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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我是耶和華』 

讀經：結三六 11、23、38，三七 6、13～14、28，三八 23，三九

6～7、22、28 

週 一 

壹 『伊羅欣』是神在與造物之關係上的名，而『耶和華』是

神在與人之關係上的名—創一 1，二 4，賽一 2、4： 

一 神—『伊羅欣』—這名意卽『那強有力者』；這名是指

神與造物的關係說的。 

二 『神』含示神的能力，以及祂與受造之物的關係；『耶

和華神』表明神和人發生關係： 

1 『神』是普通的名字，『耶和華』是親密和愛的名字。 

2 耶和華神不只是有能力的，且是和人親近的—創二 4、

8、15～16、18～19、21～22。 

週 二 

貳 『耶和華』的意思是『我是那我是』，指明耶和華是

自有永有的永遠者，就是那昔是今是以後永是者—出

三 14，啓一 4： 

一 『我是』這神聖的名稱，指神是自有永有的一位，祂不

倚靠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出三 14： 

1 『自有』這辭是指一樣東西是自己存在的，是沒有開始

的。 

2 那我是的神，是自有的，是無始的。 

二 『永有』這辭是指一樣東西是永存的；神永遠存在，直

到永遠，是無終的。 

三 惟有耶和華是那是的一位—來十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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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惟有祂是存在的那一位，是偉大的『是』；動詞『是』

只適用於神，不適用於我們。 

2 一切都將不再是，惟獨神要一直的是；祂，那我是，乃

是偉大的『是』。 

3 神是宇宙的『是』，是真正存在的；只有神是『我是』—

惟有祂是存在的。 

週 三 

叁 就著供應和應許來說，『伊勒沙代』是神的名；就著

存在和成就應許來說，『耶和華』是神的名—創十七

1，二八 3，三五 11，出三 14，六 6～8： 

一 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經歷神是伊勒沙代，卻沒有經歷

祂是耶和華，因爲他們存著信心死了，並沒有得著神關

於美地之應許的成就—來十一 13，參創十五 13～16。 

二 在出埃及六章六至八節，神不是來應許摩西，祂乃是來

成就祂從前給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應許；因此，祂

臨到摩西不是作伊勒沙代，乃是作耶和華，就是那我是，

並要成就祂一切應許的一位。 

三 因耶和華永遠長存，而且祂是動詞『是』的實際，凡祂

所說的祂必成就。 

四 今天在主的恢復裏，我們不是在應許的階段，乃是在應

驗的階段；我們經歷的神不僅是伊勒沙代，更是耶和華，

那偉大的我是。 

週 四 

肆 耶和華—自有永有者—乃是三一神；祂是獨一的神，

卻又是三一的—三 6、14～16，瑪二 10，林前八 4、6，

林後十三 14，太二八 19： 



                                   43 
 

第十五週 • 綱目 

一 耶和華是三個人—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這含

示祂是三一神—出三 14～16。 

二 『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耶和華伊羅

欣，三一神—父、子、靈—15 節，太二八 19： 

1 亞伯拉罕的神表徵父神呼召人、稱義人、裝備人，使人

憑信而活，且活在與祂的交通裏—創十二 1，十五 6，

十七～十八，十九 29，二一 1～13，二二 1～18。 

2 以撒的神表徵子神祝福人，使人承受祂一切的豐富，過

享受祂豐盛的生活，並活在平安中—二五 5，二六 3～4、

12～33。 

3 雅各的神表徵靈神使萬有互相効力，叫愛祂的人得益

處，變化人，並使人在神聖的生命裏成熟—二七 41，

二八 1～三五 10。 

三 耶和華—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乃是復活的神，

就是使人復活的三一神—出四 5，太二二 31～32。 

伍 約翰福音啓示，耶穌乃是那偉大的我是—八 24、28、

58，十八 4～8： 

一 耶穌不僅是人—祂是那我是—八 24。 

二 『耶穌』這名的意思是『耶和華救主』，或『耶和華救

恩』—太一 21： 

1 『耶穌』這名包括『耶和華』這名，意思是『我是那我

是』—出三 14。 

2 耶穌是耶和華成爲我們的救主和我們的救恩—羅十

12～13，五 10，參腓一 19。 

三 耶穌是偉大的我是，這含示祂是永遠的一位—約八 58： 

1 耶穌就是耶和華，那我是；祂的名字是『我是』—24、

2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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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園子裏被捉拿的那一位不僅僅是個拿撒勒人；這一位

乃是偉大的我是，是無限、永遠的神；被捉拿的那一

位就是耶和華神—十八 4～8。 

3 耶穌就是自有永有的神；祂是完整的神，三一神—十四

9～10、16～18。 

週 五 

四 基督是那我是，對我們乃是一切，給我們經歷並享受；

祂是那我是，意思就是『你需要甚麼，我就是甚麼』—

六 35，八 12，十 11，十一 25，十四 6： 

1 耶和華這名的長闊高深，是彀包括一切的；我們所需要

的無論是甚麼—一切屬靈的實際—都可以憑信心加在

『我是』之後。 

2 在出埃及三章十四節，神只說祂是，而不說祂是甚麼，

好讓信祂的人自己加上他們所需要的，然後經歷祂作

那實際—約八 32。 

3 主耶穌就是實際，因爲祂是那我是—十四 6，八 32、36： 

a 主這『我是』進到我們裏面作生命，在我們裏面作

光來照耀，這光便將這實際的神聖的成分帶進我們

裏面—一 4，八 12。 

b 叫我們得以自由的實際就是這我是；那永遠的『是』

叫我們得以自由—32、36、58 節。 

週 六 

陸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爲到神面前來的

人，必須信神是』—來十一 6（直譯）： 

一 神要求我們相信祂是： 

1 只有神是，其他的一切都不是。 

2 神是，因爲祂是真實的；祂所造的一切，都不是真實的—

傳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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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了神以外，其他一切都是虛無；祂是惟一是的那一

位，惟一具有存在之實際的那一位—賽四十 1～18。 

二 信乃是信神是—來十一 6： 

1 信將我們聯於神，就是惟一是的那一位—約十四 1。 

2 信神是，乃是使神快樂，蒙神喜悅惟一、獨一的路—來

十一 6。 

柒 至終，所有人都要知道神是耶和華—結三六 11、23、

38，三七 6、13～14、28，三八 23，三九 6～7、22、

28： 

一 『我的民哪，我開你們的墳墓，使你們從墳墓中上來，

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三七 13。 

二 『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使人認識我的聖名，也不容我的

聖名再被褻瀆；列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以色列中的聖

者』—三九 7。 

三 『還沒有亞伯拉罕，我就是』—約八 58。 



                                   46 
 

第十五週 • 週一 

晨興餧養 

創一 1 起初神創造諸天與地。 

結三九 28 因我使他們被擄到列國中，後又聚集他們歸回

自己的地，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的神；

我必不再留他們一人在列國那裏。 

爲何在創世記一章裏不說耶和華、耶和華神，而只說神呢？

按原文的意思，神—伊羅欣—字卽那強有力者。神這名字，是

神對於造物方面說的，是指神在創造方面的關係說的。耶和華

是神與人發生關係的名字。二章是指神和人的關係，所以立刻

說耶和華神。……每一次用耶和華神，卽表明神和人發生關係。

每一次用神，就表明神的能力和造物發生關係（倪柝聲文集第

一輯第九册，六二至六三頁）。 

信息選讀 

創世記七章十六節：『凡有血肉進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

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亞的；耶和華就把他關在方舟裏頭。』……

凡進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是照神所吩咐的。耶和華卻把

挪亞關在方舟裏。……吩咐的是神。吩咐和神的權柄發生關係，

所以是『神』。到人來了，就是『耶和華』把他關在裏面，而

非神把他關在裏面。因爲關在裏面是和神的照顧發生關係。這

是『神』和『耶和華』不同的用法。 

撒上十七章四十六節：『今日耶和華必將你交在我手裏；

我必殺你，取下你的頭。我又要將非利士軍兵的屍首給空中的

飛鳥、地上的野獸喫。全地就必知道以色列中有神。』你們看，

這裏是說耶和華必將你交在我手裏，是說全地就必知道以色列

中有神。這裏是不是說『神將你交在我手裏，全地就必知道耶

和華』呢？不。因爲耶和華是和我有關係，祂顧念到我，把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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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交在我手裏。但是對於全地，就是在以色列人之外的人，神

不給他們知道祂是耶和華，只給他們知道祂是神。耶和華是與

親近神的人發生關係；而神是對普通人發生關係，使人知道祂

的能力。 

代下十八章三十一節：『車兵長看見約沙法，便說，這必

是以色列王；他們就圍繞他，與他爭戰。約沙法呼喊，耶和華

就幫助他；神驅使他們離開他。』幫助約沙法的是耶和華；驅

使他的仇敵離開的是神。耶和華幫助約沙法，因他是神所親近

的人，是和神親密的人；但對於仇敵，卻用『神』，因爲他們

和神沒有來往。 

神是普通的名字，耶和華是親近的名字。神是指著神的能

力說的；耶和華是指著神的愛心說的。神是指著創造方面說的；

耶和華是指著神的親近說的。創世記一章沒有耶和華。因爲是

講關乎創造方面的事，就是一章裏題到人，也是關乎創造方面、

能力方面的。二章是神和人親密，有了關係，所以說耶和華神。

爲何在二章裏不光說耶和華，而說耶和華神呢？這是因爲要證

明二章的耶和華，就是一章裏的神。耶和華神不只是有能力的，

且是和人親近的。不過，從這裏一直到出埃及三章，雖然一直

是用耶和華，但是，乃是到了出埃及三章十四節，纔有耶和華

的意義的說明（倪柝聲文集第一輯第九册，六四頁）。 

參讀：倪柝聲文集第一輯第九册，耶和華；神聖啓示的中心路

線，第一篇；聖經要道，第三十四題；神的啓示和異象，第三

篇；聖經中的十條路線，第一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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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出三 14 神對摩西說，我是那我是；又說，你要對以色

列人這樣說，那我是差我到你們這裏來。 

啓一 4 ……願恩典與平安，從那今是昔是以後永是

的，從祂寶座前的七靈。 

我們來到神最奇妙的名稱：『我是那我是。』（出三 14～

15）……祂的名就是『是』這個動詞。我們沒有資格說我們是。

我們甚麼都不是，惟有祂是。因此，祂稱自己：『我是那我

是。』……『我是』指明那位自有的，祂不需要倚靠自己以外

的任何事物而存在。這位也是那永有的，就是說，祂永遠長存，

無始無終。 

在約翰八章五十八節主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還沒有亞伯拉罕，我就是。』主是那偉大的『我是』，祂是永

遠長存的神。……在出埃及三章十四節，主吩咐摩西對以色列

人說，『那我是』差遣他。『我是』這辭不是完整的句子，但

在這裏的作用是一個名字，甚至是一個獨特的名字。我們已經

看見，這名實際上就是『是』這個動詞。只有神彀資格把這個

動詞應用在祂的存在上，因爲惟有祂是自有的。你我必須領悟，

我們不是自有的（出埃及記生命讀經，七一頁）。 

信息選讀 

主耶穌就是那我是。祂的名叫我是，就是永遠的一位。在約

翰八章五十八節主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

拉罕，我就是。』主這位偉大的我是乃是永遠、永存的神。所

以祂在亞伯拉罕以先，比亞伯拉罕更大。 

『我是』這個詞與動詞『是』有關，是就是存在。神創造的

時候，稱萬物爲有。事實上，神沒有創造甚麼，而是稱萬物爲

有。在羅馬四章十七節，保羅說到神是『稱無爲有』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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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一樣東西爲有，就是叫那樣東西存在。曾有一度沒有光；

這意思是說，光不存在。然後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那就是說，光存在了。 

你曉得神是誰麼？神就是惟一的我是。惟有祂是存在的，是

偉大的『是』。反之，我們不是。我們在自己裏面一無所是。

這意思是說，動詞『是』只適用於神，不適用於我們。我們必

須曉得自己甚麼都不是，我們在自己裏面一無所是。你曉得甚

麼都不是的意思麼？這意思是說你不是，『我是』和『是』這

些字眼不能應用在你身上。惟有神是那我是，惟有祂存在，祂

就是那『是』。神是宇宙的『是』，是真正存在的，離了祂，

甚麼都不存在了。反之，凡事都是虛空，凡事都是無有。 

法利賽人盤問主是誰的時候，祂回答說，『我是』。這裏主

似乎說，『我是那我是，我是惟一存在的；我就是那『是』，

但你們經學家和法利賽人甚麼都不是，你們算不得甚麼。我是

永遠的一位，是惟一的存在者，惟一的真實者。』 

惟有那『我是』纔是實際。因爲祂是那『是』，祂就是實際。

凡是不存在的東西，就無法有實際。凡是不存在的東西，都是

虛空、虛無的。因爲惟有神是那『我是』，所羅門就能說，凡

事都是『虛空的虛空』。只有一位是那『我是』。……〔我是〕

表明主在與人的關係上是永存的神。若有人不信主就是這位

神，那人必要死在罪中。在約翰八章二十八節主繼續說，『你

們舉起人子以後，必知道我是……。』（約翰著作中帳幕和祭

物的應驗，二八○至二八一頁） 

參讀：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五篇；約翰著作中帳幕和祭物的

應驗，第二十三至二十四、五十六篇；召會生活之恢復極重要

的因素，第一章；耶利米哀歌生命讀經，第四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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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出六 7～8 我要取你們歸我作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們的

神。你們要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是把你

們從埃及人所加的重擔下領出來的。我要把你

們領到我起誓要賜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

那地，將那地賜給你們爲業。我是耶和華。 

就著供應和應許來說，伊勒沙代是神的名；就著存在和成就

應許來說，耶和華是祂的名。作爲耶和華，神是永存的神（出

三 14，約八 24、28、58）和成就應許的神（出六 6～8）。亞伯

拉罕、以撒、雅各死了，並沒有享受應許的成就（來十一 13）。

在他們的經歷中，神是全足者，而不是耶和華。對他們來說，

祂是應許的神，但不是成就應許的神。在出埃及六章一至八節，

當神對摩西說話的時候，祂不是作爲伊勒沙代—應許的神，乃

是作爲耶和華—成就應許的神。在這裏神沒有給摩西關於美地

的應許；反之，祂乃是來成就……應許。當神在創世記十五章

與亞伯拉罕立約時，在十三至十四節指出要過了四百年，美地

的應許纔得以成就。這四百年結束於摩西八十歲的時候。這指

明應許亞伯拉罕的，要向摩西和以色列人應驗（出埃及記生命

讀經，一九一至一九二頁）。 

信息選讀 

神的應許還沒有向亞伯拉罕本人應驗，因亞伯拉罕還未復

活。神若不是自有永有者，數千年前的應許就無法應驗。然而，

因著神今是、以後永是，祂不能不成就祂的應許。在宇宙中有

一位永是者，這一位就是成就應許的神，凡祂所說的都要成就。

耶和華必成就祂的話。 

這對我們不該僅僅是道理，它該在實際上成爲我們的經歷。

今天在主的恢復裏，我們不是在應許的階段，乃是在應驗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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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應驗的階段包括舊約和新約中所有應許的應驗。新約有一

個應許，乃是主的話：祂要建造祂的召會（太十六 18）。這話

今天正在我們中間應驗。這指明我們經歷的主不僅是伊勒沙

代，更是耶和華。 

青年人，我在本篇信息的負擔特別是爲著你們的。我感謝

主，你們忠於主的恢復。但我知道在你們前面還有一段漫長的

路程，並且有許多試煉和試驗等著你們。我要向你們作見證，

你們所事奉的神不僅是伊勒沙代，更是耶和華。……因著祂是

那永是者，祂必成就祂所應許的一切。我也許不能履行我的話，

因爲我會去世。但因耶和華永遠長存，而且祂是動詞『是』的

實際，凡祂所說的祂必成就。當你遭遇試驗、試煉和難處時，

你應當說，『主，你是。我的問題會過去，但是主，你永遠長

存。』 

你有需要或在難處裏時，不要僅僅爲著主的豐富和充裕讚美

主。你也該讚美 祂是那『我是』。不要只感謝祂大有能力，

而要放膽宣告：『主，你是。』許多基督徒在缺乏時，以主爲

全足者，向祂禱告。但是你曾否聽過基督徒爲著主的永存讚美 

祂？主渴望有人宣告：『主，你是！』我們必須是這樣讚美主

的人。 

我們不該僅僅爲著主的豐富、充足和能力感謝主。我們若得

著主是那『我是』的啓示，就要在新樣裏禱告了。當難處來臨

時，我們要到主面前，說，『主，這裏有難處，但你是。你就

是那「 我是 」，我相信你。』（出埃及記生命讀經，一九二

至一九七頁） 

參讀：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十四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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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出三 15 神又對摩西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耶和

華你們祖宗的神，就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神，差我到你們這裏來。這是我的

名，直到永遠……。 

創三五 10 並且對他說，你的名原是雅各，從今以後不要

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 

父神呼召人、稱義人、裝備人，使人憑信而活，並活在與祂

的交通裏。……創世記十二章一節給我們看見父的呼召，十五

章六節啓示祂的稱義。十七章給我們看見神如何裝備亞伯拉

罕，使他過憑信的生活。然後十八章啓示神如何使亞伯拉罕活

在與祂交通的生活裏。這是神與祂的人間朋友亞伯拉罕之間交

通的一章（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一六一頁）。 

信息選讀 

以撒的階段代表子神，就是三一神的第二者，祂賜福與人，

使人承受祂一切的豐富，過享受祂豐盈的生活，並在平安中過

生活（創二五 5，二六 3～4、12～33）。 

在雅各同約瑟生平的階段裏，我們看見靈神在萬有裏作工，

叫愛祂的人得益處。這是根據羅馬八章二十八節，那裏說，『萬

有都互相効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按這一節上下文看，這

裏的益處不是指物質的人、事、物；乃是指我們更多得著基督

作到我們裏面，使我們有新陳代謝的變化，至終模成祂這神長

子的形像（29），也就是將我們帶進完滿的兒子名分裏。 

二十八節說，萬有互相効力，使我們得益處；但我們必須看

見，事實上乃是那靈在萬有裏作工。多年前我在上海召會曾舉

例說明，那靈如何在凡事上作工，使我們得益處。這個例子是

說到一位姊妹愛她的旗袍遠過於愛神。有一天她穿上她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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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但是就在她出門的時候，一隻狗跑過，把淤泥濺到她的

旗袍上，把她的旗袍弄髒了。那隻狗當然不知道她在甚麼時間

穿她最好的旗袍出來，但是那靈知道。那靈能指揮我們環境中

的每一件事，並在一切的人、事、物上作工，叫這些人、事、

物互相効力，使我們得益處，爲使我們得變化，並模成神長子

的形像。 

在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同約瑟這團體之人的生平裏，我

們可以看見一個蒙神所愛、所揀選、所呼召、所稱義，並得以

享受基督一切豐富的人。這一位也被命定要過掙扎的生活，受

苦的生活。最後，藉著這一切苦難，這一位就被那靈變化，而

在神聖生命裏成熟。 

每一天我們都是受苦的人，也是享受的人。一面，我們在

享受基督。另一面，我們在經歷苦難。基督一直在將祂一切的

豐富供應給我們，而那靈總是在萬有中作工，爲要管教我們。

如果我們不在靈裏行事爲人，那靈就會用我們所有的東西作工

具，來對付我們。如果一位弟兄有很多套西裝，並且愛這些西

裝過於愛神，那靈就會用這些西裝來麻煩這位弟兄。就著物質

一面說，一位弟兄有許多套西裝，對他是比較方便，使他可以

穿著得合式。但是如果他不在靈裏行事爲人，這些西裝就會成

爲更多的工具，給那靈用以對付他。凡我們所有的，都能被那

靈用來麻煩我們。這是爲我們効力，使我們得著益處，就是得

著模成神長子形像的益處（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一六二

至一六四頁）。 

參讀：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第十章；約翰福音生命讀經，

第十九至二十、四十二篇；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五篇；新約

總論，第二十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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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出三 14 神對摩西說，我是那我是；又說，你要對以色

列人這樣說，那我是差我到你們這裏來。 

約八 12 ……耶穌又對眾人講論說，我是世界的光，跟

從我的，就絕不在黑暗裏行，必要得著生命的

光。 

祂是那我是，意思就是『你需要甚麼，我就是甚麼』，以及『我是

一切』。我們有一張簽了名的支票，其上的金額欄是空白的，我們

可以照我們的需要填寫。在『我是』的名字後面，我們可以填上款

項。天上的銀行，就會兌現這張支票。我們需要甚麼，主就是甚麼。

如果我們需要救恩、亮光、生命、能力、智慧、聖別或公義，耶穌

基督自己就是我們的這一切。祂是耶和華神，是那偉大的『我是』

（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七頁）。 

信息選讀 

我是！我就是我！弟兄姊妹們，你們覺得這個名字的寶貴麼？……

神說話頂希奇。神所說的，是頂希奇；神所不說的，也是頂希奇。

神說得完全的，頂希奇；神說得不完全的，也頂希奇。……神在出

埃及三章十四節不完全的說神是甚麼。祂只說我是……，內裏意思

是不完全的。那『我是……』差遣〔摩西〕來。摩西那天受了神的

啓示。 

若神在『我是』之下加上『能力』兩字，就祂不是愛了。若加上『愛』

字，就祂是愛，而非能力、智慧、義、聖別、救贖、安慰、保障、

堅固臺、避難所了。神只說祂是……，而不說祂是甚麼，好讓信祂

的人自己在下面加上字眼（哦，不是字眼，乃是屬靈的實際！）我

們可以按著信心隨便加上甚麼。我們若有需要，同時並有信心，我

們就可以在『神是』之下加上我們所需要的，而得著神補滿我們那

個需要。我們需要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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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就是我們的安慰。我們需要避難所，神就是我們的避難所。我們

需要堅固樓，神就是我們的堅固樓。我們需要得勝，神就是我們的

得勝。我們需要聖別，神就是我們的聖別。我們需要辦法，神就是

辦法—『我就是道路。』（約十四 6）……我們需要光，神就是我

們的光。我們需要生命的糧，神就是我們生命的糧。你要甚麼，你

都可以加上。我們不必懷疑，無論甚麼都可以加上。……這正像一

本支票簿子。有人在下面簽好了名字。……你撕一張，要填一千，

就有一千。……下面已有人簽了字，上面只要你寫就好用了。多少

人不認得誰是神，多少人不認識耶和華。我覺得這名字的長闊高深，

是彀包括一切的。 

這樣看來，難怪認識神的人說，耶和華的名是堅固樓；義人奔入，

便得安穩〔箴十八 10〕。當我們認識這名的意義之後，我們豈不是

要同大衞一同說，『耶和華阿，認識你名的人要信靠你』（詩九 10）

麼？就是因爲舊約的聖徒知道神的名是耶和華的緣故，所以，纔祈

求說，『耶和華阿，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孽』（二五 11）；『以

你的名救我』（五四 1）；『求你爲你名的緣故恩待我』（一○九

21）。所以，纔宣告說，『藉你的名要踐踏那起來攻擊我們的人』

（四四 5）；『爲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二三 3）；『我要在你

的名裏舉手』（六三 4）。所以，他們纔讚美 說，『神阿，你受

的讚美 ，正如你的名一樣』（四八 10）；『他們因你的名終日歡

騰』（八九 16）；『你們當向神唱詩，歌頌祂的名；……祂的名是

耶和華』（六八 4）。 

神的名就是啓示神自己的。神的名是我們信心的根基。如果我們能

在聖靈的能力裏，進入神的名的實際，就我們能彀靠著神的名爲我

們成功非常的事（倪柝聲文集第一輯第九册，六五至六七頁）。 

參讀：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第一章；倪柝聲文集第一輯

第九册，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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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來十一 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爲到神面前

來的人，必須信有神〔直譯，神是〕，且信祂

賞賜那尋求祂的人。 

約八 58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還沒

有亞伯拉罕，我就是。 

出埃及三章所啓示的第二個名稱是耶和華；耶和華的意思是『那昔

是今是以後永是者』。這名稱基本上由『是』這個動詞所組成。除

了主以外，其他一切都是虛無。祂是惟一『是』的那一位，惟一具

有存在之實際的那一位。除了祂以外，『是』這個動詞不該應用於

任何人或任何事物。祂是惟一的自有者。宇宙中的萬有都是虛無。

惟有耶和華是『那昔是今是以後永是者』。祂過去是，現在是，將

來還是。 

希伯來十一章六節說，『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有神，

直譯，神是）。根據本節經文，神是，我們必須信祂是。神是，但

我們不是。 

我們若要蒙神呼召，就必須認識，那位呼召者首先是受神差遣者，

其次是耶和華，就是昔是今是以後永是的那一位。我們必須曉得，

呼召我們的神是，而我們不是。我們都需要這樣認識神（出埃及記

生命讀經，六八至六九頁）。 

信息選讀 

當你……說，『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你就是信神是。……這含

示你看見你不是，祂纔是。 

除了一事之外，沒有甚麼能使獨一的神快樂；那就是信。信乃是信

神是。這樣，我就要問你：『如果惟獨神是，那麼你在那裏？』詩

歌三百六十四首第一節說，『與主同葬，也一同復活，還有甚麼留

給我去作？只要我不再奮鬭擊空，只要我照新生而舉動。榮耀歸於

神！』你在那裏？你在墳墓裏。今天你是誰？你必須說，『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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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乃是基督。』我願意再題到達祕所說的話：『哦，何等喜樂，

能彀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見，惟見在榮耀裏活的基督；並

且一無所顧，惟顧祂在此地的權益。』這是信。我們甚麼也不顧，

只顧祂的權益。我們應當一直的說，『不是我，不是我自己，不是

我的；乃是祂，祂自己，祂的。祂是首先，祂是末後，祂也是中間

的一切。』『主，惟有主。』（見詩歌四三三首第五節） 

惟有信使神快樂，而信乃是信神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信神是，乃是使神快樂、蒙神喜悅的惟一、獨一的路。我願意

問姊妹們：『當你梳頭的時候，是誰在梳？』你梳頭的時候應

當說，『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但對許多姊妹來說，不是基

督，乃是她們自己。如果是基督在梳頭，祂就不會照你的方式

梳頭。你要記住這事。當你梳頭的時候，你應當能彀說，『讚

美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你我凡事都必須這樣行。 

當弟兄們來看我，我常禱告說，『主阿，弟兄們要來看我。

我不是那個能應付他們需要的人。主阿，你纔是那一位。』這

是信—信我應當出去，信祂應當進來。我必須在凡事上否認己，

在凡事上信靠祂。你要否認己並信靠祂。這就是信神是。 

甚至在職事聚會結束時，我們可能說，『聖徒們，現在是輪

到你們分享。』但我們必須說，『這不是輪到我們，乃是輪到

基督。』如果我們這樣生活，基督的豐富就要從我們口中出來。

我來聚會之前，經常向主禱告說，『主阿，我不該是說話者，

你纔是。我已經被釘死，但你活在我裏面。你應該是說話者。』

這有很大的不同—否認己，信靠主，也就是說，信神是（羅馬

書的結晶，九三至九六頁）。 

參讀：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五篇；羅馬書的結晶，第七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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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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