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更指引                   史伯誠 著 

第一章 晨更的重要 
我們所說的「晨更」這一個詞的意義，乃是指著基督徒清晨起來，在神面前領

受屬靈的交通和屬靈的糧食，那一個安靜的時間而說的。有經歷的人都要為我們

指出來，這是屬靈生活成功的秘訣和根基。今日多少聖徒屬靈生命的失敗、軟弱；

多少人一直覺得基督徒做不好；多少人在神手裏經過了多年仍是非常貧窮；細查

他的原因，一點不在於重大的事，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晨更的問題沒有對付好。晨

更一直弄不好，是教會以及聖徒個人一個致命的虧損。 
 
  一、  早晨是神定規分賜屬靈糧食的時間 

早晨是神定規遇見祂的兒女，把屬靈的糧食分給祂兒女的時間。為甚麼基督徒

清早起來，到神面前是一個大的祝福？因為清晨乃是我們朝見主，遇見主的時

候；且是最好的時候，是與主來往，與主交通最好的時候。在舊約以色列人是清

早起來拾取嗎哪，太陽一出，嗎哪就消化了；這就是說：神定規在每日早晨的時

候，把屬靈的糧食、聖潔的交通分祂的兒女；誰來遲誰就得不著。在一天的日子

中，你早晨晨更的情形如何，要決定你這一天的屬靈光景；特別在開始跟隨主的

人身上，這差不多像一個定律一樣不可更改。 
  二、  早晨是復活的象徵 

在聖經裡面，早晨也是復活的一個象徵。清晨起來，甚麼都是新鮮的，甚麼都

是安靜的，甚麼都是滿了朝氣的。這是何等美好的時候。我們該早起來！趁著世

事世人還沒有玷污我們，來到神面前朝見這一為榮耀的大神；用歌聲向祂讚美，

用禱告和祂交通，用心靈享受祂的同在，把我們的愛情獻給祂；也從祂領受豐滿

的恩典。晨更，實在是我們最有福，也是最享受的時刻。 
  三、  神聖的呼召 

神創造人，就是以人為祂交通的對象。神兒子的道成肉身，經過死而達到復活

的境地，就使神與人的交通成為一件實際的經歷。親愛的弟兄姊妹，這是一件稀

奇的事！並且是在所有神聖的事物中，最令人驚奇的事實之一：就是這一位創造

宇宙的神，這一位榮耀偉大的神，祂竟然尋求、渴望、並且是寶貴與我們這些微

小的人有交通。父神的心乃是當我們和祂有交通時，才得著滿足的安息和快樂。

這真是遠超過我們思想所能領會的事。『因為父尋找這樣的人敬拜祂』（約四章二十

三節原文）。但願父神這逾格的恩典，使人驚異的愛，感動我們的心，天天早晨熱

切地來尋求祂的面；因著神人這樣神聖的交通，使父的心和兒女的心，一同感到

滿足和快樂。 
主耶穌經過復活而進入聖靈裡面，一面祂是藉著聖靈內住在我們裡面；一面也

因著祂無窮生命的大能，藉著聖靈領我們進入祂自己的裡面。今日復活的主耶

穌，祂正是流奶與蜜的迦南美地。我們吃的、喝的、一切的供應和餵養，都在復

活基督裡面。為此主復活升天後，就向我們發出一個有福的呼召：要召我們進入



至聖所。在這裏，祂要使我們與神的交通成為實際，並且不間斷的經歷；在這裏，

祂要使自己一切的豐滿，成為我們的供應；在這裏，祂要用祂神聖的愛，澆灌在

我們心裏，使我們滿心感覺祂同在的喜樂；在這裏，祂要使祂自己的生命，滲透

溶化在我們的生命裏面，使我們榮上加榮變成主的榮耀形像；在這裏，祂也是我

們的避難所、堅固城，使我們能脫離一切的風波攻擊，和撒旦的試探。哦！親愛

的弟兄姊妹，但願我們能看見這是一個何等有福的境地！主的心是那樣的迫切向

我們發出呼召，要我們進到祂面前。主正等待著要向我們湧流祂的恩典。但願我

們真能從深處答應這個神聖的呼召，使我們每早晨在主面前的這個時刻，成為每

日能力、喜樂、供應的泉源。 
  四、  主耶穌及神眾僕人的榜樣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裡禱告』（可一章

三十五節）。就是神的兒子在地上為人的時候，祂也是在清晨就起來，和父神相交。

就是歷世歷代神所使用的眾僕人，都要向我們作見證：晨更的交通，實在是基督

徒屬靈能力的泉源，屬靈生活成功的秘訣。 
 
第二章  如何守晨更 

我們要開始說到如何守晨更。認真說起來，關於守晨更這件事，各人的經歷、

習慣和情形亦每不相同，並且也很難找出一個典型的例子，以求其一致。我們在

這裏，盡所能的、廣泛的說到晨更時間內我們所能有，並且所該有的各種情形；

不過我們請讀者先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們在下面所說的一切事，每一部份都

是獨立的，重在說出它裏面的屬靈經歷和意義，以幫助弟兄姊妹進入晨更的實

際。在這裡並沒有一定次序的先後。當我們實行時，究竟先該作甚麼，然後再作

甚麼，並沒有一定的規定。也不一定每次都會全有下列所說每一種情形。當你實

行時，完全是活的，是自由的，完全是在於當時裏面的感覺和聖靈如何帶領。 
一、 清晨的朝見----讚美和敬拜 

（一） 讚美 
早晨最要緊的一件事：就是要在這位榮耀的大神，和慈愛的救主座前，獻上我

們蒙恩者的讚美。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要看見：讚美乃是蒙恩者偉大的權利和

本分。神的寶座，乃是神在宇宙中的最高點。但是神的寶座乃是建造在祂兒女的

讚美上面；神的名字、神的自己，乃是因著讚美的緣故被高舉；為此沒有一件事，

使神的心得著滿足和喜悅像讚美一樣。 
另外一面，讚美也是蒙恩者的特點、記號和途徑。許多人都會禱告（連罪人都

會禱告），但只有蒙恩的人才會讚美；只有蒙到主洪恩人，才會發出讚美；只有

看見神慈愛、能力、榮耀、偉大的人，才會讚美；並且是真實的讚美，也最能帶

進神的同在，使我們的靈新鮮，剛強進入神聖的境地。 
有一件事，是我們必須在主的愛裏，恆久操練並且學習的；就是早晨一醒過來，

記住！切勿讓在主之外任何的思想，任何的人、事、物先主而進入你的裏面。早

晨一醒來，就該讓主是第一位進到我們裏面來。 



醒來的時候要操練立刻、並且是那樣自然的，把思想停留在主的身上；想到主

的慈愛、主的榮耀、主的恩典和作為。並且覺得這是何等喜樂、嚴肅，我們即將

去朝見這一位神聖、可愛的救主，這樣你裏面就要充滿了讚美的感覺和意念。這

是晨更一個良好的開始。 
要謹慎！也不要用你第一個思想去分析自己敗壞和不配；或者去考慮主的事奉

和工作；或者去研究，注意聖經裏面的真理。這一些都會使你的靈爬不起來。第

一個思想，必須是想到主的自己。我們的對象是主；我們的中心是主；我們的滿

足和愛慕是主。我們真像一個佳偶一樣，像一個孩提一樣，除了良人和慈母之外，

還有甚麼能吸引我們的注意呢？但願每早晨在我們裏面真有一個感覺，像雅歌裏

面那個女子一樣，向主嘆息：『願祂用口與我親嘴，因你的愛情比酒更美。』『願

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真的，在清晨當我們的心、我們的思想，這樣

停留在主身上的時候，讚美就要在我們裏面湧流出來。 
在這時，或者可用一首合適的詩歌，來幫助我們吐出裡面的讚美。詩歌對我們

有一個很大的用處：就是能幫助發揮並擴大在我們裡面讚美的感覺。許多詩歌都

是聖靈經常並且特別使用的。若是在早晨，我們能很自然的（不要勉強去找尋找）

找到一首，對於我們裏面的感覺很合適的詩歌，這實在是一件好事；你不要大聲

去唱它，只是柔細的，深沉的來到主面前，向祂唱出你的讚美；把你自己溶在詩

歌裏面，把這首詩歌就當作你的化身，你這樣唱詩，你的靈就要迅速高昂強壯。 
有些時候，我們也可以用話語來發表你的讚美，但是要注意，讚美雖需要用話

語來發表，卻一點不重在話語，只重在裏面有讚美的感覺和心情。要用感恩的心，

照著裏面對主的感覺，在主面前發表我們的讚美。有些時候，當你只有讚美的感

覺，而找不著話的時候，你最自然的伏在主面前，在讚美的意念裏，默默無聲的

讚美祂，這也是很好的讚美。這樣就會使我們的靈新鮮、喜樂、高昂，並且帶著

主豐滿的同在。 
（二） 敬拜 

  敬拜是受造者在宇宙中間在神面前，最大的榮耀和福分。就神說，乃是受造者

所能給祂的最高的榮耀；就我們說，乃是使我們的靈和神有最真實的接觸，而使

我們摸著祂聖潔的同在。 
  當我們想到神是如何的一位神，祂是如何偉大、如何榮耀、如何莊嚴和屬於祂

的一切的奇妙時，我們就會自然覺得，自己是何等渺小的一個受造，而今在祂面

前卻蒙了何等大的恩典；這時候我們就很自然的俯伏在神面前，站在一個受造蒙

恩者的地位上，給這位榮耀偉大的神以祂當得的敬拜。這是敬拜的開始和動機。 
  敬拜和讚美一樣，也是蒙恩的一個結果。當聖靈把神的自己開啟在我們裏面的

時候，我們看見了神的榮耀，並感到我們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或是感覺我

們和神是那樣的近，那樣深沉的覺得祂的同在，如同和祂面對面一樣時；我們就

頂自然要俯伏在主面前，在莊重肅敬靜默裏向祂低頭敬拜，從心裏尊主為大，把

祂放在作主的地位，以該得的尊敬、權柄歸給祂。這是敬拜的意義。 
  但是敬拜的實際並不在於外面的儀文和態度，只在於我們的靈和神中間那一個



真實的接觸。每一次當我們覺得神的同在，我們就在神同在的感覺中，用我們的

靈來安靜的接觸神自己，這一個就叫作敬拜。這是在晨更中最神聖最安靜的時

刻，也是我們最有福最享受的經歷。只有和神自己真實的接觸才是敬拜實際。 
二、 愛的晨祭----奉獻與順服的表示 

（一） 逐日更新的奉獻 
當我們這樣讚美、敬拜朝見主的時候，當我們的靈這樣感覺主的同在，並覺得

祂的愛是那樣新鮮，柔細的停留在我們身上並激勵我們的時候，我們就應該在主

的同在和主的愛裏，再一次把自己獻上，作為清晨獻給主的一個馨香的燔祭。 
按舊約的記載，在聖殿裏燔祭是天天在神面前獻上的。這一種祭稱為馨香的

祭；是最蒙神喜悅，並使神飽足的。我們天天早晨的奉獻，就是我們在神面前所

獻上的馨香的祭物；並且這樣的奉獻也是我們蒙恩的一個途徑。 
奉獻乃是我們向著主一個愛的表示；把我們的愛情獻給祂，把我們自己歸給

祂；告訴主說：我們的心深知祂是何等的愛我們，我們的心也是何等愛慕祂；我

們是永遠屬於祂的，我們全人每一部分、每一角落，都是屬於祂的，凡我們所是、

所作、所有、也都是屬於祂的；我們何等願意，把我們自己並屬於我們的一切，

再一次沒有保留、沒有限制，完全徹底的奉獻在主的手中。 
雖然許多人，早就已經把自已一次而永遠的奉獻給主過，但是每日早晨，我們

仍當更新我們的奉獻，重申我們向著主奉獻的心願和愛情。這樣作常使主的心覺

得滿足和喜樂，也使我們能更多享受主新鮮豐滿的同在，並題醒保守我們的生活

一直在奉獻的實際中。 
（二） 逐日維持的順服 

在這時，最要緊的一件事，就是要使我們的意志降服於主。要有一顆迫切，並

且渴慕願意順主的心；並要告訴主說：我們的心是何等願意順服祂，何等渴望能

順服祂；我們不要別的，只要主的自己。我們願意捨棄自己的一切來順服祂，並

且聽從祂的命令和旨意。哦！親愛的弟兄姊妹，主在我們身上最大的一個要求，

就是要得著一個柔軟的意志和順服的心。沒有一件事能使主喜悅比得上我們對祂

的順服的態度。 
約翰福音十四、十五、十六三章聖經特別題到主在聖靈裏面的愛、主的同在、

主的顯現和主的豐滿。但是在這中間同時一直反覆注意到一件事，就是我們的順

服：『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

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主的愛、主的

同在和主的顯現都是藉著我們的順服帶進來的，請仔細讀主的話，這是主給一切

順服的人最大的應許和福分。哦！親愛的弟兄姊妹，惟有順服是愛的最高並且是

最真實的表示。但願逐日早晨，我們都帶著一顆順服的心，來到主的面前享受祂

的愛情、同在、顯現和豐滿。 
但是要小心，不要讓我們的順服僅僅是一些話語和外面空洞的表示，這樣就成

了毫無意義的事，並且也不會得著主的回應。我們必須著重有一顆真誠願意順服

主的心。不必去想到太遠太大的事，我們必須把這一天，就是今天這一個日子交



給祂。願意用這一天來順服祂。在大小的事上，在每一件事上，逐日逐事都願意

順服祂。哦！親愛的弟兄姊妹，所有有經歷的人，都知道順服並不是一個痛苦的

經歷，順服乃是我們最甜美最有福的蒙恩經歷。因為主的自己就是順服的報償和

答應。 
為此，我們也要讓我們的心敞開，毫無遮蔽、隱藏和保留的來接受主的光照和

檢點。若是就在這一時刻主對你有甚麼要求和命令，讓我們務必不要在順服這件

事上失敗；要因著愛的緣故降服答應，即使這一個答應要使我們有所損失也在所

不惜。 
雖然我們在實行上也常有軟弱和失敗的經歷，但是這些並不很嚴重。最要緊的

仍是我們的心要告訴主，雖然外面有失敗，但是主知道我們的心卻是何等願意順

服祂。所以在一切失敗中再一次獻上自己，願意在這一日中來順服祂的心意。 
三、 寶血的能力與認罪的必須 

在晨更交通中，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認識寶血的能力和認罪的重要。 
  我們永遠不能帶著一顆定罪的良心來到神面前。甚麼時候良心一有虧欠，或

有了定罪的感覺，我們和主中間的交通就被隔絕了。但是另外一面，當我們進

到主面前時，卻難得不發現我們的過錯，虧欠和敗壞的光景；因為主就是光。

主的生命就是我們裏面的光，為此我們越親近主，.就越會發現自己的黑暗和

難處。 
  所以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當我們在主面前一切所感覺的虧欠與失

敗，都要在主的光中一一承認，求主赦免並洗淨。 
  我們這樣認罪，我們的態度不是消極的乃是積極的。不是灰心，乃是充滿了

盼望；因為我們知道這一切的軟弱不過是顯明我們的本相。我們在主面前原是

赤露敞開的，但是我們的眼睛卻是注視主的寶血，而不是注視我們的失敗。主

的寶血有絕對的功效，有無限的能力，能洗淨我一切的罪愆；因為經上說：『我

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

不義』（約壹一章九節）。 
  為此在主光中認罪時，雖然我們的心傷痛、難過，但認罪後聖靈卻常帶給我

們平安、舒暢、喜樂、明亮的感覺，且滿覺得聖靈膏油的塗抹；因為寶血在那

裏，膏油也必塗在那裏。為此在晨更時間，在主的光照中，學習認罪的功課也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越會認罪的人，就越和主有交通；越多認罪的人，祂屬

靈生命就越新鮮，剛強並且敏銳。 
  但是要注意，認罪乃是根據於主的光照和我們裏面的感覺，而不是出於我

自己的反省和分析。所有的反省和分析，都是最傷害屬靈生命的。並且我們

是只接受主的光照，不接受撒旦的控告。然而這兩者之間的分別在那裏呢？

這是一件很不容易說的事，但是慢慢我們會在經歷中學習知道，所有出於主

光照的顯明和責備，結果都是叫我們摸著生命，覺得膏油的滋潤，並且認完

罪之後，會覺得一身輕鬆，心裏充滿了平安和榮耀的盼望；而出於自己的反

省和分析，或出於撒旦的控告，結果卻完全相反，越認罪越覺得必癟氣、覺



得枯燥、下沉、摸著死亡，並且越認越使自己沉在失望和灰心的感覺裏面。 
四、 進入交通 
在晨更時間中，當我們的心靈已進入主的同在時，最重要的一件事，並不在於 

我們用許多的話來禱告，而是需要我們用心靈來享受與主中間的交通。這是晨更

時間中最主要的一件事，也可說是晨更最重要的目的和意義。 
當我們在靈裏正覺得主同在的甘美，嚐到聖靈膏油的滋潤，覺得主親切的同在 

那樣實際的包圍著我們，就在這一個神聖的時刻，是最需要我們安靜的時候。交

通的感覺是何等的柔細，神同在的境地是何等神聖，需要我們用何等安靜的靈和

柔細的感覺等候在主面前。請記住交通的時刻是一個安靜的時刻。 
在這一個時候，千萬不要急著開口禱告，更不要用許多話來禱告。這時我們的 

心靈和心思要脫開一切屬於事物的思想，就是最好最屬靈的事物也不如容牠侵入

我們裏面，介入我們和主中間，因為現在正是我們和良人面對面的時候。這是一

個神聖的時刻，要讓我們的心和靈完全、單純、專一的向著主的自己敞開。我們

要來摸、來嚐、來享受神同在甘美的滋味，並且讓聖靈愛的膏油，逐漸逐漸繼續

不斷的傾倒到我們的靈裏面來；也讓我們越過越深的沉浸在神自己裏面，呼吸在

神自己裏面，而與神在靈裏有親密的連結。 
羅馬書五章五節說：『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 

這裡『澆灌』兩個字應該翻作『傾入而逐漸滿溢』，這正是說出晨更時我們在交

通裏享受主愛的經歷。當我們或者歌唱、或者敬拜、或者禱告、或者在清晨親近

主時我們靈裏會產生一種說不出來的奧秘的、柔細的、甜美的感覺，使我們覺得

靈裏滋潤、平安、喜樂、飽足。就在這一個感覺裏面，我們的靈會覺得主是那樣

的親近、寶貴並且可愛，而使我們愛主的心也油然而生。就在這樣一個愛的交流

中，聖靈膏油的傾入，就慢慢增多並且濃厚起來，直到把我們整個心靈都充滿。

弟兄姊妹，這就是神的交通和同在。神的同在並不一定要有感覺，但另一方面，

神的同在確是常常會帶給我們感覺上的享受和滿足的。但是要小心，我們切不可

把我們的注意轉向去追求那些感覺。甚麼時候我們的心去追求感覺，甚麼時候感

覺就沒有了，並且反而使我們落在枯乾的試煉裏面只有當我們的心完全，並單純

向著主自己的時候，主才會帶給我們最大的喜樂和滿足。 
  我們在說到晨更中與神交通的時候，不能不題到感覺的問題，但是我們實在又

很怕題到感覺的問題，因為這裏有一個相當大的試探，會引我們的心離開主而去

注意、追求這些感覺。若是這樣，就要使我們的屬靈生命遭遇很大的挫折和傷害。

為此當我們題到感覺的時候，我們務必要題醒說：這一些只是在親近主時自然的

結果和現象。我們再說，我們的心必需單純、清潔的向著主，並且愛慕主的自己。 
  詩篇說：『在夜更的時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飽足了骨髓肥油』（詩六十三篇五至

六節）。『他們必因你殿裏的肥甘，得以飽足；你也必叫他們喝你樂河的水。因為

在你那裏，有生命的源頭』（詩三十六篇八至九節）。『你們要嚐嚐主，便知道祂是美

善』（詩三十四八節原文）。這些話都是說到我們進入與主交通裏，享受主的情形。

為此當我們的靈接觸主，進入和主的交通裏，我們就該停下我們的禱告、話語和



一切心思的活動；因為這時候是最需要我們安靜的時候。我們是在主的同在裏面

呼吸主的自己，飽嚐主的自己，讓祂同在膏油逐漸逐漸濃厚以至充滿在我們心靈

裏面，讓祂用祂神聖的生命，超凡的愛情，來溶化我們、浸透我們、包圍我們。 
  有時因著心思的散漫或其他的原因，時間稍微長一點，就會覺得神同在的感覺

有一點沉下去；這時就需要用一些交通禱告的話語來提一提。這一些禱告一點也

不重在祈求，仍是重在讚美、感恩、奉獻，把我們散漫的心思再收回來，像主表

示我們對祂的愛和順服，並接受主的要求。這就會幫助我們再一次投入主的懷

中，讓主同在的膏油再度逐漸濃厚起來。 
  這樣交通的時間越久越好。當我們在清晨吃飽喝足的時候，我們在這一天的時

光裏才能滿有屬靈的力量。在起頭時，也許會遇見一些困難，但請你切勿灰心、

放棄；總有一天你會發現：這是一個何等有福、何等奇妙、何等甘甜的經歷；如

同作詩的人所說的：『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滴在曠野的草場上』（詩六十五篇十一

至十二節）。 

一  無別聲音破此岑寂，無別蹤跡將此光景侵； 

只有祂美麗  寶貴的自己，和祂親愛的聲音。 

和  寶貝的救主！  親愛的耶穌！ 

    可否求你向我說出：你曾為何故、你究是何如、在這安靜屬天處？ 

二  安靜之中有祂蒞止，有祂向我私語聲音審， 

    將我帶內室，向我表意思，說祂是我的愛人。 

三  在此就是天的宮禁，不許有聲音一切安靜； 

    我喜樂來近，我渴求來飲，你肯表露的愛情。 

四  在這敬拜安靜之中，主耶穌我是不敢動彈， 

    恐有音失蹤，恐有語落空，我失你愛的片段。 

五  我魂當息我心當足！你已達到最高快樂天， 

    安臥你救主  親愛的胸腑，注視祂的親愛面。 

 

五、 屬靈糧食的供應—讀經 
在早晨，需要在交通中得著聖靈活水的供應，也需要在神的話語中拾取屬靈的

嗎哪作我們的食糧，成為我們一天生命、能力的泉源。主說：「人活著不是單靠

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太四章四節）。在主這一句簡單的話裏面，實

在滿了屬靈的意義和教訓。地上的食物如何對一個天然生命的存在、維持與強

壯，是不可或缺的；照樣，神的話對於屬靈生命的重要也是如此。但是請我們記

得，這裡所說的神的話，不是指印出來、寫出來的死的字句，而是指在神口中說

出來的活的話。我們若光憑頭腦來接觸聖經外面的字句，並不一定能得著屬靈食

糧的供應；只有當這些話在神口中，向我們的靈裏重說一遍的時候，我們才得著

了豐富的靈糧。哦，但願在清晨，當我們正屈膝在施恩座前的時候，常能聽見那

在二基路伯中榮耀者口中活潑的話，好叫我們每日能在生命的新鮮和能力中行走

在這地上。 



食物如何不是為著分析、欣賞、研究、觀摩，而只為著吃的；照樣我們對神話

語的的態度也是如此。『耶和華萬軍之神阿，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吃了；

你的言語，是我心中的歡喜快樂』（耶十五章十六節）。『你的言語，在我上膛何等甘

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詩一一九篇一○三節）。『人子阿，要吃我所賜給你的這書

卷，充滿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覺得其甜如蜜』（結三章三節）。食物不僅是需

要吃，而且是需要天天吃的，不然生命就不會長得正常強壯；照樣，我們屬靈生

命，也需要神的話天天來餵養。 
我們如何能吃神的話呢？要明白這一個問題，我們必須先清楚神的話究竟是甚

麼。 
主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約六章六十

三節）。主的話和主的生命、主的靈是不能分的，主的話就是靈，也就是生命。但

是，這裡所說的主的話，仍舊是指著從主口中說出來的活的話。有的時候，我們

來讀主的話，並不覺得靈和生命，因我們不過是憑著我們天然的思想來接觸印在

紙上的死的字句。但有的時候，我們來讀主的話時，這些話在聖靈境界中活起來

了，就叫我們滿覺得靈和生命。我們必須摸著了這一個活的話，我們才能摸著靈

和生命；我們才能有吃主的話的經歷。 
主的話就是在運行中的主的自己『神的話是有生命的，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

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

能辨明。並且被造的，沒有一樣在祂面前不顯然的；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

係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開的』（來四章十二至十三節）。這又是一處很重要的聖經。

在這一節聖經中，前面所說的『神的話』，就是後面所說的『與我們有關係的主。』

當神的話滿帶著生命的能力，在我們裏面運行時，這一個在運行中的話，就是主

的自己，且是那位『與我們有關係的主。』若是我們只和聖經的字面接觸，雖是

在讀神的話，卻並不覺得遇見主自己。只有當神的話，在我們裏面滿帶著生命、

能力運行起來時，我們才能遇見主自己，我們才有吃主的話的經歷。 
我們如何來吃主的話呢？ 
我們若是真看見了主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就是主自己之後，我們就能恭敬

的、嚴肅的、帶著渴慕的心情，來到主面前讀主的話，正如同嬰孩渴慕那純淨的

靈奶一樣。在這樣的心情中，主的話就要向我們顯為那樣滿了新鮮的生命。 
我們若真是知道肉體是無益的，憑著天然的思想我們絕不能接觸神話語的實

際，我們就要停下我們的思想，而在靈裏，在深處、在和主的交通中，來讀、並

來摸主的話。主的話才能成為我們屬靈的糧食，使我們靈裏飽足，得著屬天的能

力。 
然後，我們要在向著主的話，敬畏並渴望能順服，接受主的命令和要求的心情

中，來讀主的話。這樣，主的話才能在我們裏面流通運行，並且滿帶著生命、光

照、能力，而使這一個話對我們成為『有功效的』話。 
當我這樣來讀主的話時，當主的話正在我們裏面活潑運行起來時；或者滋潤，

或者加力，或者光照，或者責備，或者要求，或者命令，這時，我們就要停下來，



切不要讀得太多太快。（這僅僅是指著在晨更中讀經的態度。）要讓這一句已經

在靈裏活起來的話，反覆再在靈裏來讀它，讓它無阻的運行在我們裏面，作工在

我們裏面，膏抹在我們裏面。 
有些時，正當主的話成為光照時，我們就該認罪；正當主的話來滋潤加力時，

我們就當讚美；正當主的話成為命令和要求時，我們就該順服和答應；正當主的

話向我們開啟，叫我們認識祂的自己和祂心意一時，我們就該加上追求的禱告。 
這樣當我們在早晨讀完了主的話起來時，我們真的好像飽餐一頓一樣，覺得那

樣的新鮮、明亮、剛強、滿足。但願我們真能長久學習這一個有福的功課，天天

讓神的話更新我們的力量，使我們能進入更豐盛的生命中。 
六、 代禱的工作 
在晨更時間，最後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代禱。當我們的靈因著屬靈 

的糧食和聖靈的活水得著了飽足、剛強之後，我們該好好用一段時間在主面前作

代禱的工作。前面所說的一切都是我們在主前的享受，只有代禱才是我們在主前

的事奉。我們該永遠記得所有的享受都是為著事奉，為此代禱的時刻是晨更時間

中最神聖、最嚴肅的時刻。 
在這一個時代中，主的心何等迫切要把祂的旨意帶到完滿的地步。罪人的得 

救，聖徒的蒙恩，教會見證的復興，仇敵權勢的被綑綁，諸天之國的降臨，在在

都需要我們在禱告中與主同工與主同心。代禱是我所有事奉中最大的事奉，最真

實的事奉。代禱也是主向我們最大的要求和命令。但願有更多神的兒女看見主需

要的迫切，接受代禱的負擔，使主的見證得著復興，使主在地上得著亨通的道路。 
      代禱是主耶穌偉大的職事 
  「散了眾人…，祂就獨自上山去禱告；到了晚上，只有祂一人在那裡」（太十四

章二十三節）。「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約十七

章二十節）。『凡靠著祂進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為祂是長遠活著，替

他們祈求』（來七章二十五節）。 
  在主今日所作的一切工作中，有一項極重大的工作，就是代禱的工作。升天的

基督在屬天的境界內，在父神面前祂特別被稱為代禱的主。代禱不僅是主的一個

最偉大的職事，也是主獨一的神聖職事。因為只有主有這一個地位、能力，長遠

活著為我們祈求。太十四章二十三節是一個大的豫表。在主離開門徒們升天之

後，門徒們獨自留在地上，這一段黑夜的時期中，是何等的艱困，何等的危險。

但是不要緊，整個夜裏主在山上一直為門徒禱告。這正是描寫今日主在天上偉大

的代禱職事。約翰福音十七章更是明說，主代禱的範圍和對象就是門徒，主不為

世人禱告，只為門徒禱告，並是整夜在神面前為我們儆醒著。今日我們能過屬靈

的生活，能得屬靈的能力，能勝過仇敵的攻擊，能經過各種的試煉，都是因為有

主作我們的代禱者。今日有多少聖徒在下沉灰心中莫名其妙的得著了復興，在跌

倒軟弱中奇妙的得著了扶持，迷途流浪中奇妙的得著了指引，病痛失望中奇妙的

得著了醫治激勵，都是由於主代禱的工作。哦，弟兄姊妹，我們是何等有福，因

為有主負著我們的責任，我們今日所得的一切恩惠，都是由於主偉大的代禱職事。 



      代禱的呼召和命令 
  『我勸你們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提前二章一節）。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雅五章十六節）。 
  『人若看見弟兄犯了不至於死的罪，就當為他祈求』（約壹五章十六節）。 
  『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說：將來的事你們可以問我；

至於我的眾子，並我手的工作，你們可以吩咐我』（賽四十五章十一節）。 
  第一我們必須清楚知道，代禱既是主獨一神聖的偉大職事，今日主向我們發出

代禱的呼召和命令，這是主把我們放在祂自己的地位上，叫我們聯合並有分於主

耶穌升天地位中偉大的職事。這實在是主高舉了我們，提拔了我們。代禱是我們

一切事奉最尊貴、最榮耀、最有效事奉。一切其他的事奉牠的能力和果效都是有

限止的，只有禱告所發的能力、果效以及所及的範圍（時間和空間）都是無限止

的；一切其他的事奉都是間接的，只有代禱的事奉是直接的，並且代禱是一切事

奉的根基和後盾。一切其他的事奉都可能失敗，只有代禱的工作永不失敗。今天

升天的主最需要得著的，就是我們能因祂的呼召與祂一同來盡代禱的職事，讓主

能得著道路，得著地位，作無限量的工作，直到祂的旨意在地上成為可讚美的。 
      如 何 代 禱 
  『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又藉著聖靈的愛，勸你們與我一同竭力，為我祈求神』

（羅十五章三十節）。 
  代禱的條件在於捨己  代禱是一件偉大的工作。但這一個工作，並不是每一個

人都能作的，一個活在自己裏的人不能代禱，一個專愛自己的人不能代禱，一個

心被自己的需要充滿、佔有的人不能代禱，只有一個捨己的人才能答應主代禱的

呼召，盡這一個有福的職事。 
  代禱的根據在於負擔  一個對於主心意和工作缺少屬靈負擔的人不能代禱，代

禱的根據是出於我們對於主見證的負擔。 
  代禱的能力在於聖靈的愛  只有一個滿有聖靈之愛的人才在代禱的工作中大

有能力，保羅勸弟兄們代禱時說「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和聖靈的愛勸你們。」但

願我們真能因主愛的激勵，不僅為弟兄禱告，也為仇敵禱告，為那逼迫、凌辱我

們的人禱告。但願主的捨己的生命，捨己的愛能在我們的代禱中得著最豐滿的表

現，能為主的見證帶下無限的能力和祝福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