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更指引                   史伯诚 着 

第一章 晨更的重要 

我们所说的「晨更」这一个词的意义，乃是指着基督徒清晨起来，在神面前领受

属灵的交通和属灵的粮食，那一个安静的时间而说的。有经历的人都要为我们指出

来，这是属灵生活成功的秘诀和根基。今日多少圣徒属灵生命的失败、软弱；多少

人一直觉得基督徒做不好；多少人在神手里经过了多年仍是非常贫穷；细查他的原

因，一点不在于重大的事，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晨更的问题没有对付好。晨更一直弄

不好，是教会以及圣徒个人一个致命的亏损。 

  一、  早晨是神定规分赐属灵粮食的时间 

早晨是神定规遇见祂的儿女，把属灵的粮食分给祂儿女的时间。为甚么基督徒清

早起来，到神面前是一个大的祝福？因为清晨乃是我们朝见主，遇见主的时候；且

是 好的时候，是与主来往，与主交通 好的时候。在旧约以色列人是清早起来拾

取吗哪，太阳一出，吗哪就消化了；这就是说：神定规在每日早晨的时候，把属灵

的粮食、圣洁的交通分祂的儿女；谁来迟谁就得不着。在一天的日子中，你早晨晨

更的情形如何，要决定你这一天的属灵光景；特别在开始跟随主的人身上，这差不

多像一个定律一样不可更改。 

  二、  早晨是复活的象征 

在圣经里面，早晨也是复活的一个象征。清晨起来，甚么都是新鲜的，甚么都是

安静的，甚么都是满了朝气的。这是何等美好的时候。我们该早起来！趁着世事世

人还没有玷污我们，来到神面前朝见这一为荣耀的大神；用歌声向祂赞美，用祷告

和祂交通，用心灵享受祂的同在，把我们的爱情献给祂；也从祂领受丰满的恩典。

晨更，实在是我们 有福，也是 享受的时刻。 

  三、  神圣的呼召 

神创造人，就是以人为祂交通的对象。神儿子的道成肉身，经过死而达到复活的

境地，就使神与人的交通成为一件实际的经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件稀奇的

事！并且是在所有神圣的事物中， 令人惊奇的事实之一：就是这一位创造宇宙的

神，这一位荣耀伟大的神，祂竟然寻求、渴望、并且是宝贵与我们这些微小的人有

交通。父神的心乃是当我们和祂有交通时，才得着满足的安息和快乐。这真是远超

过我们思想所能领会的事。『因为父寻找这样的人敬拜祂』（约四章二十三节原文）。

但愿父神这逾格的恩典，使人惊异的爱，感动我们的心，天天早晨热切地来寻求祂

的面；因着神人这样神圣的交通，使父的心和儿女的心，一同感到满足和快乐。 

主耶稣经过复活而进入圣灵里面，一面祂是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一面也因

着祂无穷生命的大能，借着圣灵领我们进入祂自己的里面。今日复活的主耶稣，祂

正是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我们吃的、喝的、一切的供应和喂养，都在复活基督里

面。为此主复活升天后，就向我们发出一个有福的呼召：要召我们进入至圣所。在

这里，祂要使我们与神的交通成为实际，并且不间断的经历；在这里，祂要使自己

一切的丰满，成为我们的供应；在这里，祂要用祂神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



我们满心感觉祂同在的喜乐；在这里，祂要使祂自己的生命，渗透溶化在我们的生

命里面，使我们荣上加荣变成主的荣耀形像；在这里，祂也是我们的避难所、坚固

城，使我们能脱离一切的风波攻击，和撒旦的试探。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

们能看见这是一个何等有福的境地！主的心是那样的迫切向我们发出呼召，要我们

进到祂面前。主正等待着要向我们涌流祂的恩典。但愿我们真能从深处答应这个神

圣的呼召，使我们每早晨在主面前的这个时刻，成为每日能力、喜乐、供应的泉

源。 

  四、  主耶稣及神众仆人的榜样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可一章

三十五节）。就是神的儿子在地上为人的时候，祂也是在清晨就起来，和父神相交。

就是历世历代神所使用的众仆人，都要向我们作见证：晨更的交通，实在是基督徒

属灵能力的泉源，属灵生活成功的秘诀。 

第二章  如何守晨更 

我们要开始说到如何守晨更。认真说起来，关于守晨更这件事，各人的经历、习

惯和情形亦每不相同，并且也很难找出一个典型的例子，以求其一致。我们在这

里，尽所能的、广泛的说到晨更时间内我们所能有，并且所该有的各种情形；不过

我们请读者先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下面所说的一切事，每一部份都是独立

的，重在说出它里面的属灵经历和意义，以帮助弟兄姊妹进入晨更的实际。在这里

并没有一定次序的先后。当我们实行时，究竟先该作甚么，然后再作甚么，并没有

一定的规定。也不一定每次都会全有下列所说每一种情形。当你实行时，完全是活

的，是自由的，完全是在于当时里面的感觉和圣灵如何带领。 

一、清晨的朝见----赞美和敬拜 

（一） 赞美 

早晨 要紧的一件事：就是要在这位荣耀的大神，和慈爱的救主座前，献上我们

蒙恩者的赞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赞美乃是蒙恩者伟大的权利和本

分。神的宝座，乃是神在宇宙中的 高点。但是神的宝座乃是建造在祂儿女的赞美

上面；神的名字、神的自己，乃是因着赞美的缘故被高举；为此没有一件事，使神

的心得着满足和喜悦像赞美一样。 

另外一面，赞美也是蒙恩者的特点、记号和途径。许多人都会祷告（连罪人都会

祷告），但只有蒙恩的人才会赞美；只有蒙到主洪恩人，才会发出赞美；只有看见

神慈爱、能力、荣耀、伟大的人，才会赞美；并且是真实的赞美，也 能带进神的

同在，使我们的灵新鲜，刚强进入神圣的境地。 

有一件事，是我们必须在主的爱里，恒久操练并且学习的；就是早晨一醒过来，

记住！切勿让在主之外任何的思想，任何的人、事、物先主而进入你的里面。早晨

一醒来，就该让主是第一位进到我们里面来。 

醒来的时候要操练立刻、并且是那样自然的，把思想停留在主的身上；想到主的

慈爱、主的荣耀、主的恩典和作为。并且觉得这是何等喜乐、严肃，我们即将去朝



见这一位神圣、可爱的救主，这样你里面就要充满了赞美的感觉和意念。这是晨更

一个良好的开始。 

要谨慎！也不要用你第一个思想去分析自己败坏和不配；或者去考虑主的事奉和

工作；或者去研究，注意圣经里面的真理。这一些都会使你的灵爬不起来。第一个

思想，必须是想到主的自己。我们的对象是主；我们的中心是主；我们的满足和爱

慕是主。我们真像一个佳偶一样，像一个孩提一样，除了良人和慈母之外，还有甚

么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呢？但愿每早晨在我们里面真有一个感觉，像雅歌里面那个女

子一样，向主叹息：『愿祂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愿你吸引

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真的，在清晨当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这样停留在主

身上的时候，赞美就要在我们里面涌流出来。 

在这时，或者可用一首合适的诗歌，来帮助我们吐出里面的赞美。诗歌对我们有

一个很大的用处：就是能帮助发挥并扩大在我们里面赞美的感觉。许多诗歌都是圣

灵经常并且特别使用的。若是在早晨，我们能很自然的（不要勉强去找寻找）找到

一首，对于我们里面的感觉很合适的诗歌，这实在是一件好事；你不要大声去唱

它，只是柔细的，深沉的来到主面前，向祂唱出你的赞美；把你自己溶在诗歌里

面，把这首诗歌就当作你的化身，你这样唱诗，你的灵就要迅速高昂强壮。 

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话语来发表你的赞美，但是要注意，赞美虽需要用话语

来发表，却一点不重在话语，只重在里面有赞美的感觉和心情。要用感恩的心，照

着里面对主的感觉，在主面前发表我们的赞美。有些时候，当你只有赞美的感觉，

而找不着话的时候，你 自然的伏在主面前，在赞美的意念里，默默无声的赞美

祂，这也是很好的赞美。这样就会使我们的灵新鲜、喜乐、高昂，并且带着主丰满

的同在。 

（二） 敬拜 

  敬拜是受造者在宇宙中间在神面前， 大的荣耀和福分。就神说，乃是受造者

所能给祂的 高的荣耀；就我们说，乃是使我们的灵和神有 真实的接触，而使我

们摸着祂圣洁的同在。 

  当我们想到神是如何的一位神，祂是如何伟大、如何荣耀、如何庄严和属于祂的

一切的奇妙时，我们就会自然觉得，自己是何等渺小的一个受造，而今在祂面前却

蒙了何等大的恩典；这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俯伏在神面前，站在一个受造蒙恩者的

地位上，给这位荣耀伟大的神以祂当得的敬拜。这是敬拜的开始和动机。 

  敬拜和赞美一样，也是蒙恩的一个结果。当圣灵把神的自己开启在我们里面的时

候，我们看见了神的荣耀，并感到我们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或是感觉我们和

神是那样的近，那样深沉的觉得祂的同在，如同和祂面对面一样时；我们就顶自然

要俯伏在主面前，在庄重肃敬静默里向祂低头敬拜，从心里尊主为大，把祂放在作

主的地位，以该得的尊敬、权柄归给祂。这是敬拜的意义。 

  但是敬拜的实际并不在于外面的仪文和态度，只在于我们的灵和神中间那一个真

实的接触。每一次当我们觉得神的同在，我们就在神同在的感觉中，用我们的灵来

安静的接触神自己，这一个就叫作敬拜。这是在晨更中 神圣 安静的时刻，也是



我们 有福 享受的经历。只有和神自己真实的接触才是敬拜实际。 

二、爱的晨祭----奉献与顺服的表示 

（一） 逐日更新的奉献 

当我们这样赞美、敬拜朝见主的时候，当我们的灵这样感觉主的同在，并觉得祂

的爱是那样新鲜，柔细的停留在我们身上并激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在主的同

在和主的爱里，再一次把自己献上，作为清晨献给主的一个馨香的燔祭。 

按旧约的记载，在圣殿里燔祭是天天在神面前献上的。这一种祭称为馨香的祭；

是 蒙神喜悦，并使神饱足的。我们天天早晨的奉献，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所献上的

馨香的祭物；并且这样的奉献也是我们蒙恩的一个途径。 

奉献乃是我们向着主一个爱的表示；把我们的爱情献给祂，把我们自己归给祂；

告诉主说：我们的心深知祂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的心也是何等爱慕祂；我们是永

远属于祂的，我们全人每一部分、每一角落，都是属于祂的，凡我们所是、所作、

所有、也都是属于祂的；我们何等愿意，把我们自己并属于我们的一切，再一次没

有保留、没有限制，完全彻底的奉献在主的手中。 

虽然许多人，早就已经把自已一次而永远的奉献给主过，但是每日早晨，我们仍

当更新我们的奉献，重申我们向着主奉献的心愿和爱情。这样作常使主的心觉得满

足和喜乐，也使我们能更多享受主新鲜丰满的同在，并题醒保守我们的生活一直在

奉献的实际中。 

（二） 逐日维持的顺服 

在这时， 要紧的一件事，就是要使我们的意志降服于主。要有一颗迫切，并且

渴慕愿意顺主的心；并要告诉主说：我们的心是何等愿意顺服祂，何等渴望能顺服

祂；我们不要别的，只要主的自己。我们愿意舍弃自己的一切来顺服祂，并且听从

祂的命令和旨意。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在我们身上 大的一个要求，就是要得

着一个柔软的意志和顺服的心。没有一件事能使主喜悦比得上我们对祂的顺服的态

度。 

约翰福音十四、十五、十六三章圣经特别题到主在圣灵里面的爱、主的同在、主

的显现和主的丰满。但是在这中间同时一直反复注意到一件事，就是我们的顺服：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

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主的爱、主的同在和

主的显现都是借着我们的顺服带进来的，请仔细读主的话，这是主给一切顺服的人

大的应许和福分。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惟有顺服是爱的 高并且是 真实的表

示。但愿逐日早晨，我们都带着一颗顺服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享受祂的爱情、同

在、显现和丰满。 

但是要小心，不要让我们的顺服仅仅是一些话语和外面空洞的表示，这样就成了

毫无意义的事，并且也不会得着主的回应。我们必须着重有一颗真诚愿意顺服主的

心。不必去想到太远太大的事，我们必须把这一天，就是今天这一个日子交给祂。

愿意用这一天来顺服祂。在大小的事上，在每一件事上，逐日逐事都愿意顺服祂。



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有经历的人，都知道顺服并不是一个痛苦的经历，顺服

乃是我们 甜美 有福的蒙恩经历。因为主的自己就是顺服的报偿和答应。 

为此，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心敞开，毫无遮蔽、隐藏和保留的来接受主的光照和检

点。若是就在这一时刻主对你有甚么要求和命令，让我们务必不要在顺服这件事上

失败；要因着爱的缘故降服答应，即使这一个答应要使我们有所损失也在所不惜。 

虽然我们在实行上也常有软弱和失败的经历，但是这些并不很严重。 要紧的仍

是我们的心要告诉主，虽然外面有失败，但是主知道我们的心却是何等愿意顺服

祂。所以在一切失败中再一次献上自己，愿意在这一日中来顺服祂的心意。 

三、宝血的能力与认罪的必须 

在晨更交通中，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认识宝血的能力和认罪的重要。 

  我们永远不能带着一颗定罪的良心来到神面前。甚么时候良心一有亏欠，或有

了定罪的感觉，我们和主中间的交通就被隔绝了。但是另外一面，当我们进到主

面前时，却难得不发现我们的过错，亏欠和败坏的光景；因为主就是光。主的生

命就是我们里面的光，为此我们越亲近主，.就越会发现自己的黑暗和难处。 

  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当我们在主面前一切所感觉的亏欠与失败，

都要在主的光中一一承认，求主赦免并洗净。 

  我们这样认罪，我们的态度不是消极的乃是积极的。不是灰心，乃是充满了盼

望；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的软弱不过是显明我们的本相。我们在主面前原是赤露

敞开的，但是我们的眼睛却是注视主的宝血，而不是注视我们的失败。主的宝血

有绝对的功效，有无限的能力，能洗净我一切的罪愆；因为经上说：『我们若认

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约壹一章九节）。 

  为此在主光中认罪时，虽然我们的心伤痛、难过，但认罪后圣灵却常带给我们

平安、舒畅、喜乐、明亮的感觉，且满觉得圣灵膏油的涂抹；因为宝血在那里，

膏油也必涂在那里。为此在晨更时间，在主的光照中，学习认罪的功课也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越会认罪的人，就越和主有交通；越多认罪的人，祂属灵生命就

越新鲜，刚强并且敏锐。 

  但是要注意，认罪乃是根据于主的光照和我们里面的感觉，而不是出于我自

己的反省和分析。所有的反省和分析，都是 伤害属灵生命的。并且我们是只

接受主的光照，不接受撒旦的控告。然而这两者之间的分别在那里呢？这是一

件很不容易说的事，但是慢慢我们会在经历中学习知道，所有出于主光照的显

明和责备，结果都是叫我们摸着生命，觉得膏油的滋润，并且认完罪之后，会

觉得一身轻松，心里充满了平安和荣耀的盼望；而出于自己的反省和分析，或

出于撒旦的控告，结果却完全相反，越认罪越觉得必瘪气、觉得枯燥、下沉、

摸着死亡，并且越认越使自己沉在失望和灰心的感觉里面。 

四、进入交通 

在晨更时间中，当我们的心灵已进入主的同在时， 重要的一件事，并不在于 



我们用许多的话来祷告，而是需要我们用心灵来享受与主中间的交通。这是晨更时

间中 主要的一件事，也可说是晨更 重要的目的和意义。 

当我们在灵里正觉得主同在的甘美，尝到圣灵膏油的滋润，觉得主亲切的同在 

那样实际的包围着我们，就在这一个神圣的时刻，是 需要我们安静的时候。交通

的感觉是何等的柔细，神同在的境地是何等神圣，需要我们用何等安静的灵和柔细

的感觉等候在主面前。请记住交通的时刻是一个安静的时刻。 

在这一个时候，千万不要急着开口祷告，更不要用许多话来祷告。这时我们的 

心灵和心思要脱开一切属于事物的思想，就是 好 属灵的事物也不如容它侵入我

们里面，介入我们和主中间，因为现在正是我们和良人面对面的时候。这是一个神

圣的时刻，要让我们的心和灵完全、单纯、专一的向着主的自己敞开。我们要来

摸、来尝、来享受神同在甘美的滋味，并且让圣灵爱的膏油，逐渐逐渐继续不断的

倾倒到我们的灵里面来；也让我们越过越深的沉浸在神自己里面，呼吸在神自己里

面，而与神在灵里有亲密的连结。 

罗马书五章五节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这里『浇灌』两个字应该翻作『倾入而逐渐满溢』，这正是说出晨更时我们在交通

里享受主爱的经历。当我们或者歌唱、或者敬拜、或者祷告、或者在清晨亲近主时

我们灵里会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奥秘的、柔细的、甜美的感觉，使我们觉得灵里滋

润、平安、喜乐、饱足。就在这一个感觉里面，我们的灵会觉得主是那样的亲近、

宝贵并且可爱，而使我们爱主的心也油然而生。就在这样一个爱的交流中，圣灵膏

油的倾入，就慢慢增多并且浓厚起来，直到把我们整个心灵都充满。弟兄姊妹，这

就是神的交通和同在。神的同在并不一定要有感觉，但另一方面，神的同在确是常

常会带给我们感觉上的享受和满足的。但是要小心，我们切不可把我们的注意转向

去追求那些感觉。甚么时候我们的心去追求感觉，甚么时候感觉就没有了，并且反

而使我们落在枯干的试炼里面只有当我们的心完全，并单纯向着主自己的时候，主

才会带给我们 大的喜乐和满足。 

  我们在说到晨更中与神交通的时候，不能不题到感觉的问题，但是我们实在又很

怕题到感觉的问题，因为这里有一个相当大的试探，会引我们的心离开主而去注

意、追求这些感觉。若是这样，就要使我们的属灵生命遭遇很大的挫折和伤害。为

此当我们题到感觉的时候，我们务必要题醒说：这一些只是在亲近主时自然的结果

和现象。我们再说，我们的心必需单纯、清洁的向着主，并且爱慕主的自己。 

  诗篇说：『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诗六十三篇五至

六节）。『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

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诗三十六篇八至九节）。『你们要尝尝主，便知道祂是美

善』（诗三十四八节原文）。这些话都是说到我们进入与主交通里，享受主的情形。

为此当我们的灵接触主，进入和主的交通里，我们就该停下我们的祷告、话语和一

切心思的活动；因为这时候是 需要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是在主的同在里面呼吸

主的自己，饱尝主的自己，让祂同在膏油逐渐逐渐浓厚以至充满在我们心灵里面，

让祂用祂神圣的生命，超凡的爱情，来溶化我们、浸透我们、包围我们。 



  有时因着心思的散漫或其他的原因，时间稍微长一点，就会觉得神同在的感觉有

一点沉下去；这时就需要用一些交通祷告的话语来提一提。这一些祷告一点也不重

在祈求，仍是重在赞美、感恩、奉献，把我们散漫的心思再收回来，像主表示我们

对祂的爱和顺服，并接受主的要求。这就会帮助我们再一次投入主的怀中，让主同

在的膏油再度逐渐浓厚起来。 

  这样交通的时间越久越好。当我们在清晨吃饱喝足的时候，我们在这一天的时光

里才能满有属灵的力量。在起头时，也许会遇见一些困难，但请你切勿灰心、放

弃；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何等有福、何等奇妙、何等甘甜的经历；如同作

诗的人所说的：『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诗六十五篇十一至十

二节）。 

一  无别声音破此岑寂，无别踪迹将此光景侵； 

只有祂美丽  宝贵的自己，和祂亲爱的声音。 

和  宝贝的救主！  亲爱的耶稣！ 

    可否求你向我说出：你曾为何故、你究是何如、在这安静属天处？ 

二  安静之中有祂莅止，有祂向我私语声音审， 

    将我带内室，向我表意思，说祂是我的爱人。 

三  在此就是天的宫禁，不许有声音一切安静； 

    我喜乐来近，我渴求来饮，你肯表露的爱情。 

四  在这敬拜安静之中，主耶稣我是不敢动弹， 

    恐有音失踪，恐有语落空，我失你爱的片段。 

五  我魂当息我心当足！你已达到 高快乐天， 

    安卧你救主  亲爱的胸腑，注视祂的亲爱面。 

五、属灵粮食的供应—读经 

在早晨，需要在交通中得着圣灵活水的供应，也需要在神的话语中拾取属灵的吗

哪作我们的食粮，成为我们一天生命、能力的泉源。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

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四章四节）。在主这一句简单的话里面，实在

满了属灵的意义和教训。地上的食物如何对一个天然生命的存在、维持与强壮，是

不可或缺的；照样，神的话对于属灵生命的重要也是如此。但是请我们记得，这里

所说的神的话，不是指印出来、写出来的死的字句，而是指在神口中说出来的活的

话。我们若光凭头脑来接触圣经外面的字句，并不一定能得着属灵食粮的供应；只

有当这些话在神口中，向我们的灵里重说一遍的时候，我们才得着了丰富的灵粮。

哦，但愿在清晨，当我们正屈膝在施恩座前的时候，常能听见那在二基路伯中荣耀

者口中活泼的话，好叫我们每日能在生命的新鲜和能力中行走在这地上。 

食物如何不是为着分析、欣赏、研究、观摩，而只为着吃的；照样我们对神话语

的的态度也是如此。『耶和华万军之神阿，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

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耶十五章十六节）。『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

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诗一一九篇一○三节）。『人子阿，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



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结三章三节）。食物不仅是需

要吃，而且是需要天天吃的，不然生命就不会长得正常强壮；照样，我们属灵生

命，也需要神的话天天来喂养。 

我们如何能吃神的话呢？要明白这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清楚神的话究竟是甚

么。 

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六章六十三

节）。主的话和主的生命、主的灵是不能分的，主的话就是灵，也就是生命。但

是，这里所说的主的话，仍旧是指着从主口中说出来的活的话。有的时候，我们来

读主的话，并不觉得灵和生命，因我们不过是凭着我们天然的思想来接触印在纸上

的死的字句。但有的时候，我们来读主的话时，这些话在圣灵境界中活起来了，就

叫我们满觉得灵和生命。我们必须摸着了这一个活的话，我们才能摸着灵和生命；

我们才能有吃主的话的经历。 

主的话就是在运行中的主的自己『神的话是有生命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

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

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祂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

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来四章十二至十三节）。这又是一处很重要的圣经。在这

一节圣经中，前面所说的『神的话』，就是后面所说的『与我们有关系的主。』当

神的话满带着生命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运行时，这一个在运行中的话，就是主的自

己，且是那位『与我们有关系的主。』若是我们只和圣经的字面接触，虽是在读神

的话，却并不觉得遇见主自己。只有当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满带着生命、能力运行

起来时，我们才能遇见主自己，我们才有吃主的话的经历。 

我们如何来吃主的话呢？ 

我们若是真看见了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主自己之后，我们就能恭敬

的、严肃的、带着渴慕的心情，来到主面前读主的话，正如同婴孩渴慕那纯净的灵

奶一样。在这样的心情中，主的话就要向我们显为那样满了新鲜的生命。 

我们若真是知道肉体是无益的，凭着天然的思想我们绝不能接触神话语的实际，

我们就要停下我们的思想，而在灵里，在深处、在和主的交通中，来读、并来摸主

的话。主的话才能成为我们属灵的粮食，使我们灵里饱足，得着属天的能力。 

然后，我们要在向着主的话，敬畏并渴望能顺服，接受主的命令和要求的心情

中，来读主的话。这样，主的话才能在我们里面流通运行，并且满带着生命、光

照、能力，而使这一个话对我们成为『有功效的』话。 

当我这样来读主的话时，当主的话正在我们里面活泼运行起来时；或者滋润，或

者加力，或者光照，或者责备，或者要求，或者命令，这时，我们就要停下来，切

不要读得太多太快。（这仅仅是指着在晨更中读经的态度。）要让这一句已经在灵

里活起来的话，反复再在灵里来读它，让它无阻的运行在我们里面，作工在我们里

面，膏抹在我们里面。 

有些时，正当主的话成为光照时，我们就该认罪；正当主的话来滋润加力时，我

们就当赞美；正当主的话成为命令和要求时，我们就该顺服和答应；正当主的话向



我们开启，叫我们认识祂的自己和祂心意一时，我们就该加上追求的祷告。 

这样当我们在早晨读完了主的话起来时，我们真的好像饱餐一顿一样，觉得那样

的新鲜、明亮、刚强、满足。但愿我们真能长久学习这一个有福的功课，天天让神

的话更新我们的力量，使我们能进入更丰盛的生命中。 

六、代祷的工作 

在晨更时间， 后一件事也是 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代祷。当我们的灵因着属灵 

的粮食和圣灵的活水得着了饱足、刚强之后，我们该好好用一段时间在主面前作代

祷的工作。前面所说的一切都是我们在主前的享受，只有代祷才是我们在主前的事

奉。我们该永远记得所有的享受都是为着事奉，为此代祷的时刻是晨更时间中 神

圣、 严肃的时刻。 

在这一个时代中，主的心何等迫切要把祂的旨意带到完满的地步。罪人的得 

救，圣徒的蒙恩，教会见证的复兴，仇敌权势的被捆绑，诸天之国的降临，在在都

需要我们在祷告中与主同工与主同心。代祷是我所有事奉中 大的事奉， 真实的

事奉。代祷也是主向我们 大的要求和命令。但愿有更多神的儿女看见主需要的迫

切，接受代祷的负担，使主的见证得着复兴，使主在地上得着亨通的道路。 

      代祷是主耶稣伟大的职事 

  「散了众人…，祂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祂一人在那里」（太十四

章二十三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约十

七章二十节）。『凡靠着祂进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为祂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来七章二十五节）。 

  在主今日所作的一切工作中，有一项极重大的工作，就是代祷的工作。升天的基

督在属天的境界内，在父神面前祂特别被称为代祷的主。代祷不仅是主的一个 伟

大的职事，也是主独一的神圣职事。因为只有主有这一个地位、能力，长远活着为

我们祈求。太十四章二十三节是一个大的豫表。在主离开门徒们升天之后，门徒们

独自留在地上，这一段黑夜的时期中，是何等的艰困，何等的危险。但是不要紧，

整个夜里主在山上一直为门徒祷告。这正是描写今日主在天上伟大的代祷职事。约

翰福音十七章更是明说，主代祷的范围和对象就是门徒，主不为世人祷告，只为门

徒祷告，并是整夜在神面前为我们儆醒着。今日我们能过属灵的生活，能得属灵的

能力，能胜过仇敌的攻击，能经过各种的试炼，都是因为有主作我们的代祷者。今

日有多少圣徒在下沉灰心中莫名其妙的得着了复兴，在跌倒软弱中奇妙的得着了扶

持，迷途流浪中奇妙的得着了指引，病痛失望中奇妙的得着了医治激励，都是由于

主代祷的工作。哦，弟兄姊妹，我们是何等有福，因为有主负着我们的责任，我们

今日所得的一切恩惠，都是由于主伟大的代祷职事。 

      代祷的呼召和命令 

  『我劝你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提前二章一节）。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雅五章十六节）。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约壹五章十六节）。 

  『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

至于我的众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赛四十五章十一节）。 

  第一我们必须清楚知道，代祷既是主独一神圣的伟大职事，今日主向我们发出代

祷的呼召和命令，这是主把我们放在祂自己的地位上，叫我们联合并有分于主耶稣

升天地位中伟大的职事。这实在是主高举了我们，提拔了我们。代祷是我们一切事

奉 尊贵、 荣耀、 有效事奉。一切其他的事奉它的能力和果效都是有限止的，

只有祷告所发的能力、果效以及所及的范围（时间和空间）都是无限止的；一切其

他的事奉都是间接的，只有代祷的事奉是直接的，并且代祷是一切事奉的根基和后

盾。一切其他的事奉都可能失败，只有代祷的工作永不失败。今天升天的主 需要

得着的，就是我们能因祂的呼召与祂一同来尽代祷的职事，让主能得着道路，得着

地位，作无限量的工作，直到祂的旨意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 

      如 何 代 祷 

  『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
（罗十五章三十节）。 

  代祷的条件在于舍己  代祷是一件伟大的工作。但这一个工作，并不是每一个

人都能作的，一个活在自己里的人不能代祷，一个专爱自己的人不能代祷，一个心

被自己的需要充满、占有的人不能代祷，只有一个舍己的人才能答应主代祷的呼

召，尽这一个有福的职事。 

  代祷的根据在于负担  一个对于主心意和工作缺少属灵负担的人不能代祷，代

祷的根据是出于我们对于主见证的负担。 

  代祷的能力在于圣灵的爱  只有一个满有圣灵之爱的人才在代祷的工作中大有

能力，保罗劝弟兄们代祷时说「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和圣灵的爱劝你们。」但愿我

们真能因主爱的激励，不仅为弟兄祷告，也为仇敌祷告，为那逼迫、凌辱我们的人

祷告。但愿主的舍己的生命，舍己的爱能在我们的代祷中得着 丰满的表现，能为

主的见证带下无限的能力和祝福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