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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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里的

秘诀』(The secret of the abiding pre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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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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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些章节是我父亲在他最后的病前

所写的。它们是為全世界的宣道者

所写的讯息，这样特別讯息的观念

是因一些在『国际宣教回顾』的文

章所引起的。 



 

      在手稿中就此主题而修改和安排

这些章节的秩序，是我的特权和乐

趣。愿神大大的祝福『在基督里的

秘诀』，给為了它所写的那些人，

和所有这本小册子的读者。 

 

 慕安得烈, A. J. 

克莱尔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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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在基督里 
 
『…哦，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 马

太福音 28:20  

 
 
当主选择祂的十二个门徒时，就是『…要他们常和自己

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马可福音 3:14)  一个和祂

交通的生命是為著他们的预备和适於做即将来临的宣教

工作。』 

 

    门徒已意识到这个他们伟大的特权是这样的深，以致

於当基督谈到祂要离开祂们到父那里去的时候，他们的

心被极大的悲伤所充满。与基督的同在已经是对他们必

不可少的；他们无法想到沒有祂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

為了安慰他们(译註)，基督给了他们圣灵的应许，保証

他们那时将会有祂自己属天的同在，在某种意义上是比

他们在地上所曾经知道的远远更深厚和更亲密。他们第

一个职责的法则保持不变：和祂同在、生活在不断的与

祂交通中，将会是宣教和為祂作见証能力的秘密。  

 
     当基督给他们大使命进入全世界和对每一个被造宣讲

福音时，祂加上这话语：『…哦，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马太福音 28:20)      
 

 



 

       因為这原则在所有的时间中，对祂所有、沒有曾经和

祂同在经验的仆人们中、仍是要保持住，他们的宣教将

不会有任何的能力。他们力量的秘密将是这活的见証，

见証耶稣基督每一时刻都和他们同在，鼓舞、指导、和

加強他们。就是这、使得他们这样的大胆， 在祂的敌人

当中传扬祂是钉十字架的那一位。他们沒有一刻后悔不

能见到祂的身体，他们和祂同在，及祂在他们里面、和

在圣灵的神圣的能力中。   

 
     在所有牧师和传教士的工作中，每一件事都是透过一

个活的信心、而靠著意识到主和祂的仆人居住的同在，

这耶稣同在的活的经验、是作為他们传扬福音中的一个

基本的要素。假如这点模糊了，(宣教)工作就变為一个

人為的努力，沒有清新感和属天生命的能力。除了回到

主的腳前，让祂在神圣的能力中吹入心里祂有福的话

语：『…哦，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马太福音 

28:20)，沒有其他任何事情能带回这能力和这祝福。  

 
 
译註: 如果是安慰他们，就是用预言安慰他们，因為这

在五旬节成就了。『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

处。…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說起

別国的话来。』 (使徒行传 2:1-4) 

 

 



 

第二天  

基督的全能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  马太福音 

28:18 # 
 
 

在基督给祂的门徒开始那个伟大的得胜世界的大使命之

前，祂首先在祂神圣的能力中，启示祂自己是和这全能

的一位神同工；这大使命是要以带给每一个被造祂的福

音為标桿。就是对这大使命的信心，使得门徒在所有的

单纯和大胆中，承担这工作。 他们已开始了解祂那复活

的大能，这大能已征服了罪和死；沒有祂不能指挥的任

何太大的事，或是使他们不能承担的事。  

 

    每一个渴望参与这样胜过世界的耶稣基督的门徒，都

需要时间，和信心，和圣灵。好使他有完全的決心，作

為全能主耶稣的仆人，所以他能尽他的功用，参加这工

作。他完全地依靠著每天的经验，能『...倚赖他的大能

大力，作刚強的人。』 (以弗所书 6:10) 应许的话语，给

了他们勇气去无條件的顺服命令的话语。  

  

 



 

    只要想到，门徒在过去已学习知道了基督耶稣在这地

上的能力。然而，比较祂现在将要做在他们身上，並借

著他们要做更大的工作，这只是小事一件。祂有能力用

全能神的力量作工，甚至可在衪最弱的仆人身上。祂有

能力，甚至可使用他们明顯的无能，而成就祂所订的目

标。祂有能力胜过一切的仇敌和一切的人心，超过一切

的困难和危险。 

 
    但让我们记得，这能力从来就不是要我们经历，而宛

如是我们自己的。除非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做為活的

一位，並以祂神圣的能量在我们心中和生命中作工， 我

们才有能力在我们的宣教中作為我们个人的见証。这就

是基督曾对保罗說过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

软弱上顯得完全...』(哥林多后书 12:9) ，以致他能說他

以前从来沒学到說过的，『...我甚麼时候软弱、甚麼时

候就刚強了！』(哥林多后书 12:10) 就是全然了解所有的

能力都已经托付给基督的门徒，能在每一时刻从祂那里

接受，将会感觉到有这需要和经历那寶贵话语的能力：

『…哦，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马太福音 28:20) 这全

能的一位。 

 

     

 



 

第三天．  

基督的无所不在 

 
『…当然, 我将会与你同在。…』   ---   出埃及记第三章十

二节  

 
 
人首先对神的概念是想到衪的能力，不论以為这能力是

多麼的有限。 人首先想到真神的是衪的全能:『…我是全

能神。…』(创世记 35:11)  第二个在圣经里想到的是衪的

无所不在。 神曾经赐给祂仆人们的应许是与他们看不见

的同在。   对衪說的『…我与你同在，…』 (创世记 

26:24)  他们的信心回应說： 『祢是与我同在。』  

 
当基督曾经对祂的门徙說，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马太福音 28:18)  立刻随著有这应许，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马太福 28:20)  无所不能的

一位確实是无所不在的一位。  

 
    诗篇 139篇的作者讲到神的无所不在是超过他能想像

的事情：『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  至高、是

我不能及的。』(诗篇 139:6)    

 
神的无所不在的启示在这人基督耶稣里使得这奥秘更

深。它也使得这使我们能够声称这种同在的恩典，作為

我们之不可言喻的、有祝福的力量和喜乐。然而有多少

基督的仆人，当这应许赐给他时，觉得很难去了解它所

隐含的一切，而它怎麼能变成他每天生活的实际经验。 



 

     就像属灵的生活在其他地方一样，在这里每一件事情

都依靠著信心接受神的话作為一个神圣的事实，和相信

圣灵在每个时间都使它成為真实。当基督說『经常』(保

証是『整天』)，祂意谓著赐给我们这保証，保証在我们

的一天生活中，这有福的同在会与我的在一起。而那

『整天』就意谓著『整天』。不需要有任何一个时刻，

在其中，同在不能是我们的经验。它不依赖於我们能影

响什麼，只在於祂承诺做什麼。这无所不在的基督就是

这无所不在的基督，这永远同在是永恆的，这不会改变

的一位。就像祂是不会改变的一位那麼的肯定一样，祂

的同在也是这样的肯定，一个无限生命的能力也是这样

的肯定，祂会与每一个相信祂能这样的与我们同在的祂

的仆人们同在。      

 
     照著这话语：『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

他。...』 (诗篇 37:7)，我们的态度一定要是一个安靜的

和默然的一种信心，一个谦卑的和低姿态的一种依

靠。     

 

     『看啊, 我总是与你们同在，...』 (马太福音 28:20)  让

我们的信心在这无所不在的那一位基督里。是在一个安

靜的信任中，相信祂将会每一天和每一个时刻保守我们

如同祂眼中的瞳人一样，保守我们在完全的平安中，和

在一个真实的经验中，经验到我们為祂服务所需要的所

有的光和力量。 

 



 

第四天  

基督是世界的救主 
 
『…这(基督)真是救世主。』 ---  约翰福音 4:42  

 
 
全能和全在都是神的自然属性。只有当它们连接於和被

神默示祂的道德的属性、圣洁、和愛，它们才有它们的

真实价值。当我们的主讲到全能已经赐给祂，就是讲到

所有地下和天上的能力都已经赐给祂。当我们的主讲到

全在时，就是讲到祂和每一个门徒的同在。祂的话语指

向了一切的根源，就是祂作為世界的救主和世人的救赎

主的神圣的荣耀。这就是因為祂自己谦卑並顺服至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以致於神将祂升於至高。祂作為基督

耶稣这个人在神的属性中的份额是因著祂所做的工作，

在祂的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和完成了祂為著拯救人所做

的救赎。     

 

     就是这赋於祂作為全能和全在的一位、所說的关於祂

自己的有意义和价值。在祂說到这两个属性之间，祂给

了他们命令，他们应该出去到全世界和宣讲福音，而教

导人遵行所有祂已经命令的。作為这救赎者，祂从罪中

拯救和保守，作為主基督，祂要求服从所有祂已经命令

的，就是这祂应许祂的仆人们祂神圣的同在和他们在一

起。 

 



  

     这只有当必要的事项顯现出来，也就是祂的仆人们、

在他们的生活中表现出来，他们的確是顺服祂所有的命

令，他们才能期望祂的全能和祂与他们同在。这只有当

他们自己是活的见証，见証这个实际，祂有能力拯救和

使我们远离罪恶，他们才能期望有祂內住的完整体验，

而他们将会有能力训练別人有祂要的顺服的生命。      

 
     是的，就是耶稣基督拯救祂的子民脱离罪恶，而祂在

他们里面証明、祂能使他们說，『我的神啊，我乐意照

你的旨意行...』 (诗篇 40:8) 祂回应說，『…哦，我就常

与你们同在，…』 (马太福音 28:20) 所有接受祂有完整的

救赎能力，和不仅是以他们话语宣讲說祂是什麼样的奇

妙救主、更以他们的生活宣教的人，这脫离罪的救世主

的內住是赐於他们的应许。 
 

 

 



 

第五天  

钉十字架的基督 
 
『但我断不以別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
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   加拉太书 

6:14  
 
 
基督最高的荣耀是祂的十字架。就是在这，祂荣耀了

父，而父荣耀了祂。作為在寶座中被杀过的羔羊，这是

在那奇妙的启示錄第五章所說的，祂(配得)接受被买赎

的人们和天使们及所有的被造的崇拜。而且也就是作為

钉十字架的这一位，祂的仆人们已经学习会說：『但我

断不以別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透过

这十字架，就世界而论，我钉在十字架上。』 (参加拉

太书 6:14)  基督最高的荣耀应该也是我们唯一的荣耀，

难道这不合理吗？     

 
     当主耶稣对祂的门徒說： 『…哦！我经常与你们同

在，…』 (参马太福 28:20)   作為钉十字架的那一位，祂

已经顯示给他们看祂手上和腳上的钉痕，这就是祂所赐

给他们的应许。而对一个寻求去坚称这应许的人，这是

第一个他应该意识到的重要的事：这就是这钉十字架的

耶稣所应许的，所提供的，将会和我每一天都在一起。 

 

 



  

     愿这不要是為什麼我们觉得这麼难去期望和享受这同

在的一个理由？也就是因為我们本是借著十字架对著世

界钉死，但我们在十字架上沒有得荣耀；我们的『老我

和祂一起钉十字架』；『属於基督的他们、已经将肉体

和它的邪情和私慾同钉十字架』，所以对我们来說世界

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和我们已从世界的力量中得到了

自由。作為那些和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我们已经学到的

否认自我和有在基督里面的同样心志是多麼的少啊！这

心志是指当祂倒空自己而取了一个奴仆的样式，和顺服

以致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哦！让我们学会这课程，就是这钉十字架的基督，祂

来和我们每一天同行，及在祂的能力中、我们也即将活

出这样的生命，能夠說：『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

架』；『钉十字架的基督在我里面活著』。 

 

 

 



 

第六天 

荣耀的基督 
 
『…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们…』  ---   启示錄 7:17 

『…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  --- 启示錄 

14:4 
 
 
『看啊, 我总是与你们同在，...』 (马太福音 28:20)  这样

讲的是谁呢？当祂愿意整天和我们在一起，如果我们要

想了解祂可能会期望我们什麼，我们必须花时间知道祂

非常的清楚。祂是谁？除了这在寶座中被杀的羔羊外，

沒有別的。在最深的谦卑中，羔羊在神的荣耀中登上了

寶座。就是祂这样的說和邀请我与祂有亲密的交通及与

祂相似。      

 

     為著完整的印象到来，这需要时间、和深深的敬畏、

及崇拜。也就是說，居住在父荣耀中的祂，诸天都在祂

面前顶礼敬拜中向祂俯伏。也就是除了祂愿意做像一个

牧羊人般的引导我的伴侶之外，沒有別的。这牧羊人关

心每一隻个別的羊。而且这样的使我成為、无论羔羊去

哪里仍跟随祂的那些人中的一员。 

 

 

 

 



  

     经常读那个启示錄奇妙的第五章，直到心被这一个伟

大的念头所占據(这念头就是诸天怎麼会落入顶礼敬拜

中)，和长老们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寶座前(参启示錄 

4:10)，及羔羊在所有被造的讚美中掌权。如果这就是祂

在我每一天的生活中，来到我这里，並主动的提出与我

同行，且是我的力量、和我的喜乐、及我的全能的守护

者，除了当我的心向祂俯伏时，我一定不能期望祂会和

我同住。如果可能的话，我的心要在一个安靜的和较為

深沈的敬畏中，且在一个顺服的讚美和服务的生活里。

这样子才可能值得这已经拯救我的愛。      

 
     哦，基督徒，要真正的相信在寶座中的羔羊、確实是

永远的神和祂的愛的全能，荣耀的化身。而且要真正的

相信、有了神的羔羊作為你的全能的牧羊人和你的信实

守护者、的確地使这成為可能，这也就是属地的念头和

照顾、将会在使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刻上与基督的愛隔絕

徒劳无功。 

 

 



 

第七天  

这伟大的问题 
 
『…耶稣說：「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 他们說：「主
啊，我们信！」』 ---  马太福音 9:28  

 
 
『耶稣对他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說：「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

助！」』 (马可福音 9:23-24) 『耶稣对她說：「…信我的

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信这话吗？」马大說：

「主啊，是的，我信…。」 (约翰福音 11:25-27)      

 
     对於我们已经看到和听过有关基督耶稣的事，我们的

心在回答基督的问题上，已准备好去說和马大相同的

话：『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约

翰福音 11:27) 但当来到相信这一点，相信基督应许我们

的复活生命的能力，和祂在每一天和所有的日子都与我

们同在，我们就發觉到不是这麼的容易去說，『我真正

的相信这全能、全知、不会改变的基督，我们的救赎者 

- 神，確实会在所有的日子中与我同行，而且赐给我祂

圣洁的同在的这个不止息的意识。』也就是說，这几乎

看起来冒险是太多了。然而这正是基督所要的信心，和

这正在我们里面工作。 

 



  

      我们清楚地了解，在什麼條件下基督愿意启示我们经

验到祂同在的秘密，这是很好的。神不能和我们意念相

反的、強迫使祂的祝福加在我们身上。祂寻求各种可能

的方法去激动我们的渴望，和帮助我们去意识到、祂能

並最愿意地使祂的应许成真。基督的死而复活是祂伟大

的请求，祂所有的主要论点。基督在所有我们的罪和诅

咒的负担下已经死了，如果祂能使那死了的基督复活，

祂当然可以，现在那基督已征服了死亡，而对我们来說

是复活和生命，(因此)在我们心中完成了祂的应许，这

应许就是基督能这样的和我们在一起，和这样的在我们

里面、以致於祂自己应该是、在所有的日子中是我们的

生命。      

 
     而现在来到了这伟大的问题前，是否能从我们已经說

和看到关於基督是作為我们的主和我们的救赎神的角度

看，我们是否愿意在祂话语的神圣的意义中簡单地接受

祂的话语，和停留在祂的应许中：『哦，我在所有的日

子中与你同在』。基督的问题对我们而来：『…你信这

话吗？』 (约翰福音 11:26) 直到我们已经俯伏在祂面前

且說：『是的，主，我確实相信。』，让我们不要止

息。 

 



 

第八天  

基督自己顯现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
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现。』 ---   约

翰福音 14:21  

 
 
基督已经应许门徒们，圣灵将会来启示祂的同在並永远

与他们在一起。当圣灵这样的来时，祂透过圣灵，将顯

现祂自己给他们。他们应该在一个新而神圣的、属灵的

方式中知道祂，在圣灵的能力中，他们应该知道祂，而

且让比他们在地上拥有的祂更亲密，和不停地与他们在

一起。     

 
     这启示祂自己的條件由一个字『愛』所构成：『他遵

守的命令，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

也要愛他，…』 (参约翰福音 14:21) 这是神圣的愛和人的

愛相遇(在一起)。基督已经愛他们的愛、已经佔有了他

们的心，会在完全和絕对的顺服的愛中顯现出来。父将

会看到这，而祂的愛会安息在这魂中；基督将会以从愛

的心發出的特別的愛愛他，並将会顯现祂自己。在心中

流淌的異国属天的愛、将可能会和一个新而有祝福的基

督祂自己的启示相遇。 

 



  

       但这不是所有的。当这个问题被问的时候，『是什麼

使祢因此顯现祢自己？』就会在重复话语中得到回答，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愛我的』；而然后

再一次說，『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而我们将进入他里

面，和居住在他里面。』在这样被圣灵预备的心中，在

一个完全顺服的心里顯示出它自己在这愛的顺服中，父

和子将会居住在其中。   

 
     而现在，这就是基督应许他们的：『看！我是和你经

常同在。』那个『和』就是指著『里面』，也就是說基

督和父神会借著信心居住在心里面。哦！可能会进入和

神同在秘密的每一个人，就是『看！我是和你经常同

在。』的每一个人，将可能会学习到，和相信，和以孩

子般的单纯来声称这有福的应许：『我将要向他顯

现。』  
 

 



 

第九天  

马利亚: 早晨的看守者 
 
『耶稣說：「马利亚！」 马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
对他說：「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 

---  约翰福音 20:16  

 
 
在这里，我们有复活的救主第一次顯现，这顯现是给有

这麼多愛的一个女人，抹大拉的马利亚的。      

 
     想想看，对马利亚来說，早晨的看守意谓著什麼。难

道这不是一个愛的强烈的渴望的証明吗？直到这愛已经

找到了它所寻求的主，它将不会歇息。这意谓著、在她

的渴望找到基督中，她得和所有其他的人分离，甚至於

包括使徒中带头的。她的信心拒絕放棄它奇妙的应许，

这意谓著对这一个信心的恐惧的掙扎。这意谓著基督的

来临和完成这应许：『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

是愛我的；…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现。』(约翰福

音 14:21) 这意谓著她的愛遇著了耶稣的愛，而且她在所

有祂的复活的生命的能力中找到了祂这活著的主。这意

谓著她现在了解祂已经說过的话，这话关於升到父那里

去，到这神圣的和全能的荣耀的生命中。这也意谓著她

从她的主接受她的委託去告诉祂的弟兄，关於她已经从

祂那里所听到的。 

 

 



  

      那等待复活的主展现自己的第一个早晨的看守，对上

千的魂說，这早晨的看守是怎样的一个预言和一个承诺

啊！在惧怕和怀疑中，然而仍带著一个燃烧著的渴望和

強烈的希望，他们等待著，直到祂应该在祂复活的生命

的能力中、在他们中间呼吸(活著)，而且作為荣耀的主

顯现祂自己。在那时，因為他们人的软弱的憂虑缘故，

他们所知道的祂实在很少。而在那里，他们不是在话语

或思想上、而是在一个神圣的经历的现实，学习到祂是

什麼！对祂而言，地上和天上所有的能力都已经赐给了

祂，现在祂已经把他们放在祂同在的保守中。     

 
     而我们现在要学习什麼？愛犧牲了每一件事，和除了

满足於我们的主外不能满足於任何事情。对我们的主而

言， 沒有任何的事能証明它是一个过於这愛的更伟大的

吸引。就是这样的愛使得基督顯现祂自己。祂愛我们並

将祂自己给了我们。基督的愛需要在我们的愛中展现出

来。就是祂对我们的愛說出了这话语：『看！我是和你

经常同在。』就是愛，接受和喜乐於那话语，並活在其

中。 

 



 

第十天  

以马忤斯：黃昏的祷告 
 
『他们卻強留他，說：「…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
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他们的眼
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  ---   路加福音 24:29-31  

 
 
如果马利亚教导我们、早晨的看守可以使耶稣展现自己

给魂，以马忤斯则提醒我们、黃昏的祷告可能有份於这

地方，也就是预备基督在魂中完全彰顯的这地方。      

 

     对这两个门徒而言，这一天在浓厚的黑暗中已经开始

了。当最后女人们谈到、已经說到祂仍活著的天使，他

们知道在想什麼。当『…耶稣亲自就近他们…』时，他们

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 (参路加福音 24:15-16) 有多

常在耶稣稣確实就近祂彰顯自己的一个目标时，但卻因

我们的心相信已经讲过的道(话语)是这样的缓慢而阻挡

了。但当主和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的心开始在他们里

面燃烧，然而他们从未想过这讲话的人可能会是祂自

己。现在也是经常如此。在和圣徒们的交通中，话语变

得珍贵；我们的心被基督的同在是什麼的这新的看见而

搅动，然而『眼睛迷糊了，而我们不认识祂』。 

 

 

 



  

      当主好像还要往前行时，他们的祷告，『请你同我们

住下吧！』強留了祂。基督已经在最后的一夜给了这字

『住』一个新的意义。他们那时尚未了解那字，但在使

用它时收到了远远的超过他们的预期(效果)，预尝了那

內住的生命，就是那生命在现在已经使复活变成可能

了。让我们学习到、在一天结束时应该要有一个、或者

是和他人交通的、暂停是多麼的需要啊！(尤其)当全心

重新拿起这在基督內的许诺，而有这带著紧急的強留

祂：『请你同我们住下吧！』      

 

     而现在看看什麼是这故事的主要的学习课程？是什麼

引导了我们的主向这两人展现了祂自己？仅此而已，是

他们对主的强烈忠诚。可能有这麼多的无知和不相信，

但如果有一个渴望祂超於一切的燃烧的渴望，一个渴望

会被培養於：当这道(话语)『祂将会顯给我们看』被听

到或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它。对这样強烈的忠

诚和強留的祷告，主的讯息会在能力中被赐下：『看！

我是和你们经常同在。』；我们的眼睛将会被打开，而

我们将会认识祂和这经常在基督內的有福的秘密。就是

这強烈的渴望和強留的祷告、最能確定的会使基督彰顯

祂自己出来。 
 

 



 

第十一天  

门徒们：他们神圣的使命 
 
『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
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說：「愿你们平安！」』 

--- 约翰福音 20:19)  

 
 
门徒们已经接到了马利亚的讯息。彼得已经告诉他们、

他已看见了主。在黃昏较晚的时候，从以马忤斯来的这

些人告诉他们祂如何向他们顯现。他们的心已准备好现

在将要来临的事，就是耶稣站在他们中间而且說：『愿

你们平安！』，以及给他们看祂的手和祂的腳。这不仅

仅是认识的一个记号，更是这深深的永恆奧秘！这奧秘

就是当祂在寶座当中，将会在天上看到的，『...有羔

羊...像是被杀过的，...』 (启示錄 5:6)     

 

     『…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约翰福音 20:20) 而

且祂又对他们說：『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

也照样差遣你们。』 (约翰福音 20:21) 对马利亚的这沒

有祂不能止息的热烈的愛，祂顯露了自己给马利亚。对

以马忤斯的这些人，是他们強留的祷告使得祂顯露。在

这里，祂和自愿的仆人们相遇，祂过去已经训练他们去

事奉祂，和交出祂已经在地上的工作给他们。祂改变了

他们的害怕成為平安和快乐的大胆。祂升到父那里去；

父已经交给祂做的工作，祂现在委托他们去做。这神圣

的使命现在是他们的，他们要去使得世人知道和执行它

直到胜利。 



 

      為着这个神圣的工作，他们所需要的是神圣的能力。

祂用祂的死亡所赢得的复活生命、吹入了他们。祂完成

了祂所给的应许：『...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约翰

福音 14:19) 借著神大能超乎寻常的伟大，神使基督从死

里复活，祂作為神的儿子，借著那圣洁的灵就从死复活

了，今后正是那灵将会在他们里面工作。而所有被那能

力束缚或释放的都会被在天上被敲定。      

 
     这故事对每一个福音的使者来說都带著奇妙的能力。

对我们也是一样，这话语被說了：『…父怎样差遣了

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约翰福音 20:21)  这话语也

是為了我们：『...你们受圣灵。』 (约翰福音 20:22) 这耶

稣带著被扎的手和腳，作為永活的那一位的个人彰顯、

也是為著我们。 如果我们的心只定睛於永活主的同在

上，我们将会有信心的依赖这、它将会赐给我们。耶稣

从来沒有送祂的仆人们出去、而沒有祂同在和祂全能的

应许。 
 

 

 



 

第十二天  

多马：相信的祝福 
 
『耶稣对他(多马)說：「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沒有看
见就信的有福了！」』  ---   约翰福音 20:29  

 
 
我们所有的人都认為多马的祝福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基

督彰顯了祂自己、並准许多马去触摸祂的手和祂的肋

旁。难怪只除了那些圣洁的敬拜外：『…我的主，我的

神！』 (约翰福音 20:28) ，这样的祝福找不其他任何话

语。难道曾经还有比压倒一切的接近神和神的荣耀、有

更高的表示吗？      

 
     然而耶稣說：『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见就信

的有福了！』(约翰福音 20:29) 这是真实的！活的信心会

意识到基督神圣的接近、甚至比多马的心所充满的喜乐

来得更深和更亲密。甚至於到现在已经过了所有这些世

纪的这儿，我们都可以经历到基督的同在和能力、远远

的超过多马所感受的。对那些沒有看见就信的，单纯

的、仅仅的、真实的、完全的相信基督是什麼，且在每

一时刻都对他们能这样，祂已经应许了祂将会彰顯自

己，並父和祂将会来及居住在他们里面。 

 



 

     难道我们不会经常倾向於想到这样完全信心的生命是

达不到的一件事情吗？这样的思想使我们失去相信的能

力。让我们转向抓住基督的话语：『…那沒有看见就信

的有福了！』(约翰福音 20:29) 这的確是极重无比的祝

福，充满了整个的心和生命，是这接受活的主的愛和同

在的信心。      

 
     你问怎麼会有这样小孩般的信心？答案非常簡单。在

那里基督是一个我们渴望和相信的目标，祂将会在神圣

的能力中彰顯祂自己。当多马說，『我们去和祂同死

吧。』(译註)，他已经証实了他对基督強烈的虔诚。对

甚至在不信中掙扎的这样的愛，耶稣基督将会彰顯祂自

己。祂将会使得祂神圣的应许在我们意识的经验中，成

為一个实际的现实：『我是和你们经常同在。』让我们

拭目以待，我们在祂有福的话语里，在祂神圣的能力

中，在祂神圣的內住同在里的信心，是这一个主宰我们

整个人的目标。就是基督将確实地彰顯祂自己，和我们

同住，和作為祂的家地居住在我们的心里。  

 
 
 
译註: 在约翰福音 11:16 中是說，『多马，又称為低土

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說：「我们也去和他同死

吧。」』 
 

 

 

 

 

 



 

第十三天  

彼得: 愛的伟大 
 
『第三次对他說：「约翰的儿子西门，你愛我吗？」 彼
得因為耶稣第三次对他說「你愛我吗」，就憂愁，对耶
稣說：「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 耶
稣說：「你餵養我的羊。』 ---   约翰福音 21:17  

 
 

就是对这麼多愛的马利亚，基督第一次顯现了祂自己。

那麼在彼得的第一次看见主，在祂的在以马忤斯的晚餐

房间使自己知道时，在祂的出现在十个使徒前，和在对

多马顯现祂自己，就是因对这准备好的心的强烈地虔

诚、使得基督彰顯祂自己。而现在，在祂对彼得的彰现

祂自己再次是因為愛，愛是基调。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了解為什麼基督问这问题三次，

『你愛我吗？』这是提醒彼得这可怕的自信，在其中他

那时說过：『…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

你！…』 (马可福音 14:31)；在他可以確定他的愛是真实

的和真正的之前，他需要做安靜的和深入地心的搜索；

需要意识深处的忏悔，忏悔他能相信他自己的是多麼的

少；然后有这愛，这愛是完全的恢复他在耶稣心中的地

位所需要的一件事情，是為餵養祂的羊和照顾祂的小羊

首先的和最高的條件。 

 



 

      神是愛。基督是祂的愛的儿子。祂已经愛了属祂自己

的，祂就愛他们到底，而且說：『就像父愛我一样，所

以我愛你们。』祂要求他们应该証明他们对祂的愛，遵

守祂的命令、和以祂愛他们的愛彼此相愛。在天上和在

地上，在父和子中，在我们里面，和在所有我们為祂和

顾念(灵)魂的工作中，最伟大的事情就是愛。     

 
     对每一个渴望有著耶稣顯现祂自己的人，也就是『我

是和你们经常同在。』，愛是主要的和基本的前提。彼

得教导我们沒有人能有能力献上这样的愛。但借著基督

对罪死的能力，这样的愛就降临到他身上，而祂复活生

命的那能力，彼得就透过它变成了参与者。就像他在他

在他第一封书信所說的：『你们虽然沒有见过他，卻是

愛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卻因信他就有說不出来、满有

荣光的大喜乐，』 (彼得前书 1:8) 感谢神，如果彼得的

自信能这样的改变，难道我们不相信基督将会工作在我

们身上，也会做这奇妙的改变，而在祂寶贵的话语的所

有完成中、彰顯祂自己给一颗愛的心：『看！我是和你

们经常同在。』这就是愛基督将会彰顯祂自己，作為唯

一适合餵養祂的羊和照顾祂的小羊。 

 
 
 

 

 



 

第十四天  

约翰：从死亡复活的生命 
 
『我一看见，就仆倒在他腳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
按着我說：「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
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
远，並且拿着死亡和 阴间的钥匙。』  ---  启示錄 1:17-18  

 
 

复活后的六十或更多年，我们在这里有基督对祂所愛的

使徒彰顯。约翰仆倒在他腳前，像死了一样。 (参启示

錄 1:17) 神在回答摩西的祷告，『…求你顯出你的荣耀给

我看。』 (出埃及记 33:18) 祂对他已经說了：『…你不能

看见我的面，因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 (出埃及记 

33:20) 人有罪的本性不能看到了神圣的荣耀，而存活；

為了要神在荣耀里的生命进入，需要本性生命的死亡。

当约翰仆倒在他腳前，像死了一样，这就証明了他能在

这奇妙的属天異象中忍受是多麼的少。  

 
     当基督用右手按着他而說：『…不要惧怕！我是首先

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

了，直活到永永远远…』 (启示錄 1:17-18) 祂提醒他，祂

能升到神的生命和荣耀前，祂自己也经历过死亡。对主

自己和对每一个使徒来說，对摩西和对约翰来說，只有

一條路可达到神的荣耀。就是所有被罪沾汚的本性和不

能进入天堂的必须死亡。 

 

 



 

      这是对所有渴望耶稣将会彰顯祂自己在他们里面的一

个很深和最需要的课程。沒有在我们里面犧牲所有属於

世界和它的灵，耶稣的知识，与祂的交通，和祂的能力

的经验是不可能的。使徒们已经历到这。基督从祂的第

一次负责圣职时(参马太福音 10:37-39)，祂已经谈到了

有关放棄父母，有关背十字架，有关為了祂的缘故而失

丧生命，当祂說：『…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

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约翰福音 

12:24) 就(說到了)一直到祂的死那些天之前；『愛自己

生命的人将会失去生命』，就是使得『否认自己』成為

一个伟大的责任；背十字架，而跟随我。      

 
     我们正在寻求找出这样的秘密，就是和主耶稣相聯使

得每一天都有祂的同在而成為我们的一部份。让我们接

受这课程，就是借著死亡而进入生命。在基督耶稣的能

力中，我们和祂已同被钉十字架，而祂的死现在工作在

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愿意完全顺服它，对罪死，对世界

及所有自我愉悅和自我高舉死，即将是我们属灵生命的

最深的规则。彼得对基督說：『放过祢自己』(马太福音 

16:22 的边缘)；耶稣对他說：『否认自己』。使徒们已

经跟随基督甚至到十字架上。那就是為什麼他们适合接

受主的话语：『看！我是和你们经常同在。』 

 

 



 

第十五天  

保羅： 基督向他顯現 
 
『這就是神的美善的喜悅…啓示祂的兒子在我裏面。』  

---   加拉太書 1:15-16，直譯  

 
 
在所有我們的基督的學習和敬拜中，我們發覺我們的思

想就是圍繞著這五點：道成肉身的基督，釘十字架的基

督，得冠冕的基督，內住的基督，和基督將在榮耀中再

來。如果第一個是指種子，第二個就是種子種在土裏，

而第三個是種子直長到天堂。然後接著而來的是透過聖

靈結果子，基督內住在心中，然後呢？當基督再來時，

就將果子收集到收藏的地方。    

 
     保羅告訴我們，神喜悅啓示祂的兒子在他裏面。而他

見証了那啓示的結果：『…基督在我裏面活着；…』 (加

拉太書 2:20) 他說到那生命的主要標誌是他與基督同釘

十字架。就是這使他能夠說：『…現在活着的不再是

我…』 (加拉太書 2:20)； 他在基督裏已經找到了治死老

我(的方法)。就像十字架是基督自己的主要特性，也就

是『羔羊在寶座之中像是被殺過的』(參啓示錄 5:6)，所

以基督在保羅裏面的生命使得他和釘十字架的主是不能

分開的一體。這種狀況是如此徹底，以致於他能說：

『除了在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外，我不能得到任何的榮

耀，透過十字架，對這世界來說，我被釘在十字架

上。』 

 



 

      如果你已經問過保羅，假如基督這樣真實的活在他裏

面，以致於現在活著的不再是他，那麼他的責任是什

麼？回答是已經準備好而且清楚的：『…我…活着，是因

信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加拉太書 

2:20) 他的生命是一個在每一時刻中在祂裏面的生命，祂

已經愛了他且將自己如此徹底的給了他，以致於祂一直

在承担，(所以)他是祂這自願的門徒的生命。      

 
     這是保羅的講道的大網和實質。他請求代禱使他可能

講『基督的奧秘』；『…這奧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豐盛

的榮耀，就是基督在你們心裏成了有榮耀的盼望。』 

(歌羅西書 2:2，1:27) 這內住的基督是他信心生命的秘

訣，是所有他的生命和工作的這一個能力和這一個標

桿，是榮耀的盼望。讓我們相信基督內住的同在，是作

為給每一個完全信任祂的人的肯定的禮物。 
 

 

 

 

 



 

第十六天  

我们為什麼不能？ 
 
『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說：「我们為甚麼不能赶出那
鬼呢？」耶稣說：「是因你们的信心小。...至 於这一类
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 ---   马太福音 

17:19-21 
 
 
门徒们已经常常赶出鬼。但在这里他们已经是不能这样

做。他们问主原因可能是什麼。祂的回答很簡单：『因

為你们的信心小。』     

 
     我们在这里有著这样常问的伟大的问题的回答，这问

题就是我们不能如圣经所应许的、活在和基督不间断的

交通中、怎麼会这样呢？簡单地的說，因為我们的不

信。我们沒有意识到、信心必须接受和期望神透过祂的

全能、将会完成祂已经做过的每一个应许。信心的本质

就是那彻底的无助和只依靠神，我们不活在其中。信心

是完全的被說服、神能且愿意实现已经应许了的什麼，

我们在这样信心中不強。我们不能以我们的全心单纯的

相信、透过神的全能、祂将会在我们心中做出奇妙的

事。 

 
 



 

      但什麼样的原因使我们缺少这样的信心呢？『至於这

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 (马太福音 

17:21) 為了要有一个在神里面強的信心，需要透过坚持

的祷告，和祂有一个亲密的接触的生命。我们不能在我

们的命令下喚起信心；它需要和神亲密的相交。它不仅

仅是需要祷告，在那个字更大和更深的意义上，也需要

禁食。它需要否认自我，那使肉体和眼目及今生的骄傲

的欢愉的犧牲，就是一个属世的灵的本质的犧牲。為了

在地上这里得到属天的生命的獎赏，需要犧牲所有那世

界能供应的。就像它需要神去满足人心、和用祂的全能

工作在心里面一样，它需要完全放棄全人给神，為著要

有那可驱逐每一个邪恶的灵的能力的信心。『祷告和禁

食』是基本的。 
 

 

 

 

 

 



 

第十七天  

顺服的力量 
  
『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沒有撇下我獨自在这
里，因為我常做他所喜悅的事。』  ---   约翰福音 8:29  

 
 
在这些话语中，基督不仅仅告诉我们祂带著父的生命是

什麼，而在同时启示我们所有和父相交的法则，就是单

纯的顺服。      

 
祂是多麼強烈的坚持、我们要在分离的祷告中看到。在

约翰福音第 14 章中，祂三次說到： 『如果你愛我，遵

守我的命令。而然后我将会祷告父，和祂将会赐给你圣

灵，及父将会愛你，且我将会愛你和向你顯现，而然后

我们将会和你同住。』和在第 15 章同样的說到：『若

我的话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

就。』 (参约翰福音 15:7)；『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

常在我的愛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愛

里。』(约翰福音 15:10)；『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

是我的朋友了。』(约翰福音 15:14)  



 

      顺服是神的愛的証明和练习，这已经透过圣灵厚厚的

浇灌在我们心中。它来自愛並引领我们到愛里，是一个

较深和一个完整的神的愛及其內住的经验。它向我们保

証、祈求就给我们成就。它向我们保証、我们正居住在

基督的愛里。它印証了我们被称為基督的朋友的声明。

而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愛的証明，也是信心的証明，作

為我们的保証，我们『祈求和必成就，因為我们遵守祂

的命令，和做祂眼中所喜悅的事情。』      

 
     為了得到神圣同在居住的享受，单纯的和完全的顺服

是必要的。新约已经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我将会把

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中；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

开我。』；『我将使他们走在我的律例上並遵守它

们。』    

 
     有福的顺服使我们居住在祂的愛里，和给了我们祂不

间断同在的完整的经验。基督不讲一个不可能的事；祂

看到了我们可以有信心的期望在圣灵中的能力。让这思

想深深地抓住我们。就是对这顺服的人，这话语来临

了，『看！我是和你们经常同在。』，而所有这句话的

完整意义将会被启示给他们。 

 
 

 

 

 

 



 

第十八天  

代祷的能力 
 
『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  ---  使徒行传 6:4  

『…教会卻為他切切地祷告神。』 ---   使徒行传 12:5  

 
 
莫特博士(Dr. Mott) 敦促我们要相信，合一的代祷有无

限的能力。在亚洲旅行的时候，他被一些人所指控。这

些人已经深入到这问题的中心，施压力给传教士社团，

要有更多代祷的重要需要，也就是首先迫切的需要有合
一的代祷。『我们沒有比增倍代祷者的数目、和透过聚
焦於那些基督国度伟大情況的祷告，有更好的方法去事

奉教会最深厚的兴趣。这些伟大情況是指需求神的灵全

能的工作时。更远远的比我们能呈现给宣道事奉更重要

的和至关重要的是、帮助去释放祷告的超人能量，和透

过在所有地方的圣洁事工真实的代祷合一中，去帮助迎

接一个丰丰富富在跡象中的新的时代，和这活的基督工

作的奇蹟特性。比其他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所做的

所有事情都要聯结於在神圣的生命和能量的基础上。基

督徒的世界不仅仅是有期望一个宣道领导者陈述事实和

工作的方法的权利，更是一个超人的资源较大的發现、

和属灵的能力的一个更大的辐照。』 

 



 

      而在我们在簡介中谈到的宣教者的这伟大的军隊中，

那儿有比专注在基督国度合一的代祷这一个更伟大的需

要？他们承认在他们的生命和工作中，需要神的灵的同

在和能力。他们渴望在每一天有基督內住的同在和能力

的经验。他们需要它；他们有权利得到它，也就是說，

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读这本小册子的那些人是那伟大

的军隊的一部份，向神祈求赐予能力，这能力是為著有

效工作这样的絕对必要的。难道我们不像早期的使徒们

『持续坚定的祷告』、直到神赐予一个丰盛的回答吗？

当我们有一个持续的祷告，应许的能力『看，我和你们

永远同在』、将会在我们的生活中証实出来。(请看注释

A) 
 
 

 

 

 



 

第十九天  

时间的力量 
 
『我的时间是(复数)在祢的手中。』 ---   诗篇 31:15, 直

译  

 
 
这复数意谓著单数：『我的时间是(单数)在祢的手中。

它属於祢；只有祢有权利去命令它。我完全地和高兴的

把它顺服在祢的使用中。』如果把时间完全地由神支

配，它能發辉什麼样的力量啊！      

 

     时间是所有事情的主。所有这世界的历史，只是时间

怎样慢慢的、但確定的使人成為今日的他是什麼的一个

証明？我们可从所有围绕我们的看到这証明。在身体上

和精神上的两者、儿童到成人的成长中，在每一个追求

的成功里，在所有我们的劳苦和所有我们的成绩，都是

在时间的规则和它不可思议的力量之下，渡过了我们的

一生。      

 
     在宗教和与神相交中，这是特別的真实。在这里，时

间也是主人。什麼是与神交通！什麼是圣洁和祝福！什

麼是祂形像的样式，和在祂祝福人的服事上有什麼能

力！也就是所有的这些都基於一个條件：為了要祂的圣

洁以它的光和它的热照耀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有足夠的

时间和神在一起，而使我们是祂的灵和祂的生命的参与

者。宗教的本质就在於这样的意念：花时间和神在一

起。 



 

     然而有多少奉献一生服事神的仆人们，会很坦白的承

认他们作為一个宣道者的属灵的生命的软弱，和从整体

来說宣道工作的结果很不恰当是因為失败於在使用休閒

时间，而能正確的使用它，就有保障的去和神每天对

谈。      

 
     什麼能是这悲伤的承认的背后的原因？沒有別的，仅

仅是因為在神赐于的保証里缺乏信心，这保証就是獨自

和神花的时间、将会实在的带入祂仆人们的生活中这样

的能力，使得他们用他们所有的时间和祂交通，以致於

祂內住的同在将整天的和他们在一起。      

 
     哦，抱怨工作太多或在作工上太热心的弟兄，你正在

阻拦你属灵的效率。难道你沒有看见，你将会找到一个

属於你的新的生命？(條件是)如果你仅仅只為了察看基

督和祂的圣灵而订你的时间表，如果你完全地相信並每

一天实行这话语：『我的时间在祢的手上』。 

 (请看注释 B) 
 

 

 

 

 



 

第二十天  

信心的力量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    马可福音 9:23 

 
 
圣经教导我们，对祂的门徒们和那些来到祂面前寻求祂

的帮助的人两者，沒有一个真理是基督更坚持的，那就

是信心的絕对必要性和它无限的可能性。而经验已经教

了我们，当我们谈到簡单的和絕对的相信、神会按字面

的意思在我们身上实现所有祂所应许的，沒有其他任何

的事比这使我们觉得是如此的欠缺。这是必要的，一个

內住的同在生命必须是一个不止息地信心的生命。      

 
     想一想到底一个真正的信心的标誌是什麼？首先，信

心会依靠神将做祂所有已经应许的，这是作為它的期望

的唯一的标准。它不会满足於只有一些应许的实现；它

不会少於寻求去兌现每一个神已经做的、在它最大和最

完整的意义中的应许。在它本身的无有和终极的无能的

意识下，它相信这一个全能神的能力、会作奇妙的事在

祂所居住的心中。      

 
     它以全心和全力来这样做。信心会顺服於神将会完全

的佔有的应许，而在不论日夜的一整天中激發了它的希

望和期待。它看清了这一个不可分的聯结，是这聯结接

合了神的应许和祂的命令，而顺服於这事实，因此就像

它相信另外一个一样，完全的做其中之一。 



 

     在追求这样的信心的生命能给的力量时，经常会有一

个可以寻求和努力，但不能掌握的信心。接著这而来的

是这样的一个信心，看见了等待神是需要的，而安靜的

止息在神会做什麼的希望中。这应该会引领我们做決

定，在这決定中，魂相信神的话，和完全地兑现这应

许，而然后甚至於在极端的黑暗中仰望祂，做祂已经讲

过的事。      

 
     对这內在的同住将被授于的信心生命，必须完全掌握

这全人。它是这麼奇妙的特权，在它有福的经验里、基

督的同在事实上在整天保有我们，以致於如果他的確是

所有的主的话，它需要和这麼多以前以為合法的事分

离。这主是和我们陪伴，我们生命中喜乐和光的 有福的

朋友。这信心将能兑现和经历主的话语：『看，我和你

们常常同在』。 

 
 

 

 

 

 



 

第二十一天  

约翰的宣道者的讯息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
交。我们乃是与父並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   约

翰一书 1:3  

 
 
福音的传道者的呼召的一个启示是什麼！他的讯息无非

是宣告，耶稣已经為了我们单纯的人开辟了道路，能和

圣洁的神每天有活的和愛的交通。他作為一个见証人，

将会宣讲这样的生命，就是他自己活在所有这生命的有

福经验中。在那见証的能力中，他将会証明它的真实，

和顯示出一个在地上的罪人如何真能正地活在和父与子

的交通里。 

 
     这讯息向我们暗示，牧师的第一个义务或宣道者在他

每一天的生活中，是要保持这样和神亲密的交通，以致

於他在完全的喜乐中能宣讲真理，和带著从他的生活和

交通中，証明他的宣讲是真实的这样的良知良能。这样

也致於他的话语带著力量能打动人心：『我们将这些话

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 (约翰一书 1:4)  

 
 



 

      在 1914 年十月份的『国际宣教回顾』的一篇文章

中，谈到『凯斯威克大会』在宣教工作的影响，凯斯威

克教导的实质內容可在这些话语中顯出：『它指向，一

个透过基督有著与神交通的生活是一个实际，和能借著

无條件和习惯性的顺服全人於基督的控制和掌管之下，

不断地维持在其中，且保証这活的基督将会佔有这样顺

服於衪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教导，启示出基督的愛的

无限宣告和能力，这是借著圣灵的能力而维持的，将会

鼓励和強迫人们去衡量基督為他们的顺服，是他们顺服

於祂和祂的事奉的唯一衡量。      

 
     就是这样的与神亲密的交通能作為每天事奉和见証的

秘密，这就有能力让基督使世人知道祂是為罪的救赎

者，和一个全心献身於祂的事奉的生活的感动。      

 
     就是这样的与神亲密的和內住的交通，以致於確定

『我和你们常常同在』是对我们的应许。这就是每一个

宣道者所需要的，是每一个宣道者有权力去宣称的，而

只要透过这，他就能维持那属灵的效率，这效率将会影

响工作的人们和与他接触的人的皈依。 (请看注释 C) 

 
 

 

 



 

第二十二天  

保罗的宣道者讯息 
 
『你们要恆切祷告，…也要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
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奧秘，…叫我按着所该說的话
将这奧秘發明出来。』  ---   歌罗西书 4:2-4  

 
『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奧秘…向他的圣徒顯明
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奧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
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   歌罗西书 1:26-27  

 
 
在保罗的脑海里，他的福音的最中心和实质是內住的基

督。他讲到这『…这奧秘…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

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歌罗西书 1:27) 虽然他已经

是一个这麼多年福音的传教者，他仍然要求祷告，以致

於他可能使人很好的知道那奧秘。  

 
     经常会有关於本土的众教会这样的抱怨，就是一段时

间以后，看起来是沒有更进一步的成长，和為基督耶稣

作见証的喜乐和能力非常少。  问题来自本地的教会是

否正活在这內住的基督的经历中，以致於教会送出去的

儿子和女儿们知道这秘密，而使得它成為他们的教导和

传教的实质內容。    

 
 

 



 

     一些年前，我们宣道者中的一位到外国宣道去做代表

工作。在他离开前，有一个小小的祷告聚会，在那聚会

中，他问他的讯息应该是什麼。这思想被陈述了，也就

是在对基徒们讲时，直接了当地将完全救赎的信息讲出

来是可取的，而心被喚醒能去相信和接受一个內住的基

督。在他回来时，他說到这个呈现的真理已经带著这麼

深深的兴趣被接受了，许多人說他们以前沒有对这有很

好的了解。        

 
     麦克拉伦博士在多年前說，看起来好像教会已经失去

了这內住基督的真理。我们讲到保罗的宣道者的方法，

难道沒有一个保罗的宣道者的信息更大需要吗？因為它

在这一话语中达到高潮：『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有荣耀

的盼望』。保罗感觉到有更多祷告的需要，使他能很好

的传讲这信息。难道沒有一个呼召给所有的宣道者的代

祷者、和我们所愛的宣道者他们自己吗？这呼召就是使

得獲得这能力成為第一重要的事情，和从一个活的经验

中引导基督徒们进入享受他们应得的特权。『…人若愛

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们要到他

那里去，与他同住。』 (约翰福音 14:23) 而有可能本地

的教会将也能分享这真理的祝福，恢复的它适当的地

位：『基督在你们里面，这荣耀的盼望』。 
 

 

 

 



 

第二十三天  

宣道者的生活 
 
『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
摘，有你们作见证，也有神作见证。』 ---   帖撒罗尼迦

前书 2:10  

 
 
保罗呼吁他的皈依者、他们已经看到了的他自己的生活

是什麼。所以他說：『我们的荣耀是这样的，见证自己

的良心是在神的圣洁和诚实中；在世為人，不靠人的聪

明，乃靠神的恩惠，向你们更是这样。』 (哥林多后书 

1:12， 基於和合本的直译) 基督已经用祂的生活教导祂

的门徒们、就像祂的话语的教导一样多。保罗已经寻求

去作一个活的见証，见証了他所有已经宣教的有关基督

的真理。也就是基督能从罪中拯救和保守他们，借著祂

的圣灵能更新整个本性，使相信祂的那些人变成有祂一

样的生命。      

 
     在『世界宣道者司令部报告』的第五卷二百十八页

中，有一个人找到了这样的表达：『事情已经是这样

的，我们在禾场上的代表，只是因為我们所造成他们

的，太常隐藏了他们正摆上自己的生命去揭示的基督。

就只是按著这比例，宣道者在他的生活中能顯现出基督

的性格多少，他就能使人听到福音多少。只有他在他们

面前能活出来基督，才能帮助他们了解他的讯息。』  

 
 



 

     看看保罗对圣洁、公义，无可指摘的生活的吸引力，

是如何给他勇气而使他的生活在皈依者面前顯出一个高

标准。在同一书信中，他呼召他们去相信神，在神面前

心里坚固，成為圣洁。(帖撒罗尼迦前书 3:13) 而稍晚在

这书信中(帖撒罗尼迦前书 5:23-24)：『…平安的神亲自

使你们全然成圣…，他必成就这事。』 在腓立比书 

4:9，他写到：『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

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

就必与你们同在。』 而在提摩太前书 1:14-16：『…我主

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愛心。…

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 当保罗說：『...基督

在我里面活着...』，『…活着的不再是我…』(加拉太书 

2:20)，让我们相信，他讲到了一个实际的、神圣的、不

止息地、在他里面內住的基督，每一时刻都在做使父神

愉悅的工作。而直到我们能說，『保罗的基督就是我的

基督！祂的宣道者的艰忍也是我的。』，让我们不要歇

息。 

 
 

 



 

第二十四天  

圣灵 
 
『他(保惠师)要荣耀我，因為他要将受於我的告诉你
们。』 ---    约翰福音 16:14  

 
 
当我们的主跟门徒们讲这话语，『看，我常常和你们同

在』时，他们最开始不了解或经验它们完整的意义。     

 
     当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被圣灵充满，就是那灵带下了

这荣耀的主耶稣进入他们的心中，他们开始了在內住同

在的喜悅中的这新的生命。      

 
     除非也能完全的顺服於永远有福的圣灵的能力和內

住，我们所有的尝试去坚称活在那连续的、不间断的交

通的生命，都将会是枉然。      

 
     在整体的基督的教会中，缺乏信心是很顯然的，在圣

灵是神方面，和关於祂能使我们是什麼，及祂要求我们

全人的完全的和沒有被任何打扰的佔有，这是怎样的完

全。所有我们在满足父和子在我们里面內住的、基督荣

耀的应许的信心，都是基於一个基本的不可少的條件，

就是有一个终极的和不止息的、顺服於基督的灵的法则

和引导之下。 

 



 

     让沒有一个人說：『基督和我的在每一天和整天同在

的经验是不可能的。』基督意谓著祂的话语是一个单纯

的和永远的实际。祂意谓著这应许会被接受，就是『...

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

现。』 (约翰福音 14:21) 而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

他同住。』 (约翰福音 14:23) 这是絕对的神圣真理。但

这真理只能在圣灵被知道和相信及顺服中被经验到。基

督在约翰福音第 14 章所讲的就是保罗见証的，当保罗

說：『基督在我里面活著。』或就像约翰所表示的一

样，『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

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约翰一书 4:13)      

 
     基督是以神的身份来，而使父神使我们知道，而圣灵

是以神的身份来，而使儿子在我们里面知道。我们需要

了解，圣灵作為神坚称要有絕对的顺服，而祂愿意佔有

我们全人，和使我们能夠完成所有基督要求我们做到

的。就是这圣灵可以拯救我们脫离能征服这世界的肉体

的力量。就是借着这圣灵，基督耶稣将会能用內住的同

在顯现祂自己给我们，『看，我和你们常常同在。』 

 
 

 

 

 

 
 

 



 

第二十五天  

圣灵充满 
 
『…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說，
口唱心和地讚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  ---    以弗所书 5:18-20 

 
 
如果我们这一表达，『圣灵充满』，只是关於五旬节的

故事，我们可能很自然的想到这是某些特別的事情，不

是意谓著在一个普通的生活中有的。但我们的课文教导

我这伟大的课程是為每一个基督徒的，而且是在每一天

里。     

 
     為了更完全的意识到这点，想一想圣灵在基督耶稣里

是什麼，在祂之下作為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人是什麼。祂

正在祷告时受了圣灵，而已经在进入罪人的洗礼中自己

顺服於神，而作為一个对神的犧牲。和在充满圣灵中，

祂被引领到四十天的禁食里，為了自由地和父神交通和

战胜撒但，祂犧牲了身体的需要。当祂是一个飢饿的人

时，聆听到这邪恶的一位的试探，祂甚至拒絕了使用祂

的能力来造麵包，使祂的飢饿得以饱足。而就这样，祂

的一生都是被圣灵所引导，直到祂借著永远的圣灵在沒

有瑕疵中奉献自己给神。在基督里的圣灵意谓著祷告，

顺服，和犧牲。 

 
 



 

      即使如此，假如我们要跟随基督，让祂的意念在我们

的里面，活出祂的生命，我们必须追求关於、作為每天

供应的、每天准备的圣灵充满。如果我们要活出顺服

的、喜乐的、自我犧牲的、有著事奉能力的生命，这也

是必须的。可能在有些情況下、那个圣灵的充满将成為

特別的顯现，但只有当我们每一天和全天被圣灵引导，

我们才能居住在基督耶稣里，征服肉体和世界，和活出

在祷告中与神同在的生命，及活出与我们同样的人在谦

卑、圣洁、结果子的事奉中的生命。      

 

     最重要的，只有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时，耶稣的话语才

能完全的被了解和被经验到：『看，我和你们常常同

在。』不要让任何人觉得这是太高；这是不可能的。

『耶稣說：「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卻能。」』 (路加

福音 18:27) 而假如我们不能立刻做到，让我们至少在一

个圣洁的決定行动中，让它成為我们明確的目标，我们

不止息的祷告，我们如同孩童般的期望。『看，我和你

们常常同在』本就是意谓著在每一天的生活中，而並不

是沒有那、但带著这那有福的圣灵的確实地和所有充分

的帮助。关於这圣灵，耶稣說：『信我的人，...从他腹

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约翰福音 7:38) 我们在基督

里的信心将会是我们圣灵充满的量度。圣灵在我们里面

能力的量度将会是我们基督同在的经验的量度。 
 

 

 

 

 
 

 



 

第二十六天 

基督的生命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   加拉太书 2:20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   歌罗西书 3:4  

 
 
基督的生命是多过於祂的教导，多过於祂的工作，甚至

於多过於祂的死亡。就是祂的生命，在神和人的眼中，

给予了祂所說的和祂所做及祂所受的痛苦价值。而就是

这样的生命，在复活中得荣耀，祂传给祂的子民的就是

这生命，而且使得他们在众人面前能活出来。     

 
     『你们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

的门徒了。』 (约翰福音 13:35) 就是这在圣灵中新的弟

兄情谊的生命，使得犹太人和希腊人感觉到了有一个关

於基督门徒的超自然能力；他们给了他们所說的真理活

的见証，就是神的愛已经赐下来，並佔有他们。     

 
     这已经被常常說到了关於宣教者，除非他们能在一般

人的生活上，活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的基督的生命，

他会错过了他的工作的力量和成功的最深秘诀。当基督

差遣祂的门徒，就是带著这命令的：『...等候，直到你

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路加福音 24:49) 『等待，

你们将会得着圣灵的能力，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参使徒行传 1:8)  

 
 



 

 许多的宣道者都已经感觉到不是学习、热情、在基督的

事奉中愿意自我犧牲，而是生命和基督藏在神里的这秘

密的经验，能使他迎难而上和胜过每一个困难。    

 

     每一件事情都依靠在基督和神里的生命是对的。就是

这样的和基督，门徒，保罗在一起。就是在基督耶稣里

我们生命的单纯和強度，和基督在我们裡面的生命，维

持一个人的日常苦差事，而使得他胜过自我和每一件能

阻碍基督生命的事，和得胜於罪恶的权势，及得胜於从

邪灵必须被驱逐的心。      

 
     生命就是一切。就是这样的在基督耶稣里。就是必须

这样的在祂的仆人们中。因為基督祂自己将会活在我们

里面，所以能夠这样。当祂讲到这话语，『看，我与你

们常常同在』，祂意谓著：『我每一天及整天与你们同

在，是你们的生命、喜乐和力量的秘密』。      

 

     哦！学习在这有福的话语中隐藏的寶藏是什麼，这话

语我们必须重复：『看，我与你们常常同在』。 

 

 



 

第二十七天  

基督相似的生命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為心。』 ---   腓立比书 2:5  

『 基督耶稣存着甚麼意念，你们也要存着甚麼意念在你
们中间。 』 ---  腓立比书 2:5, 呂振中译本  

 
而什麼是基督耶稣存着的意念？『本有神的形像，祂倒

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為人的样式。就自己谦

卑，存心顺服，是的，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参腓立比书 2:6-8) 自我倒空和自我犧牲，顺服於神的旨

意，且愛人甚至到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基督的个性，

為了这，神这麼样的高舉了祂。这就是我们要效法的基

督个性。祂既成為人的样式，以致於我们能被模成神的

样式。(译註)      

 
     自我抹杀，自我犧牲，神的旨意将可能会被成就，和

人可能会被拯救。也就是这样基督的生命。『愛不追寻

它自己。』这就是祂的生命；祂活著仅仅是要神愉悅和

祝福人。      

 
     让沒有人說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耶稣說：「在人

所不能的事，在神卻能。」』 (路加福音 18:27) 我们被

呼召去成就这带著敬畏和颤抖的一个与基督相似个性的

救恩；『因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腓立比书 2:13) 关於祂耶稣說

道，『…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 (约翰福

音 14:10) 是祂在我们里面运行和做工。 



 

       这已经被說了，『宣讲福音的宣道者、必须首先在一

个完全模成耶稣基督的样式的个性中，体会所宣讲的。

宣道者在他的生活中能顯现出基督多少，他就能使人听

到福音多少。事情已经是这样的，我们在禾场上的代

表，只是因為我们所造成他们的，太常隐藏了他们正摆

上自己的生命去揭示的基督。』     

 
     当教会的目标是在一定程度上要形成明顯的相似於基

督的个性，作為基督徒教师的标准，我们的宣道者将能

传递这讯息给他的的皈依者和对他们說：『就效法我

们，就像我们也效法了基督。』 (参帖撒罗尼迦前书 

1:6)     
 
     直到我们的信心握住这应许，让我们不要歇息，『就

是神工作在我们里面』。信任将会被喚起，就像基督的

是这启示一样，借著它，每一个宣道者已经被委託，所

以能力将会為了满足这崇高而圣洁的呼召而赐下。让牧

师们和宣道者们及所有的代祷者们使得这、成為他们一

个伟大的请求和目标，有这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意念。 

(请看注释 D)  

 
译註:  形像和样式是两个不同的字，我们是要模成耶稣

(神)的形像，不是耶稣的样式，因看到耶稣就是看

到神，而耶稣是取了人的样式，所以人已经有了

样式，只要模成形像。  

『因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模成)他儿
子的模样(形像)，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罗

马书 8:29) 



 

第二十八天 

基督，神的亲近 
 
『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    雅各书 4:8  

 
 
这句话已经被說过的就是，神的圣洁是神从罪人的无限

的遙远、与在祂救赎恩典中和神无限的亲近之聯集。信

心永远必须要意识到遙远和亲近这两者。     

 
     神在基督里已经来亲近了，是这样的和人亲近，而现

在命令来了：如果你想要神来得更加的亲近，你必须亲

近祂。基督耶稣所应许的亲近在这个应许中表达出来，

『看，我与你们常常同在』，只能当我们亲近祂时才能

被经历到。      

 

     首先，那意谓著在每一天开始的时候，為了祂圣洁的

同在能安息在我们身上而重新顺服。它意谓著一个自愿

的，故意的，和全心的转移到离开这世界中、而让神在

我们魂中被认识的等待祂。它意谓著花时间，和用我们

全心和全力去允许祂启示祂自己。除非在很強的渴望和

孩童般中相信祂的话：『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

们。…』，有一个明確的每天练习，是不可能期望有全

天的基督与我们內住的同在。 

 



 

      而那更近一步的意谓著，这单纯的，孩童般的奉献我

们自己，和我们的生活在每一件事情只遵循祂的旨意，

及寻求超过每一件事情的愉悅祂，祂的应许是確定的：

『...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愛他，並且

我们要...与他同住。』 (约翰福音 14:23)      

 
     然后甚至在沒有很多的感觉或意识到祂的同在下，这

安靜的保証就会随著而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和当我

们出去完成祂的旨意时、祂将会看顾我们，及保守我

们，和更多地為了我们必须為祂所做的工作、用神圣的

力量加強我们內在的人。     

 
     神的孩子，让这些话语每早晨都带著新的意义来到：

『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有耐心的等待，

而祂在神圣的能力中将会說：『看，我与你们常常同

在』。 

 

 



 

第二十九天  

愛 
 
『…耶稣…既然愛世间属自己的人，就愛他们到底。』   

---    约翰福音 13:1  

 
 
这些是基督对祂门徒那圣洁的、秘密的开场白，是作為

祂在去客西马尼园的最后一分鐘，从永恆的深处和他们

所交谈的。(约翰福音 13 章到 17 章) 它们是那神圣的愛

的启示和充分的展示，也就是这被祂死在十字架上顯现

出来了。    

 
     祂开始於这新的命令：『…你们彼此相愛，就如我已

经愛了你们一样…。』(约翰福音 13:34, 直译, 基於和合

本)  较晚的一会儿接著說：『你们若愛我，就必遵守我

的命令。…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

向他顯现。…並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约

翰福音 14:15,21,23) 这新的生命，在基督耶稣里面属天

的生命，即将在基督里的神的愛中展现出来。然后更进

一步的說：『我愛你们，正如父愛我一样，你们要常在

我的愛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里；…

你们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人為朋友舍命，人的愛心沒有比这个大的。』 (约翰福

音 15:9-13)； 『…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愛

他们如同愛我一样。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使你

所愛我的愛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约翰福

音 17:23,26)  



 

      难道话语能更直接了当的說吗？这话语就是，神对基

督的愛被赐于的传到我们身上而变成我们的生命，就是

使父愛子的愛在我们里面。如果主耶稣将顯现祂自己给

我们，就只能是这一颗愛的心。假如我们将声称祂每天

与我们同在，就只能是作為一个在祂和我们之间的无限

温柔的愛的关系，及在顺服祂的命令和彼此相愛中顯示

出来。      

 
     我们看到在早期的教会，经过了一段时间后，就把起

初的愛心离棄了，而将信心放在了所有事奉的活动。(参

启示錄 2:2-4)      

 
     只有当在一个圣洁的、活的愛的气氛中，才能使得这

愛的基督的內住同在被知道，而这表现在基督里的应

许，『看，我与你们常常同在』，在神圣的愛的深度中

将会被意识到。 

 
 

 



 

第三十天  

信心的试验和得胜 
 
『耶稣对他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說：「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
助！」』   ---    马可福音 9:23-24  

 
 
是怎麼样地荣耀的应许啊！『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然而这仅仅是包含了信心的试验的应许之伟大。最开始

的时候，我们不能確实相信这事实。但当我们已经抓牢

它时，随著来的是在思想里面真实的试验：这样奇妙的

工作信心是完全超出了我能做到的。     

 
     但构成这信心试验的马上就会变成了得胜。这怎麼可

能呢？当基督对孩子的父亲說，『你若能信，在信的

人，凡事都能。』 他感觉到这仅仅是正在将他放在更深

的絕望中。他的信心怎麼可能使神蹟發生？但当他注视

基督的脸时，他確实的感觉到这有福的人不仅仅是有能

力可以医好他的孩子，並且也有能力去激励他有所需要

的信心。基督在他身上所產生的印象不仅仅使得医治的

这一个神蹟是可能的，而且第二个神蹟也是可能的，就

是他应该有一个这样伟大的信心。而他带著眼淚地喊

出，『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信心的这试验

的伟大，就是信心得胜的伟大。 

 



 

      这是怎样的一个课题啊！对信心，所有的事情都是可

能的，最不可能的事就是我应该能运用这样的信心。对

信心，基督的內住同在是可能的。而这样对魂的信心是

可能的，就是紧紧地贴住基督和相信祂。就像祂将会引

导我们进入祂整天的內住同在一样的確定，是这样的確

定、祂将会用祂神圣的能力加强我们，达到坚称和接受

这应许的信心。為相信的人看到了、他在这信心和祝福

上是怎样完全的依靠基督的这一刻祝福，而在仍旧在內

掙扎的不信意识中，他把自己投向了基督的能力和愛：

『主，我信；主，我信。』       

 
     透过这样的试验和这样的得胜，有的时候是絕望的得

胜，我们继承了我们的遗產，祂的內住的同在，也就是

祂现在对我们讲的：『看，我和你们常常同在。』让我

们停留在他的腳前，直到知道了祂已经祝福我们：『我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腓立比书 4:13) 
 

 



 

第三十一天 

充充足足地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
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並在基督
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
们！』 ---  以弗所书 3:20-21  

 
在保罗刚刚指示的伟大祷告中，他很顯然已达到神的全

能、能带给信徒生命的可能最高的敍述。但保罗不满足

於此。在他的颂讚学中，他仍然更上一层和把我们舉起

来将荣耀归给神，当祂『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

们所求所想的』。停下一会儿去想想『充充足足地』意

谓著什麼。        

 
     想想这些话语，『超越伟大的而且寶贵的应许』。想

想『...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

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

活，...』 (以弗所书 1:19-20) 想想我们主在基督耶稣里的

十足的信心和愛心的恩典，以致於罪在哪里顯多，恩典

就更顯多了。 (参罗马书 5:20) 他舉起我们的心将荣耀归

给神說，祂能夠做『超过我们一切所求所想的』，这是

依照著那能力的伟大，那能力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

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而当我们的心开始感

觉到这里有一位神会超出我们一切想像的工作在我们身

上的前景，祂会舉起我们的心加入这普世的合唱： 『荣

耀在教会中和在基督耶稣里归於祂，和归於所有的世

代，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当我们崇拜和敬拜时，相信这全能神的呼召就来了，

祂正依照祂的大能工作在我们心中，能夠且愿意完成祂

那超越伟大的和珍贵的每一项应许，而且罪在哪里顯

多，証明恩典就更顯多了。      

 

     保罗以这句话开始他的伟大的祷告，『...我在父面前

屈膝。』 (以弗所书 3:14) 他是以这样的结束，就是带著

我们跪下，归荣耀给能夠完成每一个应许的祂，启示了

基督住在我们心中，和保持了我们在那个愛的生命里，

这生命引领我们被神的一切丰满所充满。    

 
     神的孩子，在深深的敬拜里屈膝，归荣耀於神，直到

你的心学习到去相信： 耶稣基督将借著信心住在我的心

中，这样的祷告将会被成就。在这全能神上的信心，及

祂的恩典和能力的充充足足，将会教导我们基督內住在

我们心里是內住同在的秘诀。 

 
 

 



 

 
 
 

 
 

 
注释 A 

 

使徒保罗 
 

怀特博士著 

 
我在这一点上将是大胆的、特別的和个人化的，而且将

会对你和我自己說一件最重要的事：我们必须在这上效

法保罗，而要用比我们还沒有花的更多更多的时间去祷

告。我是和我现在是正站在这里的一样確定，那对我们

自己的魂和他人的魂有这麼多伤害的秘密，是在於我们

匆匆的到他们面前祷告，而吝於给、饿渴的、和完全失

去了我们自己的那种祷告。祈祷我们值得去做这样的一

个祷告，祷告神将会呼召真实祷告者，肯花更多更多的

时间祷告，比那按时祷告的千分之一的人认為的时间更

多。在圣灵已做所有的工，使得真实的祷告者能在任何

时间，和在任何地方，及不要各种的工具和帮助下去祷

告之后，只要我们(仍)停留在这个不属灵和不献身的世

界中，我们不会成功或称為成功的在祷告上沒有时间、

地点、和其他帮助的限制之下。 
 

 



 

小心不要在祷告的事上过於属灵。小心不要把你的救赎

太轻看和认為太廉价。如果你發觉你祷告的生活常常是

这样的欠缺、和这样的容易、及这样的属灵、宛如不需

要给你代价、压力、和流汗，那麼你就可以確实的知道

你还沒有开始真正的祷告。就像你坐在那里和我站在这

里的一样確定，在祷告的这个时间问题上，我们这样多

的人正使得我们自己的魂和他人的魂犹如船触礁般。 

 
     但那最最重要的时间问题再来找我，而且不会让我

走。我的弟兄，请花更多的时间去祷告。在每一个二十

四小时中花一个小时祷告。或者，假如你不能腾出一个

小时，花半个小时；或者，你在半小时中不知该做什麼

或說什麼，就花一刻鐘吧！花每晚的八点到九点，或九

点到十点，或十点到十一点，或其中部份的时间。而假

如你不能从你自己的心中填满所有的，就让大衞和保罗

帮助你，而告诉你如何在隐密处祷告；因為这是一个稀

有的，和一个困难的，及絕对不可缺少的艺术。 

 



 

 

 

注释 B 
 

和神单獨的时间 
 

模特博士著 

 
為著属灵的实现和更新的缘故，要付什麼样的代价去獲

得和维持从世界的活动和动盪中退出，及和人的同在中

退出？我需要說这将会付出时间的代价吗？有一些人将

会宁可听到任何其他的字。他们宁可付任何其他不同种

的方式；但為了一些原因，神已经需求我们要付时间去

知道祂、和意识到祂的同在、及生活在祂的能力之下。

数以百计的基督徒已经拿起了这挑战，為了和神单獨在

一起和祂真理的缘故，在一个月中每天花第一个三十分

鐘，而然后在那个月结束的时候，告诉大家这样做是否

已经干涉了他们工作的效率。这些人已经說，『这是一

个公平的提议。』 他们(这样的)辩论說：『只要是这麼

多人试过而說这可以做，如果我们沒有试过而說不能做

到这件事，是不公平的。』而这麼多上百的认真的和诚

实的忙人已经试过了这计画。 
 

 



 

我们仍在等待这样的一个人，他已经公平和彻底的测试

这件事，而告诉我们这样的练习会降低了他所站的地

位，影响了他工作的效率，或在他正常的工作上減少了

他的成果。相反的，一个又一个的人已经說了，这练习

对他来說、意谓著已经超於任何一个其他的他曾经已形

成的习惯。      

 
     似乎沒有必要為这种习惯辩护。一个人的常识告诉

他，沒有和神单獨相处的时间，他将不可能做出任何他

认為最重要的事情。為了达到这目的，一个人必须献出

充分的时间。需要时间在和別人及我们的工作中退出

来。(每天)花两到四分鐘读圣经的一章是不夠的。需要

更长的时间使一个人从他正在做的事情，转到他想要做

的下一个事情。火从点火起到燃烧需要时间。从心理上

說，需要时间使一个人从找到事实到这事实能有力地抓

住了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需要时间。  

 
     在我们属灵的练习中，我们正在送出要有相对於匆忙

的、深思熟虑的请求。我们正在请求的並不是一个形

式。它是一个实际。多少並不重要，需要花足夠多的时

间安靜和使我们的信心成為实际的管理著我们。有一些

人比其他的人已经需要较少的时学会了进行这种接触，

而且能保有它。 
 

 

 
 



 

我们每天应该坚持在固定时间和神有事实上的交通、及

有祂的真理真正的分配给我们的实际。这意谓著要花足

夠多的时间到忘记手表，时鐘，和闹鐘的响声。也就是

花足夠多的时间甚至到忘了时间。  

 

     你问我，要花多少时间？我不知道。我知道这意谓著

足夠多的时间去忘记时间(的存在)；我知道这意谓著有

足夠多的时间去遇见神和听到祂的声音，及確定我们听

见它。我们不是正在请求一个形式，但要有一个实际。

我们不是正在请求你可以能夠說，你已经每天花了你的

三十分鐘或四十分鐘在学习圣经和祷告上，但我们宁可

你能夠說：『我创造了有利於神对我說话的條件，和让

我听到祂的声音的有利條件。每一天我遇见祂，和祂有

个人的交通。我不再一样。这是一个实际。』 

 
     如果基督發觉这时间是有必要的，或甚至是渴望的，

不要匆忙的花时间单獨的与天上的父神在一起，你和我

怎能承担这风险不做这一生之久的练习呢？神禁止我们

应该这样做！ 
 

 

 

 



 

 

 
注释 C 

 
开西大会在宣教工作上的影响 

 
在簡介中，我们有许多、在身边有困难的宣教者告白，

而他们失败的地方是在於这样的需要属灵效率。靠着神

的美意，国际宣教回顾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 

在十月的期刊中，给了我们许多的接收到和証明了恩典

的告白。这些都可以在斯隆先生的文章中找到，他的文

章名為『开西大会在宣教工作上的影响』。      

 
     在回答对那些已经在宣教场被『开西』所引导的人呼

吁要得到的信息，他接到了约六十封信的问答，而正是

从这些告白的人所来的。      

 
     一个现在已经在中国二十六年的人写道：『就是在 

1985 年在开西主遇见了我，祂是这样的启示了祂自己，

以致於所有其他的事似乎都是在第二位』。      

 
     一个现在已经在南非工作二十年的宣教士，在 1889 

年参加了这聚会。有一件事他不要去做的就是变成一个

宣教士。第二年他再参加了，而学习到神的旨意必须在

每一件事上被接受，而最大的益处会因完全放棄的这條

而来。 

 



 

     在 1891 年，一位牧师在这週中已经学习到，圣洁的

路意谓著絕对的和完全的顺服，而准备好了这高兴的回

应：『主，我可以去吗？』从那时开始，他已经在印度

努力工作了二十一年。     

 

     在同一年，从苏格兰来的学生中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工

作。唐纳德弗雷泽先生写道：『我是完全不同意大会，

而在星期三我对讲道的类型变成了比以前更加的生气。

但在黃昏的聚会时，一个有能力的道德失败的感觉来到

了我身上，而在那个晚上，我把自己交给了神，而相信

了。』他然后继续說到这大会对苏格兰的自愿者的传教

士聯盟的影响。人们在国外禾场的宣告，是基於对神旨

意的完全顺服；裝备对基督是一位完全的救主，和被圣

灵所佔有的知识的需要，是连续的被强调。『开西的大

会是在我们的大学所建立的，有使学生运动成為可能的

气氛。男人们被引领到更完全的奉献给基督，和一个更

大对救赎价值的升值，而因此引领他们到確认他们对世

界有的讯息，和他们有义务和特权去宣佈它。』 
 



 

     在 1892 年，桑顿道格拉斯参加了这大会。他的自传

顯示出，就是在那里，他得到了基督是活的一位，和祂

內住能力的完全的內心的異象。这使得了他生命的整个

未来是这样的不可思议。     

 

     一位在中国从事教育工作的宣教士告诉我们，她第一

次参加在 1899 年的开西。『在以前，我对基督的知识

仅仅是把祂作為救赎者，而不当祂作王。对我作為基督

徒的生命完全的不满意引导了我到了开西，而在那里我

的眼睛开了，看到了以前我从未把基督当作王来欢迎。

和这个启示也一起来的是內住基督的启示，是我们每一

天生活中得胜的秘诀，和满有圣灵是在事奉中能力的秘

诀。』      

 
     当一系列在愛丁堡的开西会议有果子时，一个人这样

写道：『在非洲和印度两者，特別顯著的是在印度学生

当中，他们有强烈的道德抱负和一个沒有能力去实现它

们的羞辱和令人沮丧的意识，我已经找到了从罪的权势

中释放，是有效的說服人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讯息，即使

是接受意谓著巨大的犧牲。这不仅仅是、这些人寻找一

个单纯的宽恕，更是要从他们罪中有一个实际的救

赎。』 
 



 

     一个苏格兰的宣教士在下列写道：『我已決定开西的

教导只是对那些宗教属於情感的人有帮助。我认為一个

人是有可能的成长进入、我已听到的这样一个有福的生

命；但一个人能借著一个固定信心的行动而进行这生

命，我认為理智上是不可能的，並且这是和圣经的教导

是予盾的。但一天晚上，我獨自进入了我在亚伦桥的房

间。所有的叛逆思想都从我身上脫去，而神的平安和喜

乐管制著我，而从那时到现在，虽然经历过许多黑暗的

时期，这从来就沒有离开过我。』然后她加上說她在非

洲的工作：『我相信如果沒有圣灵的使我能和保持能

力，不论是我的健康情況或我的勇气，都不可能面对我

已经生活在这里的生活压力。』从马达加斯加来的一封

信包含了下列說的：『我约在二十年前只参加了一个大

会。我在那里学的，从那时起就已经影响我作為在宣教

场上的主任的生活和工作。它使我去寻求和渴望一颗清

洁的心过於一切，在这清洁的心中圣灵可以居住，而从

那里可以命令我整个生命，在祂国度的扩展在異教徒的

土地上，执行神的旨意。』 
 

 

 



 

      一位在埃及的工作人员把他自己有兴趣於宣教工作归

於这大会，而且加上說：『它提供了这正確地听到呼召

的心态，在其中等待的气氛，和基督超越的愛的知识的

驱动力，这使得我们在喜悅的单纯中跨出去。』    

 

     在现在这时刻，当注意力正在重新转向宣教的动机这

问题，最好再次指出它本质上在於上帝的愛在祂儿子的

犧牲中，这样的提出了，以要求並召喚祂的仆人们，在

他们的生命中有相应的犧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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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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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吸引训练於古老的文明中的有思想的人的注

意，我们必须強迫他们意识到，我们的所信仰的供应我

们一个来源和生命的泉源，且比他们古老的宗教所给他

们的更丰盛和更有效。这只能借著被模成基督耶稣的相

似的见証而完成。 
 
 

 



 

     这想要传福音给那些对福音能力尚陌生的人的宣教

士，必须首先去行出一个完全模成和耶稣基督相似的生

活。只有在他能在自己的生活中並通过自己的生活彰顯

出基督的品格时，才能成比例的使他的听眾能听到福

音。     

 
     基督的死对我们的救赎有用，因為这是祂於神和於人

最里面的內心表达，表示出祂完全的顺服，祂伟大的谦

卑，祂的怜悯和愛的仁慈。基督看不见祂(灵)魂的劳

苦，而能满足於直到祂看见祂的犧牲结果的时候，这果

子就是在我们心中有各从其类时。所以在最深的意义

上，基督的个性是这启示，每个宣教士就是被这启示所

委託，这是真实的。只要他能尽他所能的在他们的眼前

『活出基督』，他才能帮助他的羊群了解他的讯息。有

些时候我们在禾场上的代表们，只是因為我们使得他们

成為这样，太经常的隐藏了基督，而基督正是他们愿意

付出生命的代价去顯示的。这就是容忍一个不是在我们

的生活中要有和基督相似的标准时，会減弱了寶血的诉

求。这就是我们在本他的人，在宣教的准备的方法上，

构成了主要的困难。 
 
 



 

     如果深厚而严肃的挑战现在正落在教会上呢！这挑战

就是去証实我们的信心实在是我们的生活，而神的国度

对我的来說是至高无上的实际和终极的事实。如果我们

的宣教士将是适合和完全地准备去『使这世界信服』，

他们必须从基督的圣灵在明顯工作的教会中出来，在这

样的教会中的完全的个性和生活，福音是连续的和无可

爭议的被証明，就是这『神的能力进入了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