱藏。哦！除了在祢有福的默示影響下，

願我從來不會沉迷於一個思想，帶出一個字，或為我自

己、或為別人做任何事。這(靈)魂安息日的景象雖然遙

遠，是如在魂中有新郎歡樂的聲音一樣，而除了要在羔

羊的婚宴上的期望，在我裏面沒有別的期望。這景象是

指從自我的苦工中得自由，而在神的聖靈影響下安息於

柔和、謙卑、忍耐、和順服裏面。』 



 

    『這個婚宴意謂著進入了、在神和人在此生中魂之間

的最高的合一狀態。換句話說，這是在我們魂中的愛之

靈的誕生。不論我們什麼時候有愛之靈，這靈將使我們

在神裏面有這樣如同大飽口福的平安和喜樂。就像它將

消除每一件我們在這之前稱為是喜樂或平安的記憶。』 

 

      『假如你在順服神的完全影響下，保持這樣的柔和、

謙卑、和忍耐，你一定會走到那裏。(雖然)讓這個場合

看起來是如此的榮耀，但如果你離開它，這只會準備你

到一個更難的死亡。因為除了在羔羊柔和的靈之外，你
必須對在任何其他的靈影響下已工作的或做的所有的和
每一件事情上死亡。』 

 

      『神的羔羊有使我們感到對我們的堕落的狀態厭倦的

所有能力，而願意從中脱出，且進入祂的柔和及謙卑裏

面。』 

 

 

當有福的神的羔羊呼召我們時，讓我們注意聽：『學我
的樣式，我心裏柔和謙卑。』 (參馬太福音 11:29) 就是
因為祂的謙卑，以致於神這樣的高舉了祂。這是僅僅當
我們的生命變成了不停表現出、一個渴望祂的謙卑和柔
和時，我們才會在我們魂中找到安息。 
 

 

 

 



 

 

 

 

 

 

 

 

 

 

 

 
 

 

 

 

 

 

『禱告的靈』 
 

 



 

第十九天 

 

禱告是天堂寶藏的鑰匙 
 

 

『除了透過禱告從時間的虛空中升入永恆的豐富外，人

已經被送入這世界裏沒有其他的差事。雖然這生命是這

樣的可憐和悲慘，我們所有的人有免費進入到所有偉

大、美善、和幸福的，及在我們裏面帶有一個所有天堂
必須賜予我們的寶藏的鑰匙。』 

 

      『所有聰明本性的唯一美善的神，並不是一個缺席的

或遙遠的神，而是在我們的魂裏和對我們的魂來說、比

我的身體更存在的；我們對天堂是陌生人，世界裡沒有

神，唯一的原因是，我們沒有禱告的靈。這靈是唯一

能、和從不失敗的能將我們和這唯一的美善合一，且在

我們裏面將天堂和神的國度打開。根長在好土裏，並在

最好的氣候中，也不能保証能生長到完全的地步，但是

每一個人可能會生長到完全的地步。這樣的一個人的靈

嚮望著、神已經預備好了的、和有無限的渴望去給他

的、所有的那些。因為太陽滿足對向它伸來的嫩芽，還

不如所有美善來源的神給人一半的那樣確定的滿足。神
對渴望與祂分享的魂溝通。』 



 

     『我們所有人天生就是神的後代，與祂關係的接近比
對我們彼此的關係更接近。因為在祂裏面，我們活著、

行動、及有我們的人。從神帶出的第一個有父、子、和

聖靈的氣、和靈呼在他裏面，而因此他變成一個(有靈

的)活魂。他是神的形象和樣式，這不是指他的外形狀或

形式，因為沒有形狀有神的樣式，而是他有神的形象和

樣式。這是因為這神聖的三位一體的神已經呼出了祂們
自己的本性和靈進入他裏面。而這三位一體的神，父、

子、和聖靈，是永遠在天堂，而使得天堂在每一個地

方，所以被祂的呼氣進人的這靈是帶著天堂進入人裏面

的。而所以呢！人在天堂及在地，也就是說，在象徵一

個屬天狀態的或生命的誕生的樂園中。』 

 

 

在這裏我們找到了太陽是神的道(語語)中最深的事實之
一。就像太陽是自願的不停普照它的光線和溫暖這等待
著的地球一樣，這活神是不止息的等待著去工作在祂的
孩子的心中。或者這樣說，除非是我們用我們的不信、
或順服這世界的靈去阻止又阻止祂，祂是事實上永遠不
止息的工作在屬祂的裏面。哦！那是我們每一天可以學
習說的：就像太陽照耀在這地球一樣的肯定，我的神正
在發出祂的光和祂的愛進入我的心中，是為了我能接收
到和在裏面喜樂。 
 

 

 



 

第二十天 

 

神的美善 
 

 

『神的美善爆發出一個交通美善的渴望，這是創造的原

因和開始。所以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除了交通美

善外，神直到永恆都不能對被造會有其他的想法或意

圖，因為祂創造了被造只為了這個唯一的結局，接受祂

的美善。祂必然永遠願意這樣做，祂願意創造它。就像

太陽只有一個本性一樣，只能給生命帶來祝福，所以這

聖潔的三位一體的神只會有一個對所有被造的本性和意

圖。那就是傾倒給所有照著被造的度量能接受的、神完

美的豐富和甜蜜。』 

 

     『這是神可親的本性；祂是這美善，這永不改變滿溢

的美善的泉源，不帶下別的，只賜下美善到永永遠遠。

祂是愛的本身，這未攙雜的、不可測量的愛，除了來自

愛以外、不做任何的事情，除了賜予所有的被造愛的禮

物外、不賜下任何的事情；除了帶出他們成為被造的那

愛的靈和果子之外，祂不需求所有祂的被創做任何事

情。哦！對神的愛的豐富高而深的沈思、是何等甜蜜

啊！帶著那樣的吸引力，一定會吸引每一個有思想的

人，對這無限美善的、永不滿溢的泉源、以愛來回報

愛。 



 

那個宗教發現了我們的存在、和我們所依賴的這神聖的

愛的洋海之間的關係，這宗教有什麼樣的魅力啊！從救

恩的每一部分來看，從亞當的第一次犯罪到死人的復

活，而你將會找不到別的、只會找到那第一個創造天使

和人的愛、連續的奧秘。所有福音的奧秘僅僅是這麼多

的得勝的記號和証明，顯明神渴望使得祂的愛、能從所

有本性和被造中、移除罪和混亂。』 

 

 

一個無用的人讓自己在冬日沐浴在明媚的陽光下、是帶
著何等樣的喜樂啊！到能得到最好陽光温暖的瑞士高處
的旅行、是何等樣的旅程啊！而啊哈！有多麼少神的孩
子們瞭解到他們所需要的僅僅是一件事情，等候神直到
祂的光照耀在他們身上，進入他們裏面，和透過他們。
除外我們花時間，足夠的時間，好讓祂的光照耀在我們
心的深處，我們是不可能期望、祂不可測量的愛能進入
我們的心中、和充滿我們的生活的。瞭解到這樣的人是
多麼的少啊！哦！我們的父，我們向祢祈求，教導我們
去相信祢的愛，和直到我們的心充滿這愛、不要歇息！ 
 

 



 

第二十一天 

 

自我的國度 
 

 

『人透過他的堕落已經從一個在神裏面的生命進入了一
個自我的生命，也就是在世界上的這可憐的、滅亡的享

受中，一個自愛、自尊、和自我尋求的動物生命。所有

的罪惡，死亡，和地獄沒有別的，就是這樣的自我的國

度，或是說自愛、自尊、和自我尋求的各種的運作。』 

 

     『在五旬節的那一天，一個新的神的配置來到了。在

神的方面，就是聖靈在整個教會上恩賜和恩典的運作。

在人的方面，就是在聖靈和真理中敬拜神。所有這些都

是為讓路給在魂中這立即的和連續的神的運作；被聖靈

受洗的人應該絕對的棄絕自我，和放棄發揮他的思維能

力的全魂，及所有屬世的外在事情，以為是被聖靈光照

和默示。』 

 

      『自我的國度是人的堕落和在魂中從神的生命的偉大

的背道。基督的國度是神的靈和能力、在一個新的裏面

的人彰顯出來。當神在你的魂中第一次呼召你要悔改崛

起時，(要從自己)退休，要安靜的、被動的、和謙卑的

留心這在你身裏新崛起的生命，而要無視你自己的旨意

和理由的工作。』 



 

      『因此關於我們所有的感官、性情、脾氣、熱情、和

判斷，這被視為是那普世性的屈辱和否認自我的真正基

礎和有其必要性。我們將會恨惡自我的生命；而這理由

很簡單，因為在它裏面沒有什麼是可愛的。透過這樣的

認知和擁有我們自己的虛空和無能，以致於我們唯有從
神接受它之外，沒有任何美善的容量，只能完全的否認

自我，和摧毀它的國度。』 

 

      『現在你知道每天死和每天活是指什麼；而所以那一

天在你裏面不幫助你往前達到這樣的死和這樣的活，那

每天是都在迷失。以一顆破碎的心抛棄自己於神的憐憫

的腳前，除了在每一時刻將我們的生命獻給神外，不渴

望任何事情，而從你心的深處向禱告，使這永遠的種子

可能會呼入而甦醒在你裏面的生命。這種子是指這早已

被屬地的垃圾所窒息的生命的火花。』 

 

 

讓我們把握這裏的中心思想，為了在我們魂中讓位給神
這即刻和連續的運作，我們需要在聖靈的能力中、絕對
的棄絕自我，和為了神居住和工作在我們裏面、我們要
整個人順服祂。如果神救贖的愛要能展示它的能力和散
發它所有的祝福，普世性的屈辱和否認自我是不可少
的。讓我們以一顆破碎的心抛棄自己於神的憐憫的腳
前，除了在每一時刻將我們的生命獻給神外，不渴望任
何事情。 
 

 



 

第二十二天 

 

連續的否認自我 

 

 

『一本屬靈的書、是一個對腐敗的自然的生活的實際和

完全的死亡，尤如亞當對屬天的生在樂園中實際和完全

的死亡一樣。我們生命中的道路直到終結的每一步，將

是由自我的否認和死亡而造成。除了這連續的完全否認
我們屬地的本性，去想到任何其他的事情就是忽略了所

有人賴以生存的事物。』 

 

    『在想到了你現在知道這些事實，你會因你已經找到

了偉大價值的珍珠而喜樂。但是要注意，直到你賣了你

所有的而買它，它不會是你的。現在呢？自我是你所有

的；你沒有屬於你自己的美善，除了自我外，沒有任何

東西是你的；而在珍珠是你的之前，你和你所有的自我

必須要被分離。也就是說，你要對所有佔有你的自我死

掉；所有的自我必須被放棄；它是一個叛教的本性，連

續的遠離神；它對每一件它所接觸的事情，都令其腐

敗。所有邪惡的性情都在自我中誕生和養活了。對這自

我死，對這內在的本性死，那麼就會對所有外在的敵人

得勝。』 

 

    『所有真正宗教的真實基礎是：除了勝過那屬地的生
命，也就是那生命在亞當的堕落中勝過他，宗教沒有任

何的意義。所以你必須知道這一件需要的事情就是向我

們所有從世界來的生命死。 

 



 

神的兒子呼召我們向這生命死，而背起祂的十字架。當

人的魂從它自己而轉向神時，會死於它自己，而在靈和

聖潔的耶穌的性情中活向神。那麼只有這樣，才能使我

們從貪婪和淫蕩出來，從一個世界的靈出來，從所有的

自我興趣和自我的高舉中出來，和從所有的憎恨和嫉妒

中出來。』 

 

     『只想到在宗教裏的任何事情，或假裝有真正的聖

潔，而不完全死於這老我，尤如建造空中樓閣一般。在

死於我們自己的本性之前而想能活在神裏面是不可能

的，這就像一顆麥子的子粒，在它埋在土中死前，不可

能長出來而活著。』 

 

      『這完全的對老我而死是唯一的一個堅定的虔誠的基

礎。所以只有這樣、才會使這屬靈的生命在它真實的根

部開始長出來，從死亡中脱出，而在一個破碎的心中誕

生，這樣的心會從它所有的天然生命中脫出。』 

 

 

直到祂已經先釘死在十字架上，我們有祝福的耶穌不能
從死中復活，而進入父右手邊的榮耀裏。這是藉着他給
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他的身體的幔子經過，
進入至聖所。(參希伯來書 10:20) 就是在這又新又活的路
中，我們肉體也被釘在十字架上而死了，使我們能進入
神在地上同在的生命和喜樂中。這自我的連續的否認、
是一個連續的享受神的同在、和祂的能力工作在我們的
秘訣。 
 



 

第二十三天 

 

禱告是心的一個狀態 

 

 

『我們的救主，雖然祂有所有的智慧，仍然僅僅賜于人

類少數的道德的教導。這是因為祂知道我們整個的不幸

就在於此，也就是說，我們的意志和我們生命的渴望轉

向世界；而除了我們的意志和我們生命的渴望轉向神和

我們已經失去的天堂外，沒有任何的事可以使我們正

確。而因此祂除了呼召我們要有一個完全的對自我和對
這世界的否認外，沒有呼召我們做任何其他的事情，且

要在祂作為一個新生和在我們裏面的一個新生命的工作

者上有信心。祂教導了我們放棄自己，和喜愛這我們救

贖的整個本性的每一個理由。這救贖的本性是我們心中

最偉大的喜樂和渴望。』 

 

    『所以我們看見了我們的意念和我們的心就是全部；

沒有任何其他的事情能找到神或失去神；而所有我們的

宗教僅僅是這心的宗教。我們睁開眼睛看到這事實：作

為一個渴望這世界的生命之靈，使得亞當和我們是地上

的可憐的朝聖者，所以禱告的靈、或是說這對基督和神
及天堂的心靈的渴望，打破了我們所有的束縛，和提昇

我們從時間的奥秘中、而進入永恆的豐富中。所以看到

了並知道了我們首先和現在的狀態，每一件事都是呼召

我們去禱告；而且我們心的渴望變成了這禱告的靈。 

 



 

當禱告的靈在我們裏面誕生，那麼禱告不再認為僅僅是

這一小時或那一小時的表面上的事情，而是一顆向神的
心連續的呼吸著。作為心的這一個狀態，禱告的靈變成

了魂生命的治理原則。』 

 

    『一個誠實的人可以用行動來証明他的誠實。在另外

一個時間裏，沒有特別的呼召去顯明他的誠實。但這心

的內在活的原則，在所有時間都是相同的。就像這一

樣，禱告的靈可能會不停地佔有這心，而仍然在其他的

時間可能會有禱告的時間。但它自己的生命和靈是大大

優於、且獨立於、和停留在某些特別的時間或工作的形

式上。』 

 

 

依據律法、去學習『連續的』這個字在我們生命中必須
有的位置、是很值得的。第一，有無限神的愛不斷地湧
向人們。然後在我們生活的每一小時中，都連續的、不
改變的依賴著神。然後僅僅是從神接愛這連續的美善和
幸福。然後接著來的是看到了我們邪惡的本性的敗壞；
再然後有保持基督的生命在我們裏面的聖靈連續的和即
刻的默示。然後在禱告中有這向神的心連續的呼吸著。
而然後連續的用我們的全心愛祂。 

 



 

第二十四天 

 

一個世界的靈 
 

 

『從已經所說關於首先的狀態和人的堕落，我們很簡單

下結論說，所有罪的罪性、或是所有異端的邪說、是一

個世界的靈。我們傾向於認為這種性情只是虚弱的，但

它確實是遠離神和神聖生命的偉大背道。』 

 

      『除了選擇神和天堂的生命外，選擇任何生命都是選

擇死亡；因為死亡不是其他的，就是失去了神的生命。

這魂的精神只是一個從神的生命裏呼出的靈，沒有別的

在它自己裏面，和因為這僅僅是神的生命、神的本性、

神的工作、神的性情、可能在其中彰顯出來的目的。』 

 

      『所以、所有堕落人的宗教、我們救贖的所有方法，

只有這一個目的，從我們身上拿走我們透過堕落已經得

到的那奇異和屬地的生命，而在我們的魂中再次點燃神

和屬天的生命。「…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 

(約翰一書 2:16) 不是從神透過創造我們有的那生命，而

是從世界來的，是經由我們從神堕落進入這世界的生命

而帶入我們裏面的。而所以一個世界的靈不只是認為是

一個單一的罪，而是一個在我們魂中真正死於生命和神
的國度的狀態。』 

 



 

     『所以持住這個一定的真理，所有的異端的邪說是一

個世界的靈。所以萬物厭惡這世界的靈，或是說沒有幫

助；因為一個世界的、屬地的靈不知道神的任何事情。

所有真正的知識就是生命、或對已知事情的一個活的感

性；這已知事情是就我們的生活而言，不超過到目前為

止我們所了解並知道的。所有過於這的，僅僅是我們想

像力的發揮，將自己的想法的死氣沈沈的圖片娛樂化

了。』 

 

 

當我們的主談到這世界、它的王子、和它的靈，祂永遠
強調這世界恨祂和祂的教會。而所以祂的使徒們也最認
真的警告，不要模成這世界(的形像)。『…人若愛世
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 (約翰一書 2:15)   為了
發現邪惡和世界的靈的危險，和得勝它，及充滿我們屬
天的生命，我們必須順服從天而來的聖靈。 
 

 



 

第二十五天 

 

對自我的絕望 
 

 

『當真理接觸到一個人的心時，他感覺到透過他的推

理、他不能勝過他的心和他的驕傲的剛硬。在本性能夠

自願的放棄自己、而讓位給那個唯有透過死亡能進入生

命的那個死亡前，本性變成了它自己的一個折磨和一個

負擔。直到一個人能夠知道和感覺到他必須完全的脱離
他的整個本性、而仍然發覺在他自己裏面是不可能做到
的，就會沒有真實的和真正的從罪和死的生命中轉變。

就是透過這樣、我們失去了所有自己生命中的絕望，因

而找到了在神中的一個新生命。因為在這裏就是那信心

和希望，而真正的尋求神且基督(在我們裏面)誕生了。

然而直到在我們裏面只有絕望，這唯一能藉著規則和方

法操練的事情是信心和希望及在禱告中轉向神；直到我

們真實的在我們裏面感覺到任何信任和信心，它們不會

在我們裏面生出，且不會是這一新生命的活的特質。』 

 

      『一個人必須覺得他仍然在愛的範圍內；神為祂自己

創造了他，使他成為祂自己生命和聖靈的居所。在對待

這樣的魂中，愛一定是我們的誘餌；它會將它的釣子放

在我們的心中，因而强迫人們去知道，在所有強大的事

情中，沒有像神聖的愛這樣的強大和這樣的不可抗

拒。』 

 



 

     『問神是什麼？祂的名字是愛；祂是這美善，平安的

完美，喜樂，榮耀，和每一個生命的祝福。問基督是什

麼？祂是本性和被造中萬惡之源的萬能葯。祂賜于每一

個的、人性的缺乏和軟弱、沒有裝作的同情心、長期的

憐憫、和從不止息神的仁慈。』 

 

      『讓我們用這樣愛的架搆圍繞和包圍著人們，直到他

們志願成為它們能力的犧牲者。所有的宗教是這愛的

靈，所有它的禮物和恩典都是愛；它沒有呼吸，沒有生

命，而只有愛的生命。愛是在魂中所顯露的天堂，它是

光和真理，它是不會失敗的。愛是神的基督；它是每一

個神聖的美德的復活和生命，一個真正的謙卑富有成果

的母親，無限的仁慈，不裝作的耐心，和憐憫之腸。』 

 

 

讓我們相信神是愛和這樣的事、尋求以上所說的每一件
事情。就像太陽照在地球上是帶著一個偉大的目的，就
是在地球上撒落它的光和它的生命，讓我們絕對相信、
這愛的偉大的神在每一天每時刻中、正在照耀在我們身
上。我們只要願意給祂時間和耐心的等候祂，以致於愛
將會帶著所有它的禮物和恩典及它不可言喻的祝福、進
入我們的心中。那將會使我們願意完全地脱離老我，和
使我們願意順服於一個連續地奉獻給愛我們的神。 
 



 

第二十六天 

 

真正的宗教 

 

 

『在這裏，你應該一次就好的標誌著宗教的真正本質在

那裏和是什麼；它的工作和影響是內在的；它的榮耀，

生命，和完美全都是內在的。它僅僅是且完全是在我的

心中內在的靈裏，升起了一個新的生命，新的愛，和一

個新的誕生。這是在宗教的屬靈本質首先開始時，而這

也就是它到時間的盡頭的全部本質。除了作為父、子和

聖靈的神的能力及生命和靈之外，沒有其他的能在堕落

的魂中工作、創造、和復興，而逐出魂中所有的邪惡。

除了只事奉、崇拜、模成、和放棄它自己於這在魂中活

著且居住的三位一體的神的運作之外的宗教，不是真正

神聖的事奉，也沒有適當的崇拜神，在它裏面沒有美

善，使它能夠從人中除掉邪惡，也不能在他裏面提高神

的生命。』 

 

    『緊緊的持著宗教是在魂中一個內在屬靈的生命的這

樣的想法；除了內在甦醒了在你的心中所有聖潔和屬天

的之外，不要尋找任何的美善和安慰；而然後就看你這

內在的宗教有多少，你就有一個真正的救贖多少。因為
救贖不是別的，僅僅是一個對本性的得勝；只要你阻擋

和放棄你自己的虛空、自我、和屬地的本性，只要你戰

勝所有你自己老我的天然性情，只要神進入你裏面活著
且運行你身上，祂是在你裏面你魂中的光、生命、和

靈；而你是在祂裏面以心靈和真理崇拜祂的那新造。』 



 

    『所有聖經的話帶給我們這結論，就是我們宗教的事

奉僅僅是這麼多的方法，要我們愈來愈多的放棄自己、

給這在我們裏面內在工作的、活著的、和使我們成聖的

聖靈；在聖潔的童貞裏面，透過聖靈，一個真正的、實

在的、和基督相似的本性成形了。而我們所有這樣做的

目的，就是為了達到有一個和瑪麗亞相同的本性、能藉

著同樣的聖靈成形在我們裏面。』 

 

 

在宗教裏面，有多少是人以為宗教應該是怎麼樣。哦！
讓我們尋求去學習什麼是神認為真正的宗教。藉著聖
靈，祂自己應該活在我們裏面和工作在我們身上，作為
在我們魂中的光和生命。不會比這樣更少的。當我們把
這樣有關神的思想帶入我們心中時，我們將會看到在我
們裏面基督的生命，也就是一個連續的依靠祂、一個連
續的接受祂的聖靈呼出祂的生命進入我們裏面、和一個
我們的心和心中對祂的渴望的連續的呼吸。就是這樣的
意念，使我們能在祂聖靈的同在中連續的去崇拜、去禱
告、和去工作。 

 



 

第二十七天 

 

禱告的練習 

 

 

『我能給你對禱告的靈有幫助或有預備的、最好說明已

經完全的給你了。在這說明中我們已經提到了人起初的

完美，悲慘的墮落，和榮耀的救贖。這是這些偉大的事

情真正的知識，這知識能夠為你做所有人類的說明能夠

做的。這些事情一定讓你不喜歡你現在所擁有的思想充

滿了你，從你的魂中驅逐所有屬地的渴望，和產生了一

個你對首先的完美的真實的渴望。因為只能藉著這些才

能教導你禱告，這些是指在你裏面喚醒了一個你是什麼

的真正的意識和知識，和你應該是什麼，及以一個心裏

追隨神、祂的生命、和聖靈的連續的渴望充滿你。當你

開始去禱告，問你的心要什麼，和除了你的心的狀態要

你向神要求、對神說些什麼、及奉獻給神之外，在你的

禱告中沒有別的。』 

 

    『這一個和唯一的一個很安全的經過、我們邪惡性情

的所有的困難、試驗、乾燥、或反對，而不會失敗的方

法是這樣的：除了在每一件事都期望和依靠神的舒解之

外，我們對自己不要期望任何事情。牢牢地抓住這個話

題，然後就保持你將會是什麼的方式，你將會經過所有

的而被引導到和神合一。 



 

因為在任何的狀態下沒有任何的事情會傷害我們，除了
我們有一個在它裏面和從它得到的盼望，而這些我們應
該只從神盼望。而所以呢！這將會延續直到我們的意念

整個的這樣地被改變，以致於我們完全的看見和知道、

我們自己裏面不會有任何的美善，可作為有一個我們自
己的生命。當我們很高興的得到這樣的定罪的結論，我

們的意念的整個的靈就會變成、在神的靈的完全運作中

的一個真正的信心和希望及相信，不再尋求任何其他的

能力會在基督的新造中被形成，過於仰望任何其他的能

力去取代在最後的一天時我們身體的復活。』 

 

 

這是怎麼樣的一個普世的告解啊！我們禱告太少。這是
多麼的奇怪啊！我們在禱告中和神相交的最高的特權，
對許多人來說是一個負擔和失敗，而且對許多人來說是
沒有能力的形式的改成。讓我們第一步去學習不從我們
自己盼望任何事情的這功課。而然後真正的在心中期望
每一件事從神而來。這兩個思想是所有真正的禱告的跟
本。代替我們以人、和們自己、及我們的需要為中心的
思想，讓它們變成在祂的榮耀和祂的愛中以神為中心，
和禱告將會成為一個愉悅和一個能力，而我們的試練將
會成為我們最大的祝福，因為它們會迫使我們等候神。 

 



 

第二十八天 

 

真理的試金石 
 

 

『我將在這裏給你一個萬無一失的試金石，那會測試所

有的真理。就是這樣的：退出這世界和其所有的對話，

停止所有你的心和意念以前的工作，而用你的心所有的

力量，儘可能在這一整個月中、儘你所能連續地站在向

神禱告的形式中。經常跪在地上：但不管是坐著、站

著、或行走著，要永遠有內在的渴望和向神懇切禱告這

樣的一個禱告：「從祂的偉大的美善中，祂將會使自己

被你知道，且從你的心中拿掉、不論是從邪靈來的或是

從你自身腐敗的本性而來的、每一個種類和形式及程度

的驕傲；而且祂將會在你裏面甦醒、那能使你夠得上祂

的光和聖靈的、謙卑的最深厚的深度和事實。」』 

 

      『當受折磨的人們希望和禱告能從其中被救贖時，除

了在你內心深處帶著這樣真實的和認真的希望和禱告的

想法之外，拒絕每一個其他的想法。』 

 

      『這痛苦的意識和你是什麼的感覺，透過在你裏面神

的光，點燃進入了敏感的工作狀態，是你禱告的靈能繼

續往前行的火和光。在它第一次點燃時，除了痛苦、憤

怒、和黑暗外，找不到或感覺到、宛如在每一個熱或火

的點燃時被看到的、任何事情。而所以它的第一個禱告

除了懺悔、自我控訴、告解、和謙卑的一個意識外，沒

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它除了感覺到它自己的苦難外，不
會感覺到任何的事情，而所以是只有謙卑。』 



 

     『這謙卑的禱告被神的愛所摸着，神的憐憫擁抱它；

而所以它的禱告就轉換成詩歌和感謝。當這熱情的狀態

已經完成了它的工作，已經溶解了所有屬地的激情和感

情，而在魂中除了唯有在神裏面愉悅外，沒有留下其他
任何的傾向。』 

 

      『現在是這麼的親近神，已經找到了這樣的與祂合

一，以致於與其說是祈禱，不如說是活在神裏面。它的

禱告不是任何特別的動作，不限於時間，或話語，或地

點，僅僅是全人的工作。那工作是連續的站在完全的信
心中，在愛的純潔裏，在絕對的辭掉所有的去做，和所
是，知道做什麼和如何做會使我們所愛的歡娛。這是禱

告的靈最後的狀態，和是它在這生命中最高的與神合一

的狀態。』 

 

 

禱告不僅僅是帶著對神的某些祈求。禱告是透露我們適
合於和神交通的最高的指標。它開始於不知道任何事情
的這樣的謙卑。除著在祂的愛的交通中遇見神外，沒有
任何其他的渴望，而然後帶著全人連續的活在絕對的順
服中，去做，和所是，知道做什麼和如何做會使我們所
愛的歡娛。 



 

第二十九天 

 

禱告的靈 
 

 

『除了從神的生命中呼出的一個靈外，魂的靈中在它自

己裏面沒有有任何其他的東西，而僅僅有這樣的目的，

就是神的生命、神的本性、神的工作、神的性情可以在

它裏面被顯現出來。』 

 

      『神的靈是一個將從魂推出這樣的屬地生命，它是一

個帶著它所有渴望神的生命的延伸；它是一個儘它所可

能的離開所有自我的靈而去接受一個從上而來的靈，為

了和在神裏面的基督將成為有同樣的一個生命、一個

愛、一個靈。禱告自己能完全的清空一切屬它自己的情

慾和天然的性情，和為了進入神的光和愛裏而開於自

己。這樣的一個禱告是在耶穌的名裏面的禱告，沒有任

何的會被否絕的。因為神對魂的愛，祂進入它裏面，住

在它裏面，和在它裏面開啓祂的道(話語)和靈的誕生了

這永恆的、永不止息的渴望，直到心門為它打開，這渴

望會一直停留。因為除了心的渴望轉離祂，沒有任何做

的事或可以讓神遠離魂，或阻止神和它合一。因為在魂

裏面沒有別的，只有一個工作的意念； 不論這意念在神

裏面或在被造裏面起作用，在那裏而只有在那裏魂能活

著。』 



 

     『一個放棄自己給屬世美好的意念，是猶如和尼布甲

尼撒在草地上，而有一個和田中動物的生命；因為屬世
的渴望在一個人和一隻牛身上沒有什麼不同。為了維持

屬世的身體，僅僅是渴望和使用屬世的食物，對人現在

的狀況和本性的秩序是適合的。但當慾望、歡愉、和渴

求定晴於屬世的事情時，人類就堕落了，從神堕落了； 

而魂的生命就會像屬世的和動物的身體的生命一樣。』 

 

 

神的孩子，的確要讓我們昇起一個對的概念，知道永恆
的父藉著聖靈吹氣進入我們裏面意謂著什麼，父正在尋
求啓示神的生命、神的本性、和神的工作在我們裏面。
在屬地的事情上，我們不會不願意為達到我們渴望的目
的而煞費苦心的犧牲。難道我們不會用以前從未過的開
始、使得有關神的知識、神的愛、神的旨意、神的愉
悅、成為我們學習和努力的偉大目標。如果我們只要願
意順服於這樣連續的依靠和敬拜的生命，神正等著祝福
我們，啓示祂自己給我們，用祂的生命充滿我們，和使
我們作為祂的榮耀。然後我們將會証明、一個人有可能
跟隨基督耶穌的腳步，在父的愛中、每一天都活出祂在
地上的生命和達到祂的榮耀。 
 

 

 



 

第三十天 

 

心裏的禱告 
 

 

『按裏面的感覺轉向神，在愛、相信、和信心中，你自

己心所要和感動、能夠從祂得到了你所有要的和你希望

得到的。也就是說，不論是用或不用話語，這樣的轉向

神，是在全世界中最好禱告的方式。因為假如禱告是不

依照你的心真實狀態所形成的，就宛如從你不在深井裏

面的深井中、發出來的禱告一樣。』 

 

      『當內心真正的痛苦而渴望神時，它的禱告是一個被

神的靈所感動和激勵的禱告；也就是在心中被激起的、

感動的、和開啓的這個神的呼吸或靈感。這是一定的真

理，就是除那從天上降下來的外，永遠沒有辦法做或能

有任何事情、能夠有最少的渴望著或傾向於能升上天

堂。而所以每一次在心中有一個好的渴望時，一個好的

禱告就從其中流出來，這禱告能達於神，是聖靈的果子

和工作。』 

 

      『這是當這一顆心連續的處於這種希望的狀態，希望

可以能夠用僅僅少數的話語來表達心意。也就是說，這

就是渴望的現實、穩固、和連續。那渴望是指這禱告的

美善和完美。』 



 

       『你已經在屬靈的生命走上了對的第一步；你已經絕

對的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給神，為著要在聖靈的光中和引

導下、完全的依照祂的旨意而活著。你的下一步是這樣

的，期待這第一個決定和奉獻你自己給神的延續。現在

這第二步除了純粹的用禱告外，沒有別的辦法走上去；

除了禱告外，沒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在這裏有一點最小的

能力，用你內心的禱告，一個你自己的禱告，從你內心

的狀態和它趨向神的傾向而往前行去。在所有的事情當

中，看這個內心的禱告；考慮它是到天堂去的不會失敗

的導引。作為一個心中有一些屬世的偉大事情的人，保

持轉離一切和內心沒有關係的事情，所以一旦神是我們
內心的偉大的目標、或是說這是完全地放棄自己給祂作

為內心的一個偉大的美善，內心將會執行它自己禱告的
狀態。』 

 

 

我們的禱告的時間意謂著引領我們走向一個禱告的生
活，在這生活中，內心將會、猶如眼睛能一整天的歡愉
在給它光線的太陽中似的、連續的活在和愉悅於神的同
在中。讓我們相信神，祂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以弗所書 3:20) 神的確是能、
且願意藉著祂的聖靈的能力，當我們走在祂臉面的光中
時，去加強我們過這一個不停止的禱告的生活。 
 

 

 



 

第三十一天 

 

聖靈的証明 
 

 

『神的聖靈對我們神聖的生命是必要的，這就猶如空氣

對我們動物的生命是必要的一樣；而且這就猶如這世界

的空氣和居住在它裏面的被造有所區別一樣，空氣和被

造是有所區別，沒有居住在空氣裏面的被造，也一樣有

空氣；神的聖靈是區別於我們神聖的生命，和沒有我們

的生命，也一樣有神的聖靈。然而我們自己美善的靈就

是被這神的聖靈在我們裏面感動和激動，而且這不是神

自己，僅僅是神的聖靈呼入一個被造的形式中；然而這

神聖的起源和神聖本性美善的聖靈、只有祂在我們裏

面、能達到神，和祂合一，被祂感動和祝福。』 

 

      『你們問你們怎麼可以知道、你們被神的聖靈引導到
何等的地步。就像每一個人知道他自己何時餓或歡愉一

樣，所以他也知道關於神的聖靈的事，因為神的聖靈是

比所有其他的靈更能辨認、和有著比任何你自然可分辨

出彼此的情感的性情。讓我把這個顯給你們看。』 

 

      『「神是不厭煩的忍耐，是不能被激怒的温柔。祂是

永遠的憐憫；祂是不混合的美善、普世的愛；祂的歡愉

是和祂自己交通、祂自己的快樂、和對依照每件事的容

量的每一件事之中。祂是這美善，除了美善之外沒有別

的能從祂而來，而僅僅是美善就攔阻所有的邪惡。」這

是本性和神的聖靈，而這裏你有不論你是被感動和被神

的聖靈引導的萬無一失的証據。 



 

  假如這是你內心最真誠的想望和渴望要能有像祂是憐憫

一樣的憐憫，充滿了祂的不厭煩的忍耐，住在祂的不會

改變的温柔中；假如你渴望是像祂一樣的在普世的、不

偏待人的愛裏；假如你渴望對每一個你能交通的被造去

交通每一個美善，你就有了這神的靈在你裏面活著、住
在你裏面，和管制你的最大的確定。現在如果你缺乏任

何這樣的性情，如果你的內心和意念不整個的固定於它

們，那麼所有神的靈在你魂中有一個即刻的默示和連續

的運作的假裝、都是模糊的和毫無根據的。保持你在這

裏所設的範圍內；除了這些性情、和它們所產生的工作

外，不要稱任何其他的作為在你魂中有聖靈或神的運作

的一個証明。當這些性情產生了工作，你可以只有在那

時且在那時才能和聖約翰很安全的同時說：「...我們所

以知道神住在我們裏面，是因他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約翰一書 3:24)』 

 

 

讓我們相信聖靈和我們的靈會一同作見證，而給我們保
証祂自己的同在，在意識不會被隱瞞下，我們確實的知
道是被祂所引導，而藉著主的聖靈從榮耀到榮耀的被轉
換。 
 

 

 



 

 

 
 

 

『哦，我的神，用我魂中所有的力量，藉

著祢的恩典的幫助，我渴望並決心阻擋和

否認我所有自我的意念，屬地的性情，自

私的觀點和傾向；每一件來自這世界的靈

和堕落本性的虛空、要我去做的事。我整

個的放棄我自己和完全的進到祢裏面，所

有的都是祢的，內在的和外在的按照祢美

善的愉悅去擁有、去做、和去是。我渴望

沒有其他的目的而活著，沒有其他的方式

而活著，只是完成祢要我完成的工作，一

個在祢手中作為可使祢愉悅的、可使用的

謙卑、順服、有信心的、感謝的器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