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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 亚伯、以挪士和以诺 

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要从一个问题开始，就是在这首

诗歌里面，你愿否作主得胜者，满足主心愿。中文诗歌六百四

十七首的附歌。主在呼召，主在呼召，要你得冠冕。这是可能

的，这是可能的。我非常的珍赏 Ron 弟兄说到的那一首诗歌，

我们被基督构成，我们就有可能成为得胜者。赞美赞美基督得

胜，赞美基督已得胜。中文诗歌一百零九首。罪孽赎清，旧人

同钉，救赎大功已完成，毁坏撒但，掳掠邪灵，仗着十架而夸

胜。赞美。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要这样开始，我相信，十分

钟开头的话，说到这一个重要的信息，讲到亚伯、以挪士和以

诺。我要这样说，这是美妙的三重的结晶，向我们打开了。借

着这些信徒，亚伯、以挪士和以诺，经历并享受基督作我们生

命的路，活一个得胜的生活。主要得胜者，所以祂才能得彰显，

被见证出来。祂要得胜者，撒但才会完全被击败、对付，我们

要看见，这三者，亚伯、以挪士和以诺，他们在生命的线上。

我开始的时候有十分钟的时候，我要写一些字来代表一系列的

思想。 

首先，英文字母的 A，英文字母的 E，还有英文字母的 E，

三个英文字母。这三个什么意思？就是亚伯、以挪士和以诺，

三个英文字的第一个大写字母。然后还有 F、C、C。我们要继续

写，再写 O、S、P，我们还要再写 T、C、W，最后的结尾是 R、H

和 G。还有 N和 J。我们都很清楚，亚伯、以挪士和以诺，这是

AEE。然后，我看见在他们的一生当中，有一个进展，就是他们

的经历，有进展。经历基督作他们的生命有进展。亚伯，你看

见 F，就是基本的经历。基本的 foundational。以挪士你看见

的一个继续，continuation，C，一个对基督经历和享受好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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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生活的延续。你在以诺看见，终结，consummation，C，就是

经历基督，享受基督作他的生命。甚至到一个地步，能够被提。

现在，这是不同的阶段，FCC。这是什么不同的经历呢？在基础

的阶段，亚伯是享受基督作他的祭物，就是 O，祭物，O是祭物。

基督，亚伯享受基督作他的祭物，有一个坚实的根基，在他的

生活中有坚实的根基。就像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节，圣经的结

尾就是祝福的话，那些洗净袍子的有权柄，到生命树这里。所

以他是率先洗净袍子的人，借着经历基督作祭物。然后以挪士，

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读到一些经节，说到以挪士他有一种什么生

活呢？就是享受不只是基督作祭物，也是基督作他的生机拯救

者，S，借着时时的呼求。呼求祂，不只是得着基督，接受基督，

得着重生，也呼求祂，不断地呼求，吸入祂，不停的吸入祂。

然后，以诺经历并享受基督作他的同伴，P，作他的同伴，这是

P，partner，或者是他的同伙。在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中，与

祂同伙，与祂同行，并与祂在一切的事上同工。这是 O、S跟 P。 

然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何发生呢？

亚伯经历基督作他的祭物，作为根基，作我们对基督作生命每

日的经历，能过一个得胜的生命是借着 T，就是以基督作我们的

祭物。taking，我们可以写 P，presenting，献上，但是这里说，

taking，就是以祂为我们的祭物。这是注解李弟兄告诉我们的。

我们总要献上基督作祭物。我们也看见，当然是在预表上，但

是，祂是取用，taking 取用，取用基督作祭物。知道他是没有

任何其他的根基，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基础，除了法理救赎，

基督法理救赎的基础以外，没有别的根基。 

以挪士经历基督作他的生机拯救者，天天、时时经历，分

分秒秒借着呼求，C，就是 calling，呼求祂。我们要进入呼求

主名这个点，这不是方法，这不是技巧，这不是制造一些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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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这是呼喊出来，主耶稣我要你，这太伟大了。然后，以

诺享受基督，是在终极的方式里，享受基督，是借着与祂同行，

walk，W，与主同行，也与主同工，与主完全是一，他与他的同

伴，与这位同伴同行。李弟兄用了同伴这个辞，用了许多次，

特别说到在生命的经历和长大这本书里，这说到我们基督徒要

过一种生活，是照着道成肉体的原则来生活。这位美妙的基督，

这些刚才作见证的弟兄们，说到基督经过成为肉体、钉十字架、

复活、升天，然后成为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里面，内住在我们

里面，祂活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成肉体之基督团体的彰显。

祂也与我们调和，使我们一同与祂生活在一起，在这个美妙、

宝贵的，在灵里的同住。 

弟兄姊妹我非常摸着的，就是我们要向主敞开，在这篇信

息里。弟兄姊妹，这篇信息是不得了的信息。我的确向主呼求，

但是我非常的珍赏，这三个英文字母，R、H、G，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亚伯享受这一个，这一条线上的生命，在构成到他的里面

的基督乃是基督作他的义，就是 R，righteousness，因为以挪

士不住地呼求主，他就被基督构成，更进一步的被构成为圣，

holiness，这就是 H，我们等一下会更深的摸着这事。弟兄姊妹

正如 Ed弟兄在前一个晚上，告诉我们的，我们摸着主话语的时

候，感谢主，祂实在爱我们，祂爱召会，为召会舍了自己。然

后二十六节，五章二十六节说，祂要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来洁

净召会。弟兄姊妹即使当我们读圣经，我们打开主的话，我们

呼求主名，我们都能享受这位美妙的基督，构成到我们里面，

作我们的圣，holiness。我们得有分于神的性情。阿们么？阿

们。 

然后，赞美主，以诺他与神同行，享受基督作他的同伴，

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荣耀 G，glory。他就被接到荣耀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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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荣耀，阿利路亚，荣耀荣耀，阿利路亚，荣耀荣耀，阿利

路亚，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借着亚伯、以挪士

和以诺，他们是相信的人，在生命的线上，他们经历享受基督，

作他们的生命，并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结果就是，在创世记三

章二十四节，那里提到，因着堕落，这里弟兄说到，这里如何

把福音传给这些相信的人，但是因为他们有不义的情形，神必

须把他们赶出生命树的跟前，神必须把他们赶走，在那里把守

生命树的是什么？是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基路伯表

征神的荣耀，火焰表征神的圣别，击杀用的剑指明神的公义。

这里重要的是，这里美妙的是，这个神迹乃是，就是使人与神

这个生命隔绝的，现在人能够被构成，与祂是一，使祂能够成

为与我们是一，我们与祂是一，终结成为新耶路撒冷，终极完

成为一座义的城，里面没有一点点的不义。也终极完成为圣城，

毫无不圣。终极完成为荣耀之城，没有羞辱。我们都要赞美主，

撒但就在火湖里了。阿利路亚，阿利路亚。基督得胜，主正呼

召，主正呼召，要我来得胜。 

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这美妙三重的结晶，就是亚伯、以

挪士和以诺，这帮助我们，这是极大的帮助。如果我们真的看

见这个启示，这个生活，我们就能够进入这样的经历，经历享

受基督作我们的生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想要作得胜者的说

阿们，阿们。你愿否作主得胜者，满足主心愿，主在呼召，主

在呼召，要你得冠冕。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篇美妙的纲目，

我们现在来读过这篇的纲目。 

亚伯是得胜的殉道者，他只顾到神的定旨，  

不顾自己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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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是得胜的殉道者，感谢主，今天下午的分享，Ron 弟兄

讲到关于得胜者许多的事，的确能够施行管治权，胜过撒但。

现在我们看见有三个信徒，他们经历这一位基督作他们得胜的

生命。所以我们要从他们有所学习，看见启示，进入经历，就

能得着这三个人，三重结晶的帮助。亚伯是得胜的殉道者，他

只顾到神的定旨，不顾自己的生存。 

这是一件基本的事，非常基本的事。殉道者意思就是乐意

受死，为主的缘故受死，乐意为主受死的人，我们看见，我们

看到该隐的例子，他杀了自己的弟兄亚伯，所以这是很基本的

一件事。就是得胜者的生活，很基本的意思。亚伯的意思就是

虚空，所以经历基督，这样的经历基督，这一位名为虚空的人，

就得救直到极点，只以基督为中心。阿们么，阿们。忘掉虚空，

专注于实际，那就是基督。祂是个得胜的殉道者。 

该隐是耕地的，就是服事地的（按原文）， 
为自己糊口；亚伯却是牧羊的，为献祭与神 

李弟兄在生命读经里面提到，请听，亚当和夏娃，他们从

主听见福音，他们对福音有回应。Ron 弟兄也提过，他们对他们

的儿子们说福音，他们也成为相信的人。生命读经都有提到，

但是亚伯走了神经纶的路，他走了生命线的路，最终我们要看

见，该隐走了另一条路。这给你们一点基础的背景。该隐是耕

地的，就是服事地的，为自己糊口；亚伯却是牧羊的，为献祭

与神。 

弟兄姊妹，因着人的堕落，李弟兄说到人第一次的堕落，

撒但进到人里面，人的生命里面。每当你为你自己作什么，你

就与撒但是一，与撒但联结。但是亚伯是率先不作，不有分于

那种关系的人，他只顾到神的定旨。李弟兄说，我喜欢，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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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的发表，该隐服事地，亚伯事奉神。事实上只有这两类

的人，就是服事地的人，和服事神的人，只有两类。我想要作

事奉神的那一类人。 

洪水以前，人只准吃蔬菜和水果，不准吃肉； 
因此，亚伯牧羊所作的，不是为他的生活生产食物，

乃是提供祭物使神得满足 

阿们，我们看见整本圣经的真理，所有的祭物，其实际都

是将我们引向基督自己，基督是一切供物的实际，能满足神的

需要，使人得称义。因为我们有罪，我们堕落，借着基督的死，

借着祂的流血，我们信入祂就与祂是一，得神称义。得称义就

是得称许，照着神的义的标准得称许。这是很宝贵的。所以他

不是为他的生活生产食物，乃是提供祭物使神得满足。希伯来

十章真好，那里说到祭物、供物。但是基督就是这一切祭物和

供物的实际。祂说，我来了是要实行你的旨意。换句话说，基

督就是这一切祭物和供物的实际。就是旧约所提到的这一切供

物祭物的实际。亚伯过这样的生活，指出一个点，就是我们只

要顾到，并专注于这位美妙的基督作我们的祭物，为使神得满

足。 

亚伯不仅认识神，且走神的路，他敬拜神的路 
是照着神的神圣启示，而不是照着自己的观念； 

亚伯的信是由于听见他父母所传福音的话； 
所以亚伯所作的是出自启示 

亚当和夏娃，向他们的孩子传福音，在生命读经提到，他

们全家都变成福音之家，但是亚伯继续的相信了福音，实行福

音并活福音。该隐却没有，他走了满足自己的路。亚伯的信是

从那里来呢？是从他的父母亲来的，请打开圣经到罗马书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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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这里有两处宝贵的经节，罗马第十章十四节，“然而人所

未曾信入的，怎能呼求？所未曾听见的，怎能信入？没有传道

的，怎能听见？”所以相信是从听而来，然后十七节说，“可

见信是由于听，听是借着基督的话。”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操练灵，甚至来读神所写出的话。基

督这活的一位也成了我们的信，信来自听，听是借着基督的话。

我们祷告读过主的话时，这美妙的基督，我们就被这位基督注

入，祂就是那一个信的元素，相信的元素，那个信就是基督自

己，注入到我们里面，借着话，借着我们听基督的福音。弟兄

姊妹，你是不是很喜乐，在主的恢复里呢？赞美主，我想我进

到主的恢复里时，我读圣经作别的事，听到许多的道，但是在

主的恢复，在弟兄们的说话之中，还有很多别的弟兄们，我被

带到腓立比三章八节，那里所说到对基督超越的认识里，我看

见，整本圣经满了基督，整本圣经都打开，基督就被注到我们

里面，成为我里面活的信。阿们。其实在这个训练里，我相信

我们都被新鲜的，让这个话来注入了。借着听这信的话，基督

就注入我们里面，作为我们，使我们成为那相信的人。 

亚伯照着神预定的救赎，献上羊群中头生的给神， 
有血流出来为他赎罪，焚烧脂油使神满足， 

并有皮子作衣服遮盖他，使他蒙神称义 

请翻到创世记四章四节，这里有一节，每个人都打开，我

们一同读，“亚伯也从他羊群中头生的，从羊的脂油拿供物献

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阿们，这就是神的渴望，

祂尊重亚伯所献的，尊重他所献的。但是该隐的却没有被看重。

这里也提到一个经节，希伯来九章二十二节，这节说，没有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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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就没有赦罪。这就是为什么，该隐献上的菜蔬，地里的出产

是没有用的。 

亚伯所作的正符合后来赐给摩西之律法的要求， 

证明他敬拜神的路是照着神的启示， 

而不是照着自己的观念 

亚伯所作的与新约的福音完全一致，这福音告诉我们 

要接受血的洁净，否认自己，将自己摆在一边，并以基督

作遮盖，使我们可以在基督里生活，而成为神的义 

赞美主，好保罗享受这位基督，享受得太多了，基督就成

为他的义。在腓立比一章二十一节他说，“因为在我，活着就

是基督。”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开车就是基督。煮饭就是基

督，无论我们作什么都是基督。这太美妙了。林后五章二十一

节，是非常宝贝的，祂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

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借着信祂，赞美祂，享受祂，我们就

成为神的义，在祂里面，在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完全蒙悦纳，

完全被神称义，使我们有分于祂，享受祂作生命。这是太美妙

了。 

圣徒们，这是不是很好，我们能够以基督作我们的遮盖，

这个辞是不是很好呢？使我们可以在基督里生活。问你身旁的

人，你今天在哪里生活呢？哦我们在基督里生活，在基督里生

活。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享受基督作祭物，我们就是赤身的。

就像他们想要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盖自己一样。但是感谢主，

基督是我们的祭物，这提醒我，路加十五章二十二节，浪子回

来的时候，父亲第一句说的话就是，要把上好的袍子拿来，遮

盖他，穿在他身上。所以对基督作生命，基本的经历就是，祂

要作我们的遮盖，使我们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和立场来得着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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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基督作我们的义。然后圣徒们，在生命读经里提到另

外一个，生命读经提到另外一个重要的经节，以赛亚书六十一

章十节，我们要在耶和华里面大大欢腾，我的魂要向祂欢呼，

因为祂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祂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这是不

是很好呢？每当我们呼求主，赞美主，操练我们的灵来享受主，

我们就享受基督作我们披上的袍子。所以使我们有坚定的基础，

坚实的根基，来经历基督作生命，所以我们能够成为过得胜生

活的人。 

亚伯是神的第一位祭司，为神并凭神活着， 

并且按着预表将基督献给神 

弟兄姊妹，当你们有了基督作你们的义你就满了喜乐，罗

马十四章十七节怎么说呢，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于公义、

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那里有义，那里就有喜乐。所以弟兄姊

妹，亚伯他满了喜乐，是因为他享受主的面。他满了喜乐。但

是该隐呢，因为他走了自己的路，照他自己的观念生活，就没

有喜乐，没有义，就没有喜乐。阿们。所以告诉你身旁的人，

他的喜乐难以述说，满了荣耀。他的喜乐是满了荣耀，满了荣

耀，他的喜乐是难以述说满了荣耀。甚至一点都不能够述说。 

该隐的道路就是行善讨神喜悦，并在魔鬼的鼓动下，

妄自凭人自己的努力，照人自己的发明来敬拜神 

该隐的道路就是行善讨神喜悦，并在魔鬼的鼓动下，妄自

凭人自己的努力，请听，这是在魔鬼的鼓动下，这是很强的一

个说法。人的努力是在魔鬼的鼓动下，主拯救我们，我们要走

生命的路。基督就是这个道路，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绝对不

要走别的路。该隐是照人自己的发明来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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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隐没有凭着流血献祭，借着预期的救赎， 

跟随神的救恩之路，却弃绝神的救恩之路， 

妄自将自己劳苦的果子献给神，继续人的堕落 

该隐没有凭着流血献祭，借着预期的救赎，跟随神的救恩

之路，却弃绝神的救恩之路；希伯来九章二十二节说的，他弃

绝神的救恩之路，妄自将自己劳苦的果子献给神，继续人的堕

落。 

妄自就是不在意神的路，神的经纶，只满足自己的需要，

和自己的渴望，这就是该隐。 

该隐敬拜神的方式，乃是照着撒但所鼓动之属人的观念和

意见，发明了一个宗教 

该隐敬拜神的方式，乃是照着撒但，第一个宗教就是撒但，

第一次的堕落，撒但进到人里面，第二次的堕落，撒但叫人发

明了宗教。我还记得在召会生活里，李弟兄说到一本书的信息，

叫作基督与宗教相对。无论如何，主拯救我们脱离宗教，我们

都向主祷告，好么，主啊，拯救我们脱离宗教， 

该隐是在肉体中，信靠他劳苦的出产， 

但亚伯信靠他的祭物，在基督耶稣里夸口，而不信靠肉体 

祭物乃是预表基督，他在基督耶稣里夸口，而不信靠肉体，

腓立比三章三节，保罗说，我们这些真受割礼的，我们是凭神

的灵事奉，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是夸这个，夸那个，夸你夸

他，而是夸基督耶稣里不信靠肉体。这是不是很好呢？这就是

生命线的路，这是我们生活坚定的根基，使我们能过得胜的生

活，与主配合并配搭，让祂在地上得着形像和管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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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是一切得胜之殉道者的代表； 
亚伯照着神的启示，献上流血的祭物，蒙神悦纳， 
而遭到该隐的仇恨和宗教的妒忌，并且被该隐杀害 

被该隐杀害。弟兄姊妹，这里有，从生命读经第二十二篇，

李弟兄说了一句话，人的宗教是开始于事奉神，结束于杀死人。

不得了，以事奉神为开始，以杀死人为结束。启示录十七章六

节，就是参考的经节，罗马天主教，就是那个大妓女，李弟兄

说到几世纪以前，他们到一个地步，罗马天主教，杀的基督徒、

真信徒，比罗马帝国还要多，甚至将近一百九十万人，想想看。

无论如何，这是不是让你觉得很震惊呢？人的宗教开始于事奉

神，结束于杀死人。主，拯救我们脱离宗教！宗教简单说就是

事奉神，却没有对基督有任何的经历和享受。 

亚伯不仅蒙了救赎，并且被带回归神，以接触神， 
与神交通；亚伯顾到主的面，该隐在生命读经说， 

他却从主的面出去，成了流离飘荡的 

这也会发生在信徒身上，起初我们得救了，但是却照着自

己的观念去行走，照着自己的想法，就完全被撒但所推动。 

我们若不在神的面前， 

我们在深处会感觉，我们是流荡者，无处可去 

我们真实的住处乃是在神面前 

诗篇九十篇一节说，“主啊，你是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

这是不是很好呢？在这一周里面，我们在这里一起，我们看起

来好像是在这里，但是其实我们是在祂里面，我们在这位美妙

的基督里，祂是我们的住处。我们是住在祂的同在里，祂的同

在就是我们的会所。阿们。我们在一个餐厅有一个标语，就是

我们的家就是你的家，基督就是我们的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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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跟随神的路，活在神面前的人，脸都是仰起来的， 

与该隐相反，该隐垂下脸来 

即使神对该隐说的时候，为什么你要脸下沉呢？垂下脸来

呢？他说，这里有两节，就是诗篇四十二篇五节和十一节，四

十二章五节，诗篇四十二篇五节说，“我的魂哪，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祂的脸是我的救恩，我还

要赞美祂。”弟兄姊妹，如果你得着祂的面，那就是你的救恩。

然后这里说，在十一节，“我的魂哪，你为何忧闷？应当仰望

神；因我还要赞美祂，祂是我脸上的救恩，是我的神。”所以

弟兄姊妹，这里的原则是，我们在主的同在里，我们就有喜乐

的丰满，那个喜乐就是不可言喻的，满了荣耀的。所以主的渴

望，就是亚伯这样的生活，能够操练活在神的同在，神的面前。

这是很重要的，圣徒们。所以，诗人虽然在受监禁的情形下，

但是他享受神的面，他享受神的面，神的同在，所以祂的面，

他在神的同在里，那就成了他脸上的救恩，赞美主，每当我们

在主的同在里，我们就有喜乐，不得了。好， 

该隐离开主的面，结果就产生了无神文化 

神要作人的一切—人的维持、供应、娱乐和保护 

祂要作人的一切，所以我们必须说，祂是我们的一切，一

切在于基督，主是我一切。主是我们的一切，主是我们的维持、

供应，是娱乐，是我们的保护。你活祂就不会有什么虚空的代

替品，就不会导致虚空的生活。 

人失去神，就迫使人发明反对神之人的文化， 

其主要元素是城为着生存、畜牧为着维生、 

音乐为着娱乐、以及武器为着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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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失去神，就迫使人发明反对神之人的文化，其主要元素

是城为着生存、畜牧为着维生，这完全是为着人的生存，不是

为着神。音乐为着娱乐、以及武器为着防御。 

实在让人惊奇，撒但背叛前是率先在宇宙中赞美、颂赞神，

他背叛之后，他也是用音乐作武器，把人带离神。赞美主，我

们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恢复到，基督作我们的音乐，阿们。我

在高中的时候，我还是个跳舞社的社长，音乐充满我的脑袋，

但我得救以后，最终我摸着主的恢复，我就把那个都当作垃圾。

真正的音乐是基督，是耶稣。没有享受基督，我们只会为着我

们的生存、维生、娱乐、音乐和防御。 

在人类历史中，以挪士是一个界碑， 

就是人呼求耶和华的名的界碑 

这是一个经历基督，这个基本经历的延续。呼求主名，这

是太不得了的事，呼求耶和华的名。我们现在不会唱这首，但

是英文诗歌一千零八十三首的副歌，你们去唱一唱，你永远都

可以唱的那首诗歌，耶稣何等的名。 

以挪士是一个脆弱的信徒， 
他呼求耶和华的名，享受耶和华作他的分 

英文诗歌五百一十首，那里有十六节，说到基督的十六方

面，我最喜欢的诗歌之一。当我们呼求主名，我们就享受祂作

我们的分，罗马十章十二节，在这个纲要里提过多次，主对一

切呼求祂的人是丰富的。在基督以外，弟兄姊妹们，我们是虚

空的，也是软弱的。当我们呼求主，我们就丰富并刚强。所以

这太好了。 

以挪士这名的意思是“脆弱必死的人” 



 228 

 

我忘了提以弗所三章八节，为什么我们呼求主呢？因为这

恩典赐给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

尽的丰富，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当你呼求

主名，你就满了喜信，因为你里面又丰富又刚强，满了基督追

测不尽的丰富，这真是太好了。以挪士这名的意思是“脆弱必

死的人”。 

以挪士领悟自己是软弱、脆弱、必死的， 

所以他不信靠自己；我们若认识人生的虚空 

以及人的脆弱，就不会信靠自己 

林后一章九节，真的很好。这里说到，我们不信靠自己，

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我们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

复活的神，阿们！ 

“呼求”这辞，原文意“向……呼叫”，“向……呼喊”，意

即用听得见的声音呼喊；因为人领悟自己的生命是虚

空，领悟自己是脆弱必死的， 
于是自然而然地开始呼求耶和华那永远者的名 

他们虽然是虚空软弱的，但借着呼求主的名， 
就变得丰富且刚强， 

因为他们进入了他们所呼求者的丰富和力量。 

耶和华是亲近的名字， 
是神来与人发生亲密关系时的名 

这是不是很好呢？新约的头一个名字和末一个名字都是耶

稣，就是耶和华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救恩。所以主要进来，与

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用祂自己重新构成我们。 

耶和华这名的意思是“我是那我是”， 

也就是自有永有的一位，今是而永是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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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神的名乃是动词“是”，祂是那永远者，唯有祂是 

唯有祂是。这些利未记的经节，都是指向这一个辞，我是

耶和华你的神，我是你的需要，我是你的一切。 

神是自有永有者，祂乃是一切；我们需要什么，祂就是 

约翰八章五十八节，他说我就是，请填空，你需要什么？

然后六章四十八节祂说，祂是生命的粮，八章十二节说，祂是

生命的光，约翰十一章二十五节说，祂是复活，祂是生命。十

四章六节说，我是道路、实际和生命。十五章一节说，我是葡

萄树，我是葡萄树，是生命树，我是生命，我是生命，祂是我

们所需要的一切，这是太美妙了。这里所提到的诗歌我们不会

唱，但是这里说到一个荣耀的名，我是，我非常地喜乐，我们

的基督临到我们，是作为我是，没有人像，在宇宙中没有人像

我们的主，祂是，祂是一切正面事物，宇宙中一切正面事物的

实际，我们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每当你呼求祂，你

就享受，能新鲜的经历得救，这是太美妙了。 

以挪士呼求耶和华的名，指明这个脆弱的人不凭自己活，

乃凭那伟大的我是，就是永存的永远者而活 

以挪士呼求耶和华的名，指明这个脆弱的人不凭自己活，

乃凭那伟大的我是，就是永存的永远者而活。 

正确的基督徒生活是借着运用灵呼求主名， 
而不断接受那灵的生活 

呼求主名，阿们，加拉太书这里说到，三章二节，你们接

受那灵，那丰富供应你们那灵，这是第五节，是本于信仰，这

指明，弟兄姊妹，当我们相信基督，呼求祂的时候，祂就进到

我们里面，作为那个使我们有新生起头的灵，祂进到我们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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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将祂自己满了活力地分赐到我们全人里面。祂满了渗透力，

并且满了活力地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有新生的起

头。我们要一直地操练灵，来享受祂，接受祂，有分于这位基

督，今天祂就是那赐生命，并且可经历的灵，祂与我们的灵调

和，使祂成为我们生机的拯救者。 

我们借着呼求主的名吸入那灵，乃是既呼出又吸入；

我们呼出消极的事物，吸入主积极的事物 

弟兄姊妹，让我们操练我们的灵，即使在剩下的聚会里面，

我们什么都不要管，我们就要操练我们的灵，所以弟兄姊妹，

我要提醒你操练你的灵，呼求主，要借着释放你的灵呼求主，

你就借着呼求主的名，吸入那灵，我们既呼出又吸入，我们呼

出消极的事物，吸入主积极的事物，阿们。活基督的路是呼吸

祂，而呼吸祂的路是不住地呼求祂。圣徒们这太好了。 

呼求含示这是哀歌三章这里说的，就是向祂呼叫。求你不

要掩耳不听我的呼吸，我的呼吁。我的呼吸我的呼吁，呼求主

就是呼吸，呼求主就是呼吁，弟兄姊妹绝对不要落入一种只是

用一种特殊的声调，来喊主的名，我们只要向祂呼吁，我们要

得着我们所呼求的这一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忘掉

整个宇宙，操练我们的灵，只要释放你的灵。补充本二十五首，

所以你们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就在那日你们说，赞美主；

所以你们从救恩泉源，欢然取水，欢然取水；就在那日你们说，

说什么，赞美主；还要作什么呢，呼求祂的名，将祂所行传扬

在万民中，提说祂的名已经被尊崇。不要忘记要扬声欢呼，你

们锡安的居民阿，因你们中间的以色列的圣者为至大，阿们。 

弟兄姊妹们，每当你呼求的时候要喊出来，小朋友不会说，

妈妈，妈妈，妈妈，他们都说，妈啊，你要得着这个人，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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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说妈妈，很小声地说，主要我们向祂呼喊，我们要得着祂，

所以跟你身旁的人，一同的呼喊，喊主，哦主耶稣，阿利路亚，

哦主耶稣，好的，阿利路亚，哦主，阿利路亚，阿利路亚，阿

利路亚，阿们，阿利路亚。 

我喜欢生命读经在第二十五篇，我读几句话给你们听，“呼

求主名就是向祂呼喊，经历属灵的呼吸，耶和华我从深牢中呼

求你的名，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求你不要掩耳不听我的呼吸，

不听我的呼叫，”四百一十二页，这里有一个例子，这些经文

指明，呼求也是呼叫和呼吸，呼叫，请听，呼叫是最好的呼吸。

有人告诉我，呼叫是婴儿最好的运动，每当你呼叫的时候，你

就自然而然且深深的呼吸，借着呼叫和呼吸，我们一面呼出一

面吸入，吸入总是紧随着呼出，借着呼出我们把一切消极的事

物呼出去，每当你把消极的事物呼出去，主的积极事物就要充

满你。然后他说，以发脾气为例，当你快要发脾气时，不要想

去抑制，只要呼喊，哦主耶稣，然后加上一句短祷，主耶稣，

我要发脾气了，这样试试看，你还发不发脾气？借着呼求主名，

你会呼出你的脾气，吸入主耶稣。你要成为圣别么？成为圣别

的路就是呼求主耶稣的名。你要成为圣别么？成为圣别的路就

是呼求主耶稣的名。这里有 H，圣别，我们要成为满了基督作我

们的义，满了基督作我们圣的人。成为圣别的路就是呼求主耶

稣的名，借着呼求祂的名，一切的罪、邪恶和不洁之物都要呼

出去，而一切积极的事物，主的丰富都要被你吸入。 

李弟兄提到一首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歌，我们来唱副歌，中

文诗歌两百一十首，我是呼出我的愁苦，呼出我罪污，我是吸

入，一直吸入，你所有丰富。阿们。所以弟兄姊妹，以挪士他

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在生命的线上，是借着呼求。弟兄姊妹，

绝对不要从呼求的事上毕业。不要意志停止你的呼吸，你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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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呢？多常有属灵的呼吸呢？要把一切消极的呼出，把基督

吸入。阿们。活基督的路就是呼吸祂，而呼吸祂的路是不住地

呼求祂。弟兄姊妹，这就是继续经历基督作生命的路。借着享

受基督作我们生机的救主，拯救我们脱离脾气，用这位满了平

安的基督来充满我们，这就是救恩。圣徒们，这里有好多经节。 

活基督的路是呼吸祂，而呼吸祂的路是不住地呼求祂 

帖前五章十七节说到，不住地祷告，所以，不住地呼吸，

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告诉你身旁的人，这就是

神在基督耶稣里对我们的旨意。常常、不住、凡事，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的旨意，在基督里向我们的旨

意。不要消灭那灵，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这是

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的旨意。不要消灭那灵，弟兄姊妹，常

常喜乐，不是因为我们很好，或者情形很好，而是因为主很好。

祂的名就是奇妙、美好。所以告诉你身旁的人，要常常喜乐。 

以诺因着凭信与神同行， 

逃避了死，并得了蒙神喜悦的见证 

圣徒们，继续的发展，生命的线，这条继续的发展，我们

就看见以诺。我们看见不只有继续，还有总结。以诺因着凭信

与神同行，逃避了死，并得了蒙神喜悦的见证。弟兄姊妹们，

你如何逃避死，蒙神喜悦？只有一条路，就是满了基督。唯有

基督能逃避死。Ron弟兄提过，祂征服死、祂打败死、祂吞灭死，

祂从死里出来，在那清晨，祂从死里出来，毫无问题，赞美主。

祂吞灭死亡，完全得胜。死对祂来讲，一点都不是问题，一点

都不是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逃避死的路就是满了基督，

并与基督是一。弟兄姊妹，什么是蒙神喜悦呢？在这宇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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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有基督是。所以，让我们与基督是一，满了基督，享受基

督。现在， 

与神同行就是不越过神，不自作主张， 
不照自己的观念和愿望行事， 

不照着时代的潮流作事，也不在神以外作任何事 

圣徒们，路加二十四章，在这里提到的经节，有两个门徒，

他们那时候不信主，他们从耶路撒冷往下走，他们没有与主同

行，而是主来与他们同行。这里的意义是，当祂与我们同行时，

都是我们在走下坡时，当我们与祂同行时，祂都在往上行。但

是祂与我们同行，好叫我们能够回转与祂同行。他甚至认不出

主是谁。但是最后情形整个改变了，然后主就不见了。他们说，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么？我们遇见了复活的主，我们遇到这

位美妙、得胜的基督。我们的心都满了火、火热。这就是重点，

主在这里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与他们同行，是在那里走下坡。主

的渴望是我们要向上行，像以诺能够走到一个地步被主取去，

他就不在世了。这是太美妙了。 

与神同行乃是以祂为我们的中心和一切， 
生活行事照着神并同着神，照着祂的启示和引导， 

并且与祂同作一切事 

弟兄姊妹我喜欢一件事，就是林前六章十七节，但与主联

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与祂有罗曼蒂克的联结，祂，

这里说到，但与主联结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主所渴望就是

我们在作每一件事上，无论我们去那里，我们说什么，都完全

与祂是一。我们能够与祂同行，与祂同行，好使祂能够得彰显，

撒但能被对付，祂能够被代表，我们能够逃避死，就像以诺一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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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弟兄用这样的例子，就用他自己作例子，他说许多时候，

呼求主就是满了基督作生命，但是与主同行呢？需要忘记我们

的自己，要面对死，只要与祂是一。但是你呼求主，满了生命，

所以祂就会供应我，使我们能够与祂同行。李弟兄这样的举例，

他说在家里，因为他在家里，他家人都无法与他同行，因为他

走的太快，他们都跟不上，在四百三十五页，唯有他们要求我

走慢一点，他们才能跟的上。主的渴望就是要我们与祂同行。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不断地呼求，使我们得供应，我

们能够有恩典与祂是一，与祂同行，无论祂往那里去，我们都

同行。所以这一件事就是基督作我们的祭物，基督作我们生机

的救恩、救主，借着呼求祂，最终我们就经历祂作生命，借着

与祂同行，这是有分别的，但不是分开的经历，所以这是很大

的帮助。每当主与你同行，都是往下行，你就是从耶路撒冷往

下行，但是你与主同行，你就是走上行路，是从以马忤斯回到

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要成为一班操练灵，与主同行的人。 

圣徒们，我喜欢这里，罗马书八章四节说到，与主同行意

思就是照着主来同行。八章四节说，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

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无

论如何我们都要操练灵、操练与主是一，照着灵而行。亚伯就

是这样与主同行，阿利路亚！为着我们的灵，为着我们有调和

的灵，这是秘诀，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秘诀，使我们能够与

主同行，操练与祂成为一灵，能使我们留在这个宝贵、生机的、

与主成为一的联结里，这也是罗曼蒂克的。除了爱，没有什么

能够保守我们在这个宝贵的关系里。 

然后八章十三到十四节说到，如果我们照着肉体活，必要

死，但你们若靠着那灵治死身体的行为，换句话说，有些事我

们没有与主是一就去作，但是我们需要靠着那灵治死身体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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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必要活着，所以主要我们，也要训练我们、帮助我们，进

到这些以诺所经历的这些经历里，就是与主同行、与祂是一。

这，弟兄姊妹，唯有借着操练灵，以基督作我们灵里的那灵才

能够做的到。所以这里的经节，Ron 弟兄在一次毕业聚会里提到，

林后第五章，基督的爱困迫我们，五章十四节，基督的爱困迫

我们。主在祂的爱里，要我们与祂同行，不在于是“你跟我走”，

这事不是在于一个命令，而是在于有爱。这个爱，叫我们摸着

祂这困迫之爱的浪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向自己活，

乃向祂而活，不再向自己活，乃向那替他们死而复活者活， 

感谢主，为着这一位是爱的一位，祂也困迫我们，我们要

持续的操练灵来爱主。提后一章六到七节说，主给我们的灵不

是胆怯的灵，是能力、爱并清明自守的灵，我们需要一直操练

我们的灵，与主在灵里与主是一，我们就能够享受这基督困迫

的爱，我们就得供应，与主同行，并与祂同工，与祂配搭，与

祂同活。 

与神同行就是凭信而行；信的意思是我们信神是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不能使神快乐 

这些经节都很好，林后四章十三节，我们有信心的灵，告

诉你身旁的圣徒，我们有信心的灵。我们的灵里有基督在里面，

我们的灵是信心的灵，没有信，就不能使神喜悦。相信神就是

相信祂是我们的。 

信神是，就是信祂是我们的一切，我们什么都不是 

这就是以诺，他信神是，而他什么都不是。 

信神是，含示我们不是；在凡事上祂必须是唯一的一位，

独一的一位，我们在凡事上必须什么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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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神是，就是否认我们的己；在整个宇宙中，唯有祂是，

我们众人什么也不是 

我不该是什么；我不该存在；只有祂该存在—“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活着” 

阿们，是基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着，祂是我不是，

阿们。告诉你身旁的人，祂是，我不是。圣徒们，我再读，好。

我忘记了，这是主的主宰。阿们，好，我们到那里了。 

信的意思是，我们信神赏赐那寻求祂的人 

腓立比三章十四节，我很喜欢，这里说到我只有一件事，

每天只作一件事，追求，向着标竿竭力追求，追求基督。真正

的寻求者，不是作这个，或那个，而是要祂的人，主，我们要

你。我们一同宣告，主，我们要你。我们进入主话，呼求祂的

名，唱诗歌是我们要祂，我们祷告、寻求祂，作寻求者就是要

祂。 

以诺的赏赐乃是生命的最高层次—避开死亡 

这是不是很好呢？不得了，生命的最高层次—避开死亡。 

主是赏赐者，我们必须是寻求祂的人 

诗篇四十二篇一至二节真的很好，那里怎么说，“我的魂

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魂渴想神，就是活神。我几时才

可以来朝见神呢？”我喜欢这个经节，这里的注解很好。切慕

溪水就是切慕到极点，神要我们饮于祂，我们需要切慕祂，并

且喝祂。这是不是很好呢？这就是我们想要过的生活，这就是

以诺所过的生活。主是赏赐者，我们是寻求祂的人，祂赏赐什

么呢？祂是用祂自己这胜过撒但、击败撒但的得胜生命来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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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祂用我们这，祂用那属天的生命来供应我们，使我们能

够被提离开地，为着满足祂。 

信的意思是，我们相信神的话 

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玛土撒拉；

玛土撒拉这名字有预言的意义，意“当他死时，要差它来” 

这真是惊人。 

以诺称他的儿子为玛土撒拉，借此预言玛土撒拉死的时候，

就是挪亚六百岁的那一年，洪水要来审判 

这是为下面两篇信息作预备。 

（一） 玛土撒拉在一百八十七岁时生了拉麦，拉麦在一百

八十二岁生了挪亚，当挪亚六百岁时，洪水来了。 

（二） 我们若将这三个数字加起来，总数是九百六十九

年，正是玛土撒拉死的那一年。 

以诺的预言是他在六十五岁时说的， 

那时他必是从神领受了启示，得到了神旨意的默示， 

知道那将要临到人类整个不敬虔世代的审判 

阿们，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很强的动机，要与神同

行。他看见了启示，就是要来的审判，这成为他里面极大的动

机，为着这时代的职事感谢主，借着这分职事，我们满了神经

纶的真理。主耶稣所说的这个预言，是我要建造我的召会，阴

间的门不能胜过它，我们要与祂配合，与祂配搭，来完成这样

的预言。我们就要作一班与祂是一的人，因为我们要这作耶稣

在地上的见证，所以这个见证就使祂能回来，这就是我们在地

上生存的原因。 

因此，以诺日日夜夜期待这预言的应验， 

这期待激励他不随从今世的潮流，而与神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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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过一种敬虔和圣别的生活 

他里面真是被这个启示所推动，我们要为着神经纶、神心

头的愿望这样的异象而感谢主，祂要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个生机

体，祂要得着这个见证，然后末期就来到。基于这样的启示，

我们就能够得着激励。现在我们就看见以诺他成熟了，所以这

里有根基的经历，然后有继续的经历，然后有终结的经历，然

后有成熟，这里就有生命的成熟。在神圣的生命里成熟，使我

们能够与神同行，最后能够被祂取去。 

我们被提是在于我们与神同行，而在神圣的生命里成熟 

以诺三百年昼夜不断地与神一同走上行路，一天比一天更

接近神，与神更成为一， 

直到“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 

赞美主，愿我们都天天与神同行，直到我们不见了，不在

世了，因为我们满了这位我是。阿们。这是太好了。弟兄姊妹，

在真理课程这本书里，英文的三十页这里有几句话，以诺这是

与得胜被提有关：以诺与神同行，被神取去，当他在地上生活

的时候被取去，想要在活着的时候被提的人请说阿们，我们都

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但是我们都渴望这件事。他是一个模型，

是所有得胜者的模型，告诉我们该怎么生活，这表示我们走神

救赎的路。这就是根基，在亚伯身上所看见的。然后那一些过

一种呼求祂名之生活的人，这就是以挪士，以及有分于祂的丰

富与祂同行，这就是以诺。这样的人能够得着恩典，到一个地

步，他们就不见死。阿利路亚。弟兄姊妹们，因为基督是我们

的祭物，基督是我们生机的救主，是我们的同伴，我们就能这

样与祂一同生活，享受祂，用祂自己作恩典供应我们，使我们

能逃避死。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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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即使我们不一定被提，我们今天在今世就能够

逃避死。这不只是物质、身体的死，而是在罗马八章所讲的死

的副产品，包括叹息，包括理论，包括讲理由，包括抱怨等等

的事，想要更多得救恩的请说阿们。阿们。愿我们都这样操练，

与主，与祂这位美妙的基督同行，使我们能够进入这个实际，

就是对主能够让主轻易提取的人，然后作祂的见证，好让祂在

地上得着形像和管治权。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要这样结束，

就是末了的经节，是雅歌八章五节：“那从旷野上来，靠着她

良人的是谁呢？”弟兄姊妹，这指明这完全在于爱，为着神圣

罗曼史的终极完成，被我们的丈夫取去，还是要回到爱。靠着

她良人的是谁呢？与这位良人同行的人，这完全是爱的故事，

这要终极完成于 NJ新耶路撒冷。祂使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一样，

而不是在神格上作祂的新妇，作祂在爱中的满足，直到永远，

阿们。 

所以弟兄姊妹，阿利路亚，为着这三重的结晶，给我们看

见我们如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让神得着满足。弟兄姊妹们，

不要心里想，不要落到心思里，只要操练享受主，尽量的在这

三个阶段里经历操练，我们在那里，撒但的谎言就是要把我们

从这个过程中带走。我们都要成为一班在这个经历过程中的人，

享受主作我们的祭物，呼求祂，与祂同行，与这位美妙的同伴

同行，阿们。所以对你身旁的人说，一同唱：你要，愿否作得

胜者，满足主心愿，主在呼召，主在呼召，要你得冠冕。用三

十秒钟祷告来消化这样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