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5 課 ND-305《操練與神同行》 

 

于宏潔弟兄 2014 年 4 月 27日《新人門徒訓練》的信息整理文章 

 

背誦經文：「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

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行。」(彌 6:8) 

 

禱告： 

   主耶穌，謝謝祢這樣愛我們，常常用祢的話來建造我們，更是用祢的同在安慰、激勵我們

走這條屬天的道路。主啊，我們真覺得這個世代是何等地黑暗，這條道路也常常叫人疲倦，

但是感謝祢，祢以馬內利常常成為我們心裏面極大的安慰和喜樂。主啊，當我們在交通這麼

神聖的題目的時候，祢讓我們心裏面真的是敬畏祢，也感謝祢。我們更是求祢把我們帶進一

切屬靈的實際，讓內室的生活、「與 神同行」的生活對我們來說都不是抽象的，而是我們可

以經歷的，可以享受的，也是我們可以見證的。主，我們謝謝祢。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阿們！ 

 

今天我們繼續講《新人門徒訓練》的第三大段《被改變的關係》，我們在主的面前希望生

命被改變，跟 神的關係能夠被改變。這一個系列快要結束了，這是倒數的第二個題目。我要

講的最後一個題目是《如何走出靈性的低谷》。曾經有人問我說：我們都已經「與 神同行」

了，這麼穩了，這麼高了，還需要講那個題目嗎？但是有的人覺得真的很需要。 

其實像我們現在講「與 神同行」，雖然信息是很高，境界也很寶貴，但是並不代表我們

這個人能夠持續地活在那樣的境界裏面。很多的時候，環境的難處、一些特別的打擊會把我

們打下來。但是我們很感謝 神，就是在我們裏面有個寶貝：我們會被打倒，但是卻不至死亡，

像個不倒翁一樣。有的時候會覺得自己真是倒下去了，可是，因為有寶貝在裏面，裏面的生

命是真實的、打不倒的，所以我們至終還是會起來——生命會起來的，我們整個人還是會起

來的。所以我想在講《如何走出靈性的低谷》之前，如果大家在這方面有什麼特別的經歷，



很希望你們可以寫電子郵件給我，我們一起讓這堂課變得更豐富。 

今天我們要講《操練「與 神同行」》，我們背誦的經文是《彌迦書》第六章第八節。我們

一起來讀一遍：「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

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行。」這一段《聖經》告訴我們：耶和華我們

的 神所在乎的到底是什麼，神向我們要的到底是什麼，換一句話說，將來跟主交賬的時候，

我們要交的東西是什麼——這也是我們整個門徒訓練的主題的一段很關鍵的經文。 

大家千萬不要被這一段經文限制住了。  神向我們所要的是什麼呢？他說：要「你行公

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行。」公義、憐憫、謙卑，都不是我們天然人、

舊造的人所能夠有的性情。哪一個人敢講自己義呢？沒有一個人。哪一個人能夠在主的面前

覺得自己真的是一個滿了愛、滿了憐憫的人呢？我想我們都講不出來。因為愛是聖靈的果子， 

神是愛。沒有良善的，連一個都沒有，只有 神是良善的。謙卑就更不要說了——蓋恩夫人說：

‚最慢死的罪是驕傲。”—— 驕傲是永遠死不了的。我們如果真的在主的面前，就曉得

生命一定要被改變，不能只把它當作一個美德去追求。現在很多的地方都在講品格

（character）。塑造品格絕對離不開救贖、離不開基督、離不開生命的——只有在這個

根基上面，你才有品格。所以被改變的生命就是一切的總結，就是根基。 

 神向我們所要的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與你的 神同行」。所有的追求——公義

也好，憐憫也好，謙卑也好——是講到我們生命的狀態、生命的性質需要被改變，目

的是叫我們能夠跟我們的 神同行。所以當我們在這裏講《操練「與 神同行」》的時

候，你千萬不要以為這是小事，這是耶和華 神所要的。 

如果你只是把它當作是一個要求的話，你就會覺得很辛苦。我曾經講過 神所要的就是 

神要給的——大家還記不記得這句話？神向我們要公義、憐憫、謙卑，我們通通都沒有。但

是在基督裏面，祂是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這幾件事情都是在基督裏給我們的。

換句話說，聖靈所結的果子，全都是從生命裏面出來的。同樣地，「與 神同行」，看起來好

像是 神的要求，但其實是 神要給我們的。所以你換一個角度看的話，這全是 神的恩典，

全是 神的祝福。 



一〃 奇異恩典－ 受造的人竟然能與造他的 神同行！ 

我從小生長的環境是一個多神的環境。雖然我們眷村裏面信佛教的比較少，可是

出了我們眷村的話，就是台南安平，拜鬼神拜得非常厲害，各種的廟都在那裏。每一

次他們大節日的時候，馬路上的遊行隊伍中有各式各樣的鬼神，有的又像馬神又像牛

神，臉上黑黑的，有的有鬍鬚，有的踩著高蹺，有的還留著一個長長的舌頭。看到那

樣的神，你就是怕，你不會想要去親近牠。你真的就會覺得敬鬼神而遠之，你不想親

近這種神。 

可是我們的 神叫我們跟祂同行，不是強迫我們跟祂走——這是一個恩典，這是一

個祝福，這是一個愛：受造的人竟然能夠跟造他的 神同行。祂寬恕我們的罪，祂不

記念我們的惡，祂不按照我們的罪過對待我們，祂肯恩待我們，這些都已經叫

我們感恩不盡了。更何況祂居然肯願意跟我們同行！所以，當我們講到跟 神同行

的時候，真希望 神能夠把那個喜樂、活潑的信心給我們，讓我們看見這是一件多大的

事。 

1. 神的恩典與慈愛： 神竟然主動願意與人建立關係，樂意與人同住、與人

同行 

第一件事情我們看到這是 神的恩典和神的慈愛。祂主動地願意跟人建立關

係，樂意與人同住，樂意與人同行。你們記不記得吳爾尼弟兄（ Brother Earnest）

曾經舉過一個例子，他說他們修課以前都會去請教學長，看看修這個老師的課

好不好混。是會痛宰學生的呢？還是很温和的（kind）呢？是上課可以學到很

多的呢？還是得不到什麼東西的？他說他那時候去選了一個課，那個學長跟他

講這個老師好得不得了，他最後給成績的時候是問學生要什麼？你要 A，他就

給 A；你要Ｂ，他就給Ｂ。他簡直不敢相信有這樣的老師，所以他就去修那課

了。那個課結束的時候，老師果然就一個一個叫來，他說：‚你要什麼？你要

Ａ？好，給你Ａ！‛（OK. You got it）。這種老師的課，就有一大堆學生去修，



因為太鬆了。   

我現在要講的是當你要去接觸一個老師也好，接觸一個老闆也好，或是接

觸一個特殊人物也好，你一定很希望對他有點了解。《聖經》上介紹這位 神的

時候，從《創世記》到《啟示錄》都告訴我們這一位 神滿了愛。祂雖然是公

義聖潔的 神，但是祂非常喜歡跟我們同住，願意跟我們同行。所以你認

識了我們的 神是怎樣的 神、認識神的所是、認識祂的性情以後，你在親近 神、

「與 神同行」的事情上，你就不會覺得那是一個要苦練的功夫、或是一個佛家

要修行的境界，你不會覺得那是一個理想的境界，需要很辛苦才能達到。祂願

意跟我們同住，那是一個應許，是祂的性情。 

 

       2〃 人特殊的受造：使人與 神之間有特殊的關係 

第二個講到人特殊的受造，讓人跟 神之間會有這樣特殊的關係。這個在我

們第一次講《人受造的價值》的時候，曾經提過。 

1) 獨獨人受 神託付，管理全地－使人可以為神執掌權柄於地 

         第一個講到獨獨人受 神的託付來管理全地，讓人可以替 神執掌權柄於

地。今天在這個舊造的世界裏，人爭權奪利，政治上有政治上的爭權，公司

有公司的政治（politics），原諒我說人際之間常常有這種政治（politics），想

要爭權，連教會裏面都有。但是我們發現人在這裏爭權，卻忽略了 神授給

人權柄，替祂管理這個地。神把空中的飛鳥、地上的走獸、海裏的魚，還有

各樣的昆蟲，都交在人的手裏，叫人來管理——這是 神給人的權柄。所以

今天教會光景對的時候，我們可以為 神執掌權柄的，我們可以在禱

告中執掌祂的權柄。我們人屬靈的時候，能夠叫天地聽我們的：當我們禱

告叫天開，天可以開；當我們禱告要叫天關，天就可以三年零六個月不下雨，

這是以利亞，他是跟我們有一樣性情的人——這是人獨特的受造。 

 



2) 獨獨人是照著 神的形像與樣式被造－使人可以『像 神』 

第二個講到獨獨人是照著 神的形像和樣式被造的，這是講到只有人可

以像 神。 神兒子成為我們的生命，然後祂把我們模成 神兒子的形像。 

3) 獨獨人有靈－使人可以與 神交通，可以「與 神同行」 

第三個，獨獨人有靈，成了有靈的活人，讓人可以跟 神交通、可以跟 

神同行。所以我們從來不會看到一隻狗、一隻貓會跑到教會，想要去敬拜

（worship）。你在那裏帶詩的時候，你沒有看到狗跑進來，很高興地舉手或

是趴在地上，它不會的，它們沒有那種敬拜的本能，沒有那種跟 神交通的

靈存在。獨獨  神向人吹了一口氣，叫我們成為有靈的活人(活魂)，讓我們

可以跟 神之間在靈裏面交通。 

所以，只有人可以跟 神同行，其他的受造之物是被 神眷顧、被 神看守， 

神跟他們同在，萬有——包括各種動物、植物——都在 神的同在中，

因為祂充滿萬有。但是跟 神同行和同在又不一樣了：那是一個更深

的、有交流的經歷、那是一個主觀的經歷、一個相互的經歷。 

 

  3〃與神同行的生活是特別蒙 神悅納的生活 

第三個讓我們看見跟 神同行的生活是特別蒙 神悅納的生活。《希伯來書》

十一章第五節講到：「以諾因著信，被接去，不至於見死，人也找不著他，

因為 神已經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經得了 神喜悅他的明

證。」請問 神喜悅他什麼？怎麼證明？《創世記》第五章第二十一節到二十四

節說：「以諾活到六十五歲，生了瑪土撒拉。以諾生瑪土撒拉之後，「與 

神同行」三百年，並且生兒育女。以諾共活了三百六十五歲。以諾「與 

神同行」， 神將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所以， 神喜悅他是喜悅他跟 

神同行，以諾「與 神同行」有三。 



主日學老師跟小朋友說： 神跟以諾同行，實在有講不完的話，兩個人捨不

得分開，所以 神就把他帶回到天家去了。你也真是可以這樣去揣摩、去體會它：

真的是講得很過癮，永遠講不夠。跟祂交通猶如人間的朋友，在生活的每一件

事情上以諾都跟 神分享，他的酸甜苦辣、喜怒哀樂，他通通可以跟 神分享。 

神就跟他一路走、一路分享，他「與 神同行」三百年，到最後 神就把他取去了，

因為 神實在太喜歡他，在地上居然能夠找到一個知心的朋友。我們都很喜歡唱

《迦南詩選》的《主，祢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對於我們很多人來說，只有在教

會中， 神才是知心的朋友，回到家我們通通都忘記祂了；受苦的時候想到祂，

我們覺得只有祂是我知心的朋友；但是，我們是不是祂知心的朋友，也在於

我們要不要跟祂同行。 

 

二〃 「與 神同行」的意義  

我們現在來看「與 神同行」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剛剛弟兄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內室的生活跟操練「與 神同行」有什麼不同？它們其實有很多重合的地方，只是

從不同的角度來講到建立跟 神之間那個真實的關係。內室的生活特別注重我們怎麼

樣能夠在別人看不到的時候，仍然非常在乎跟主之間的關係。所以，我們會花時

間來親近 神、等候 神、來學習收回我們紛亂、遊蕩的心思，能夠進到內室來轉向祂、

來朝見祂、來瞻仰祂的榮美、來享受祂的肥甘，能夠跟主有這種面對面的經歷——比

較重在從向內的、安靜的、面對面的角度來講到跟 神的關係。「與 神同行」就是你

不管是在幔內，還是在營外，你都跟 神同行——你跟祂之間真的就是常常活在

一個活潑的交通跟聯結的裏面。 

 操練與神同行主要還不在於生活方式的改變，乃在乎人對 神的態度 

   「與 神同行」的意義，重點不在於你生活方式的改變：必須每天要有早上兩

個小時、晚上兩個小時，你要進到你的內室、要關上門，你要去親近祂；你什麼

事都不做，什麼人都不可以來打擾——我不是說這個不好，你們千萬不要誤會—



—這個還是很重要的。有人說：你沒有穩定的內室禱告生活，你基本上是沒有禱

告生活。因為很多人會說：我隨時都在禱告啊。但是要能夠進到那種隨時都在禱

告的境界，常常要從內室的操練開始的、要從穩定的靈修生活開始的。所以我們

為什麼很注重穩定的靈修生活，這真的是不可以少的。很多的時候，我們服事忙

到一個地步，忽略了那個不可少的事情。我們認為我隨時可以跟 神交通，反正祂

是以馬內利，但是，要有一個真正成熟、穩定、深入，或是高層次的跟 神的

相交，你一定要從很穩定的靈修生活開始。我知道教會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是一

大早起來，在開始他們一天的生活之前，非常穩定地靈修：讀經、禱告、親近 神。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很基本的操練。所以，操練「與 神同行」重點不在於改變生

活的方式，乃是改變我們對 神的態度。 

   你們覺得「與 神同行」最重要的是什麼？我也不是說我的答案一定是標準答

案，我只是說從這個角度去體會它就是了——可能有人有更好的方式來表達。我

是講到「與 神同行」，它強調的不是你的生活方式、時間怎麼用，而是強調你跟 

神之間的態度跟關係。「與 神同行」特別強調兩件事情： 

 

1〃同伴的關係：與 神之間持續的交通，有如密友的關係與情誼 

第一個是我們跟 神之間同伴的關係，特別講到我們跟 神之間這種像密友的

關係跟情誼，會讓我們跟 神之間很自然地有一個持續的交通，我們很容易就會

想要跟祂交通。 

 我曾經跟你們講過，大家都認識的、去年被主接去了的張師母，她說她在

家裏上樓，主也跟著她；下樓去倒杯熱水，主也跟著她。有一天她跟主撒嬌說：

‚祢怎麽老跟著我呢？‛——大家不要以為這是神經病，我寧可大家都經歷

到——其實當你真正在信心裏面跟 神交通的時候，你會發現 神的同在是



很實在的、是很活潑的、是很甜蜜的。這個不是想像出來的，而是當我們跟 

神之間真正進入一個活潑的交通以後，一定會有的經歷。有的時候累得不得了，

你只要花一、兩分鐘在主的胸前靠一靠，在祂的面光中看看祂，被祂的靈浸透、

恢復一下，你整個人就可以重新得力；你也可以從一個很低落、很軟弱的裏面，

一下子被提高起來；你甚至可以在一個很失敗、很灰心、很羞恥的裏面，因為

碰到祂那個不肯放你的愛，你一下子整個人起來了，而且感恩得不得了，讓你

不會忽略祂對你的寬恕，反而會讓你更愛祂。祂可以用很多的方式，來跟我們

相遇（encounter）。 

在這裡我只是擧了一個例子，《創世記》第十八章第十六節到十七節：「三

人就從那裏起行，向所多瑪觀看，亞伯拉罕也與他們同行，要送他們一

程。耶和華說：“我所要作的事豈可瞞著亞伯拉罕呢？」我不曉得大家是

不是可以讀出來，我們的 神其實是一個樂意跟人分享祂的心思的 神，只

是祂找不到對的器皿，只是祂找不到渴慕跟祂分享的器皿。所以《聖經》

上好幾次提到亞伯拉罕是 神的朋友：「……我的朋友亞伯拉罕……」，你看 神真

的在這裡找到一個人，只要這個人在乎 神的同在、只要這個人渴慕 神的

同在、只要這個人活在 神的同在中， 神就常常會有話對他說。 

當然我也不希望大家誤會，以為我講的是很抽象、很高的東西。其實每一

年教會的主題，或是這一系列要講什麽，我都是花很多時間跪在主的面前，我

說：‚主，祢要說什麽？教會到了下一個階段祢要說什麽？祢要做什麽？祢要

我們往哪裏去？‛ 有的時候，主很早就說了；有的時候，主沒有說，我就繼續

禱告，禱告到有一天主突然説話的時候，我裏面就很清楚。所以，我自己很感

恩的一件事情，就是當我花時間為著教會下一個階段(明年) 禱告的時候， 神只

要一説話，一系列的信息，十幾、二十個題目，就在短短的時間裏全部出來了。

雖然内容我還不知道是什麽，但是要怎麽講、幾個大段、大概的方向是什麽，



就一個一個出來。我知道這個不是我想出來的，因為如果是我想出來的話，我

就不會掙扎那麽久。有時候可能要等一、二個月，主都沒説話。一直禱告，禱

告到它一出來的時候，就全部出來。 

今年教會的這個主題《成全聖徒，各盡其職》是我去年七、八月禱告出來

的。可是今年一月，我就在跟 神禱告：‚主啊，講完《成全聖徒》後，要講

什麽？”其實我裏面大概已經知道要講什麽了。所以，幾個星期前一位姊妹突

然問我：‚于弟兄，明年是什麽主題？‛我說：‚啊？才二月，你就問我明年

什麽題目？‛ 然後我就告訴她，我初步禱告後所得到的題目。所以，當我們跟 

神在這裡真正認真禱告的時候，其實 神有很多的事情想告訴我們。 

我們教會’93 年剛剛開始開工的時候，那時候人數比較少，我為每一個同工

個別禱告的時候， 神常常把一些特別的話跟感覺放在我的裏面。比如説，我現

在在為某一位弟兄禱告，當我為他迫切禱告的時候，主就讓我裏面突然摸着他

目前一些屬靈的情形跟特別的需要：有一些是好的，有一些是不好的，外面都

沒講過，大家都不知道的，可是當你禱告的時候，你會摸着。所以，有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特別的負擔為他禱告，甚至有時候會有一種特別的恐懼為他擔心，

有的時候特別會有一些的難過，為著教會因為他而可能會受到的傷害。所以，

在這樣禱告、交通的裏面，你發現那個不是你的想像，那個真的就是在跟 神交

通之中，祂會向我們顯明的。《以賽亞書》第三十章説：「你或向左、或向右，

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 」（賽 30:21）。當我

們禱告的時候，我們的教師祂不再隱藏。 

在座的弟兄姊妹都信主這麽多年，而且跟主的關係都很好，很希望大家在

這個點上，要繼續操練。我自己也在主的面前，絕對不敢鬆懈，因為當我們不

敬畏 神或是我們硬著頸項不順服的時候，它會失去的。所以，希望我們大家都

一起在主的面前認真學。 

 



2. 同工的關係：在 神的旨意上全力以赴，與 神同心同行 

第二個講到同工的關係。「與 神同行」也講到在 神的旨意上，你願意全力

以赴跟 神同心同行。在這裡我擧了《創世記》第六章第九節：「挪亞是個義人，

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人。挪亞「與 神同行」。」然後，《希伯來書》第十

一章第七節講到他的時候説：「挪亞因著信，既蒙 神指示他未見得事，動

了敬畏的心，預備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所以，挪亞在這裡造方舟，本身是一個信

心的舉動，他需要造這麼大的方舟，而且是花了幾十年的功夫造出來的，別人

都在嘲笑他：乾旱的日子哪裏有雨呢？他要順服、要忍受別人的嘲笑、他要花

出極大的代價。但是，因為他知道這是 神要做的，所以他就跟 神同行；

代價再大，他「與 神同行」；嘲笑羞辱這麼多，他還是「與 神同行」；受

到信心的熬煉，他仍然在信心裏面堅持，願意「與 神同行」，他相信 神

怎麼說，事情會發生——這個叫作：跟 神同工；這個叫作：成為跟 神同

行的人。 

《聖經》裏面還有一些也是很不容易的例子，像但以理跟他的三個朋友在

尼布甲尼撒的神像面前不肯屈膝，結果他們被捆綁了，被丟到火裏面，但是

《聖經》上卻告訴我們，他們在火中鎖鏈全脫，然後沒有火燎的味道。更驚訝

的是，尼布甲尼撒說：「我們捆起來扔在火里的不是三個人嗎？看哪，我見

有四個人，並沒有捆綁……那第四個的相貌好像 神子。」（但 3:24）講到

人子在火焰中跟他們同行。因為他們先跟 神同行，在 神的旨意上不妥協；

在 神的期望上他們不妥協，絕對不跟 神以外的偶像下拜。結果你就發

現 神跟他們同在是一個事實，在火焰中顯出來了。在那個看不見的裏面，

其實 神是跟他們同行的。 

同樣地，摩西能夠勝過曠野的挑戰，能夠帶領三百萬人在這麽艱難的曠野



中走四十年，一個最大的關鍵因素就是《希伯來書》第十一章所說的：「他如

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 神」，這個看見讓摩西「與 神同行」；這個看見讓摩西

不妥協；這個看見讓摩西再艱難，他還是走下去。所以，跟 神同行，說到同

伴的關係——親密；同工的關係——忠誠，我們忠心到底。 

《啓示錄》第十四章四節講到錫安山上有十四萬四千人，也就是那一班得

勝者，站在錫安的高峰。《聖經》上用一句特別的話描述這一班人，就是「羔

羊無論往哪裏去，他們都跟隨他。」（啟 14:4）我們喜歡從愛的角度，從享

受主的角度說：「你無論往哪裏去，耶和華你的 神必與你同去。」（書 1:9）

我們喜歡講 神跟我同去，但是要知道真正跟 神同行，應該是：「羔羊無論往哪

裏去，他們都跟隨他。」——這是  神同在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關於同工的關係，我又列了一節經文，《聖經》約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六節：

「從此，他門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就因為主耶穌講的那一

段：「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常在我

裏面，我也常在他裏面。」（約 6：55-56）這麼寶貝的一句話門徒們聽不懂，

「這話甚難」（約 6：60），很多人就退去了。弟兄姊妹，在我們這一生裏，

有太多的人、事、物可以把我們從這一條路上、從一個蒙福的光景裏面、

從一個榮耀的託付和使命裏面淘汰掉。跟 神同行的這件事，我們也可能

退去：因為不信、或是輕看這件事，而讓我們退去了。 

 

三〃  「與 神同行」的實行 

1． 在平凡生活中即可操練－以諾的榜樣 



「以諾活到六十五歲，生了瑪土撒拉。 以諾生瑪土撒拉之後，「與 神同行」

三百年，並且生兒養女。 以諾共活了三百六十五歲。 以諾「與 神同行」， 

神將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創 5:21-24) 

在「與 神同行」的實行上，第一個點，講到要在平凡的生活中就可以操練。

這就是以諾給我們的榜樣。《聖經》上特別講到，他被 神取去這是很特殊的事，

沒有經過死亡，被 神取去。《希伯來書》就告訴我們說為什麽這件事情會發生，

因為 神特別喜歡他；《希伯來書》又告訴我們 神為什麽特別喜歡他，因為在他

取去以前， 神已經有得到了祂喜悅的明證。這個明證就是《創世記》所告訴我

們的，是因為他跟 神同行，而且不是一個偶爾的同行，是同行三百年。而這個

同行，並不是一個抽象的，並不是一個被帶到修道院去的，而是生兒養女，換

句話說，就是在我們最平凡（routine）的生活裏面，一樣可以「與 神同行」。 

這裏《聖經》特別標注（highlight）出來、特別要強調的、要讓我們注意

到的就是：「與 神同行」的生活，是可以在最平凡的生活中就來經歷的，就是

像生兒養女。但是，今天這個世代裏，正好相反：很多人不生兒養女的時候還

可以跟 神同行，一生兒養女就同行不了了。而以諾，是在生兒養女的時候照樣

跟 神同行。你可以從一個角度說：他在最平凡的生活中，可以跟 神同行；

你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就是沒有一件事情可以取代主在他心中的地

位。因為我們常常愛我們的兒女勝於愛我們自己。所以，當孩子一出生的時候，

他就霸佔我們，我們整個心都在孩子身上——在他的教育、他的學習、在他的

長大、在他的所有的事情上——我們就把 神給忘掉了。所以，以諾生兒養女，

他沒有因為日常生活中平凡、瑣碎的事，讓他不能跟 神同行。你從另外一個角

度來講，也就是地上沒有一個人事物能夠取代主的地位。所以，他永遠可以跟 

神同行。 

 



2〃「與主更親、愛主更深」的操練 

 積極爭取並利用獨處時間，常與 神在聖靈中相會與相交，重在多有以「親

近主，與主交通」為禱告的目的與內容，先不急於為人、事、物的代求。 

第二個，與主更親、愛主更深的操練。這個信息我們在 ND-304 講過了：

就是我們要積極爭取、利用獨處的時間，常常跟 神在聖靈中相會、相交，以親

近主、和主交通為禱告的目的與內容。我們雖然都禱告，但是，我們的禱告裏

面常常親近主的百分比占得太少了。 

禱告有好幾種：有爭戰的禱告、有代求、有親近 神的禱告……我們姑且把

它簡單分成兩類：一個叫作親近主的，就是重在跟 神之間自由交通的禱告；另

外一類是代求，為著病痛、為著教會的肢體、為著家人、為著福音、為著屬靈

的爭戰、為著 神家要蓋會所，……等等代求。 

我不曉得你自己的禱告中，這兩種的禱告比例是幾比幾？能夠一半一半已

經非常好（very good）了。因為對於絕大部分的基督徒來說，這種一無所求、

只是為了親近 神、只是為了跟 神交通的禱告很少，百分之八、九十、甚至更多

的禱告，都是代求。 

早上起床後，我們禱告說：‚主啊，我把這一天交給祢，希望祢祝福我，

保守我平安，叫我不要遇見試探。‛這些都是求。但是，親近 神，是我們完全

不考慮這些東西，只是說：“主，我在這裡，早晨，我向祢陳明我的心意，

我願意在這裡愛祢，我把自己交在祢的手中，主啊，讓我這一天再來經

歷祢的同在，讓我享受祢。”甚至都不用說這些話，就是敞開心，享受

祂的同在，瞻仰祂的榮美，對祂傾心吐意說：“主，我愛祢！主，我需

要祢！我渴慕祢！”這種禱告在我們的禱告中比例占得太少了。 

如果你要享受跟 神同在的話，多一點這樣的禱告會幫助我們更容易進入 神

的同在。而且，多一點這樣的禱告會幫助我們的代求、代禱更有效。因為你不

是在報告，你是真正跟 神在一個交通的裏面，像亞伯拉罕跟 神之間的交通一樣，



它是有來有往的——你進入了跟祂的交通，進入了祂的同在，這個是很不一樣

的。所以，不要急著先為人、事、物禱告，你先要操練跟 神同行、操練

與 神同在，跟祂之間的線常常是通的，跟祂的關係是建立了的。而在這

樣建立、已經通的關係上，你再為所有的事情禱告，你就發現很容易禱

告，而且你能摸著 神的心，你也知道該怎麼樣為對方禱告，為這樣的事

情禱告。 

 

   3〃「讓主居首位」的操練 －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認定祂，順服祂 

最後講到讓主居首位的操練，就是怎麼樣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我們來認

定祂、順服祂。我們剛剛講過「與 神同行」、「與 神同在」，重在兩個關係：

一個是同伴的關係，很親密的，是重在交通、重在享受、重在愛裏面的

交流——我們講到要與主更親、愛主更深；另外一個是講到是同工的關

係，我們要學習怎麼樣在 神的旨意上、在祂的主權上、在祂的帶領上，

能夠讓主居首位——學習要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來認定祂、來順服祂。 

所以，在做決定的時候，我們常常就要問：‚主啊，祢覺得怎麼樣？到底

什麽是祢要的？我到底應該往哪裡去？祢的意思是什麽？‛很多人都是用

WWJD——主耶穌會如何行？（What would Jesus do？）——來提醒自己：主

耶穌在同樣的事情裏面，祂會怎麼做？但是，這個跟塑造品格（character）

是一樣的，不能夠離開生命的根基、跟主的關係去講這個東西。不然的話，

它就是一個律法主義，你講也是白講的。 

前兩天《每日靈修》（《Daily Bread》）裏面舉了一個例子，有一個司機

（driver）開車看到前面有一個人開車很慢，碰到黃燈就停下來了。他就氣得不

得了，搖下窗戶大罵、甚至比手勢。結果沒想到他做到一半的時候，後面的警

察過來把他制止（stop）下來，還把他帶到警察局去。關了一個鐘頭以後，警

察才出來跟他道歉，因為查好了他身家以後，發現這個人沒有犯什麽罪。警察



來跟他道歉的時候，說：‚我原來以為你這個車子是偷來的，因為你在車子後

面掛著‘主耶穌會怎麼做？’（What would Jesus do？）可是我看到你那麼兇，

對前面一個黃燈停下來的車那樣大罵、比手勢！‛ 警察認為這個車子是贓車，

所以就把他抓到警察局去了，結果一調查才發現不是。所以，雖然你掛了那個

牌子，可是你還是你自己的那個樣子的話，連警察都會懷疑你。 

每一個人都會說要讓主居首位。可是生活裏面的很多事情上，我們沒有這

麼做。我們要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認定祂，順服祂，常常多問祂：“主，

我可以嗎？（May I？）”或是：“主，這件事情你會怎麼做？你要我怎

麼做？我該不該做？”或是：“我什麼時候去做？”你常常這樣認定祂，

你很自然就養成跟祂交通、跟祂同行的習慣。但是，我再說，就跟禱告一樣，

關鍵是在於把主擺對了位置。一定要在祂的同在中，一定是要有禱告的

對象，你再跟祂交通。同樣地，「與 神同行」，不是只是養成一個習慣，自己

以為在跟 神同行，而是要用信心來相信、來享受祂的同在。 

 

禱告： 

主啊，在這麼重要的一個偉大的真理和救恩上，我們常常都覺得我們何等地渺小，何等

地虧欠，也何等地貧窮。主啊，祢把救恩作得真的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主啊，我們求祢幫

助我們不被仇敵蒙蔽、不被仇敵破壞。不管我們目前的光景是如何，祢照著祢所為我們預備

的，把我們帶進真理的實際。主啊，我們知道祢樂意與我們同在，而且祢永遠與我們同在，

但是，祢渴望我們不光享受祢的同在，我們更能夠在信心的裏面，成為一個「與 神同行」的

人。讓我們真成為祢的好朋友，能夠常常在愛中，在一個深的交通裏面，我們跟祢之間常有

這樣的對話。主啊，祢也希望我們能夠成為祢的同工，在祢的旨意、在祢所要作的事上，我

們能夠忠心地跟隨，能夠真正地成為祢的同伴。主，謝謝祢！我們把這樣的信息交在祢的手

中，讓我們在最平凡的生活、生兒養女的事上，我們都可以操練與祢同行。謝謝主，聽我們

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