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第一週 • 申言 

申言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週 • 綱目 

藉著過隱藏的生活而過國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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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 賽四五 15，三七 31，太六 2~4、5~15、16~18，十四 22~23，詩

四二 7，歌四 12 

週 一 

壹 我們要學習主的榜樣，獨自上山去禱告而過隱藏的生活—太

十四 23，參路六 12： 

一 主沒有與群眾在一起留在所行神跡的結果裡（指除了婦女孩

子，食飽五千人的神跡），乃是離開群眾，在山上獨自在禱告

中與父在一起—太十四 14~23： 

1 主催門徒離開，祂好有更多的時間獨自禱告父—22~23節。 

2 祂需要獨自禱告祂在天上的父，好叫祂在地上為著建立諸天之

國，無論作甚麼，都能與父是一，並有父與祂同在；祂不是在

野地，乃是在山上禱告；祂離開群眾，甚至離開門徒，為要獨

自與父接觸。 

二 我們應當寶貴這三句話：「與父在一起」、「在山上」、「在

禱告中」： 

1 與別人一起禱告是很好的，但通常我們需要獨自禱告；我們與

別人一起禱告時，無法像我們獨自向主禱告時享受主那樣深。 

2 甚至主耶穌也告訴我們，我們禱告時，要私下關上門，向那在

隱密中察看我們的父禱告（六 6）；這樣，我們就會感覺到祂

與我們是何等親，我們與祂是何等近。 

3 我們必須學習離開群眾、家庭、朋友和召會裡的聖徒，去到更

高一層的「高山」；我們必須上得更高，遠離較低一層屬地的

事物；我們需要達到更高一層，離開群眾，獨自與父在一起，

隱密地與祂有親密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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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二 

貳 國度子民的原則乃是過隱藏的生活，不將自己的義行表現在

人前，這些義行就如施捨（2~4）、禱告（5~15）及禁食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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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這三個例證當中，主都使用了「隱密」這辭（4、6、18）；

我們的父是「在隱密中」，祂「在隱密中察看」；國度子民是

天父的兒女，必須活在父隱密和隱藏的同在裡，並顧到父隱密

和隱藏的同在。 

二 國度子民在國度屬天的管治之下，活在倒空、謙卑的靈裡，以

純潔、單一的心行事，就不可在肉體裡作甚麼，得人的稱讚；

乃是必須在靈裡作一切事，討他們天父的喜悅。 

三 在隱密中行義，結果乃是殺死肉體和己；在社會上甚至在墮落

的基督教中，如果不允許人顯揚他們的善行，他們就不幹了；

己喜愛得榮耀，肉體喜愛被人注視。 

週 三 

四 在明處長大的聖徒，不是健康的長大；我們都需要一些生命中

隱密的長大，一些對基督隱密的經歷；我們需要隱密地禱告主、

敬拜主、接觸主並與主交通。 

五 我們該多多禱告，但不要讓別人知道我們有多少禱告；我們若

天天禱告而不告訴別人，或者不讓別人知道，這表示我們是健

康的，並且我們正在長大。 

六 國度子民必須有密室禱告的經歷，在隱密中接觸他們的天父，

經歷對父隱密的享受，並從祂接受隱密的回答—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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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無論何時我們在義行上顯揚自己，我們就不健康；這樣的顯揚

大大阻撓我們在生命裡長大。 

八 我們人的生命喜愛炫耀、公開顯揚，但神的生命總是隱藏的；

假冒為善的人就是有外面的表顯，裡面卻空無一物的人。 

九 我們在天然的生命裡，絕不可能實行在隱密中過隱藏的生活，

只有在神聖的生命，不喜歡顯揚的生命裡，纔可能實行；我們

若認真要成為國度的子民，就必須學習憑著我們父隱藏的生命

而活。 

十 宇宙指明神是隱藏的，神是隱密的；我們若憑著神的愛愛人，

這愛就始終是隱藏的。 

週 四 

三 「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實在是自隱的神」—賽四五 15： 

一 信徒可能認識神是全能的神，是公義的神，是滿有恩典和慈愛

的神，卻不認識神是一位元自隱的神。 

二 神在祂的子民中間，也在他們個人的生活裡作了許許多多的

事，但神卻把自己隱藏起來： 

1 神喜歡隱藏，我們卻喜歡顯揚；神不求外在的顯明，但我們沒

有外在的顯明就不滿意。 

2 在迦密山頂，神是明顯地與以利亞同在，但神一隱退，以利亞

就受不了—王上十九 9~18： 

a 神知道以利亞願意神是一位顯明的神；他不知道神是願意

自隱的。 

b 神不在大風和烈風裡，神不在地震裡，神不在火裡；神乃

是在「微小柔細的聲音」裡對以利亞說話—1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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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神以微小柔細的聲音對以利亞說話，指明神將以利亞引進

新約時代；在新約時代神對祂的子民說話不是發聲如雷，

乃是微小柔細地說話—參約壹二 27。 

d 以利亞對神說，只剩下他一個忠信者；但神非常柔細地回

答以利亞說，祂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

王上十九 18，參羅十一 2~5。 

e 以利亞以為看得見的纔算得數，但神是一位自隱的神；神

在暗中為祂自己留下七千得勝者，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

神的活動隱藏到連申言者以利亞都不知道。 

週 五 

三 我們需要認識神作工隱藏的性質；不要以為只有大的感動、大

的異象、大的啟示纔是出於神的；神最確實的工作，乃是祂在

我們這人的隱密處所作的： 

1 我們越事奉主，越住在祂裡面，就越知道神是一位非常靜默的

神；祂靜默到一個地步，人常常不覺得祂存在。 

2 祂所給我們那些最親密的引導，都是很自然的，使我們幾乎不

覺得祂在引導我們，但我們就是受了引導；神最重大的引導，

通常是藉著神這樣內裡靜默的活動而讓我們得著的。 

四 獨生子來表明神，卻把神藏在人性生命裡，並且是藏在一個外

表「憔悴」的人性生命，一個「無佳形威儀」的人性生命裡—

賽五二 14，五三 2： 

1 祂來自無關緊要的加利利省，來自小城拿撒勒；猶太人都公

認，那個地方並沒有出過甚麼申言者或名人—約一 46，七 52。 

2 所以當祂出來的時候，人難以相信神在祂裡面，甚至要信祂是

神的申言者都不容易；可是神卻藏在拿撒勒人耶穌裡面—參西

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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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外，拿撒勒人耶穌是來自一個貧寒的家庭，長大了就作木

匠，是一個非常平凡的木匠，一個微不足道的工人，直到祂三

十歲；有誰能想到，無限的神就住在祂裡面？ 

五 你若把聖經好好地讀過，就看見神有一個脾氣，就是不樂意顯

揚；祂不願意在明處作事，乃喜歡在暗中作工—太十七 1~9，約

二十 14~17，路二四 13~37，約二十 24~29，賽三九 2~8： 

1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祂，卻是愛祂，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

入祂而歡騰，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喜樂」；信徒沒有見過

祂，卻是愛祂，這是個奇跡，也是個奧秘—彼前一 8。 

2 主復活後給祂的跟從者主要的訓練，就是叫他們認識祂是一位

元自隱的神。 

3 神經綸的一切是以基督為其中心與普及，不在看得見的範圍，

乃在看不見的氣氛和信的範圍裡—林後四 13、16~18，五 7，

來十一 1，弗三 17上，提前一 4下。 

六 我們感覺最無能的時候，就是主最有力地與我們同在的時候—

林後十二 9~10： 

1 自隱的神在我們的生活中作工，並且正大大地作工。 

2 我們的責任乃是與祂合作，回應祂在裡面的聲音，就是那「微

小柔細的聲音」，那聲音好像不過是我們自己在那裡想的，我

們沒有想到這會是主的聲音。 

3 我們必須對我們裡面最深處所感受的聲音說阿們，因為自隱的

神正在那裡隱密地、不停地作工。 

週 六 

肆 詩篇四十二篇七節說，「深淵就與深淵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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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別人的深處只能與從我們深處出來的響應；凡不是從深處出來

的，就永遠不能達到別人的深處。 

二 國度的生活是深處的生活，是能「往下紮根，向上結果」的生

活—賽三七 31，參徒六 7，十二 24，十九 20。 

三 一面，我們要讓基督作為生命的種子，在我們那是好土的心田

裡深深紮根（太十三 23）；另一面，我們在基督裡是活的植物，

需要在包羅萬有之基督這土壤裡深深紮根，祂是美地的實際（西

二 6~7）： 

1 好土象徵好的心，沒有為屬世的交通往來所硬化，沒有隱藏的

罪，也沒有今世的思慮和錢財的迷惑；我們需要天天讓主對付

我們心裡的這些事物，好叫我們能以神的增長而長大—19節。 

2 我們已經被栽種到基督這美地的實際裡，需要花時間（特別是

早晨與主同在的時間）來吸取祂。 

四 撒種者撒種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土淺石頭地上的，

有落在荊棘裡的，有落在好土裡的；這給我們看見，人對神話

語的接受有四種不同的方式—太十三 4~8、18~23： 

1 主耶穌告訴我們，在這幾種不同的情形中，有一種叫作土淺石

頭地，上面有一點土，下面是石頭；種子落在這一種的地上，

長得頂快，但是日頭出來一曬，因為沒有根，就枯乾了—5~6

節。 

2 甚麼是根？根是長在地下的。甚麼是葉子？葉子是長在地上

的。 

3 換句話說，看不見的生命叫作根，看得見的生命叫作葉子；許

多基督徒的難處就在於看得見的生命雖然有許多，看不見的生

命卻少得很；換句話說，就是缺少隱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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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你所有的經歷都是顯露的，那你所有的都是往上長的，不

是往下長的；這樣，你就是只有葉子沒有根的人，你就是土淺

的人。 

5 基督徒的美德只有顯在人面前，沒有隱藏在深處的，這樣的人

是沒有根的，經不起試煉和試誘；求神作工在我們身上，使我

們能往下紮根。 

五 我們需要像使徒保羅一樣，對基督有深處的經歷—林後十二

1~4： 

1 保羅被提到第三層天裡，並且被提進樂園裡，但他到十四年後

纔說這個經歷；保羅的根是深深地長在地下的。 

2 我們要有保羅的工作，就得有保羅的「根」；我們要有保羅外

面的生活，就得有保羅裡面的生命；我們要有保羅顯露的能

力，就得有保羅隱密的經歷。 

3 這不是說我們不應當作見證，但我們必須曉得許多經歷是需要

隱藏的—參四 5。 

4 沒有根，就是沒有隱藏的寶貝；沒有根，就是沒有隱藏的生命，

沒有隱藏的經歷；有些經歷我們必須遮蓋起來；一切若都不遮

蓋起來，就要失去一切了—參賽三九 2~8。 

六 我們所有在主面前隱密的東西，都必須保留著；唯有當主在我

們裡面運行，要我們拿出來，我們纔能拿出來；神要我們與一

位弟兄分享某個經歷，我們不能把它壓住，因為壓住就違反了

基督身體肢體的律，就是交通的律： 

1 我們需要知道甚麼是基督的身體，甚麼是肢體間生命的流通，

但我們也需要在主的面前，學習保守我們隱藏的部分，就是我

們對基督許多不為人知的經歷。 

2 沒有深處的生活，我們只能用表面的工作得著人表面的感動；

只有「深淵……與深淵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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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清潔、美麗的屬靈生活，是出自與神內裡、隱藏、不間斷的交

通；所以說，「他必如百合花開放，如利巴嫩的樹木紮根」（何

十四 5）；這樣的生活能多結果子—5~7節。 

八 要有深處的生活，就必須與主有直接、親密的交通；雅歌四章

十二節說，「我妹子，我新婦，乃是關鎖的園，禁閉的井，封

閉的泉」： 

1 這時主所愛的尋求者在其屬靈長進上成為一個園子，作基督私

有的享受。 

2 她不是一個公園，乃是一個關鎖的園；她所有的一切，只求良

人的喜悅，不求人的喜悅。 

3 如果今天的信徒關鎖多一點，蓋紮得緊一點，他們作工就會更

有功效。 

4 願主恩待我們，讓十字架在我們裡面作更深的工，好讓我們深

深紮根，使我們過深處隱藏的生活，來滿足神的要求，滿足神

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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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太六 6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密室，關上門，禱告你

在隱密中的父，你父在隱密中察看，必要報答你。 

十四 22~23 耶穌隨即催門徒……在祂以先到對岸去，……既

解散了群眾，祂就獨自上山去禱告。到了晚上，

只有祂單獨在那裡。 

在行了〔食飽五千人，不含婦女孩子的〕神跡後，主就獨自上山

去禱告（太十四 23，參路六 12）。 

主沒有與群眾在一起留在所行神跡的結果裡，乃是離開他們，在

山上獨自在禱告中與父在一起。我們若到一個地方去，有了極大的成

功，我們會立即離開，還是會留下來享受這個大的成功？我們必須看見

並跟從主耶穌的榜樣。祂沒有留在所行大神跡的結果裡。祂獨自上山去

禱告。「獨自」這辭很有意義。這意思是說，祂不讓人知道祂去禱告；

否則，他們會跟著祂。祂離開他們，獨自在禱告中與父在一起。我喜歡

這三句話：「在山上」、「在禱告中」、「與父在一起」。我們應當從

主在這裡的榜樣學，操練在山上在禱告中與祂在一起。祂望著天〔太十

四 19〕，意思是祂不信靠自己。祂上山去，意思是祂要在禱告中與父

在一起（神人的生活，一五○至一五一頁）。 

信息選讀 

屬天的王，父的愛子（太三 17），站在人的地位上（四 4），需

要獨自禱告祂在天上的父，好叫祂在地上為著建立諸天之國，無論作甚

麼，都能與父是一，並有父與祂同在。祂不是在野地，乃是在山上禱告；

祂離開群眾，甚至離開門徒，為要獨自與父接觸（聖經恢復本，太十四

23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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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度子民必須有密室禱告的經歷，在隱密中接觸他們的天父，經

歷對父隱密的享受，並從祂接受隱密的回答（太六 6註 1）。 

與別人一起禱告是很好的，但通常我們需要獨自禱告。我們與別

人一起禱告時，無法像我們獨自向主禱告時享受主那樣深。甚至主耶穌

也告訴我們，我們禱告時，要私下關上門，向那在隱密中察看我們的父

禱告（太六 6）。這樣，我們就會感覺到祂與我們是何等親，我們與祂

是何等近。我們必須學習離開群眾、家庭、朋友和召會裡的聖徒，去到

更高一層的「高山」。我們必須上得更高，遠離較低一層屬地的事物。

我們需要達到更高一層，離開群眾，獨自與父在一起，隱密地與祂有親

密的交通。這就是「上山禱告」的意義。 

祂到山上去獨自禱告，指明祂是求父祝福所有得享這神跡結果的

人，使他們不滿足於那必壞的食物；反而尋求那存到永遠生命的食物；

並認識祂不僅是人子，也是神子，受父所差遣，並為父所印證，且能賜

他們永遠的生命〔約六〕。 

祂獨自到山上去禱告，也指明祂要得著父的指示，好知道如何照

顧那藉著祂的神跡而得餧養的五千人（神人的生活，一五一至一五三

頁）。 

參讀：神人的生活，第十四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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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太六 3~4 但你施捨的時候，不要讓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好叫

你的施捨可在隱密中，你父在隱密中察看，必要報答

你。 

馬太六章一節說，「你們要小心，不可將你們的義行在人前，故

意叫他們注視；不然，在你們諸天之上的父面前，你們就沒有賞賜了。」

這裡的義是指義行，如二至四節所說的施捨，五至十五節所說的禱告，

及十六至十八節所說的禁食。毫無疑問，這些經節說到國度子民的義

行。然而，實際上，這些經節暴露己和肉體。我們裡面有些東西是比怒

氣和情欲更壞的。……在一至十八節中，主用了三個例證—施捨、禱告

和禁食—啟示出我們是如何充滿了己和肉體。 

人那尋求榮耀自己的肉體，總想在人前行善，得人稱讚。但國度

子民在國度屬天的管治之下，活在倒空、謙卑的靈裡，以純潔、單一的

心行事，就不可在肉體裡作甚麼，得人的稱讚；乃必須在靈裡作一切，

討他們天父的喜悅（馬太福音生命讀經，二八七至二八八頁）。 

信息選讀 

在〔馬太六章〕這三個例證當中，主都使用了「隱密」這辭（4、

6、18）。我們必須在隱密中行義，因為我們的父是在隱密中。在四節

主說，我們的父在隱密中察看。國度子民是天父的兒女，必須活在父的

同在裡，並顧到父的同在。他們在隱密中為著父的國所作的，父都在隱

密中察看。天父在隱密中的察看，必是他們在隱密中行義的激勵。在這

節主也說，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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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答我們。這可能發生在今世（林後九 10~11），或在來世作為賞賜（路

十四 14）。 

在隱密中行義的結果乃是殺死己和肉體。今天如果不允許人在社

會上顯揚他們的善行，他們就不幹了。……這是今天墮落基督教可悲的

作法，尤其在捐款的事上。……公開的顯揚越大，人就願意捐更多的錢。

當然，這樣的顯揚是出於肉體。……對我們國度子民而言，關於義行的

基本原則是絕不要顯揚自己。盡可能隱藏自己、遮蓋自己並在隱密中行

事。我們該隱藏到一個地步，正如主耶穌所說的，左手不知道右手所作

的（太六 3）。這就是說，我們不該讓別人知道我們所作的。例如，你

若禁食三天，不要把臉裝得難看，或面帶愁容。反之，要叫人看不出你

在禁食，使你的禁食行在隱密中。不要在人面前禁食，乃要行在天父隱

密的同在中。這樣作就是殺死己和肉體。 

我們鼓勵眾聖徒在召會的聚會中盡功用。然而，盡功用有一個危

機，就是要顯揚自己。有一個危機，就是在人面前行事。……靠著主的

憐憫和恩典，我們行事必須盡可能的隱藏。總要盡力隱密地行那些討神

喜悅並對人公義的事。盡力不要讓別人知道這些事。你的義行要單單行

在神面前。 

我們的父在隱密中察看。當你獨自在房間禱告的時候，別人看不

見你，但你的天父看見了。不要在十字街口或會堂裡禱告，為要給人看

見。要在隱密中禱告，給你在隱密中察看的父看見，這樣你也要在隱密

中從祂得著答應。……若是可能，要在隱密中行每件事，不要把機會給

你的己，或把地位給你的肉體（馬太福音生命讀經，二八九至二九○

頁）。 

參讀：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二十一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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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太六 5~6 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因為他們

愛站在會堂裡，並十字街口禱告，為要叫人看見。我

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充分地得了他們的賞賜。你

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密室，關上門，禱告你在隱密

中的父，你父在隱密中察看，必要報答你。 

雖然主說到賞賜（太六 1、5），但這裡重要的事不是賞賜，乃是

在生命裡長大。在明處長大的聖徒，不是健康的長大。我們都需要一些

生命中隱密的長大，一些對基督隱密的經歷。我們需要隱密地禱告主、

敬拜主、接觸主並與主交通，也許連最親近我們的人，也不知道或領會

我們在作甚麼。我們需要這些對主隱密的經歷，因為這樣的經歷殺死我

們的己和我們的肉體。雖然怒氣和情欲很醜陋，但最阻撓我們生命長大

的乃是己。……己喜愛得榮耀，肉體喜愛被人注視（馬太福音生命讀經，

二九○至二九一頁）。 

信息選讀 

我們該多多禱告，但不要讓別人知道我們有多少禱告。……你若

天天禱告而不告訴別人，或者不讓別人知道，這表示你是健康的，並且

你正在長大。然而，假定你一直告訴別人你有多少禱告，你若這樣作，

不僅要失去賞賜，你也不健康，不會在生命裡長大。……你的義行若在

隱密中，你就能確信自己是在生命裡長大，並且是健康的。但無論何時

你在義行上顯揚自己，你就不健康。這樣的顯揚大大阻撓了你在生命裡

長大。 

宇宙指明神是隱藏的，神是隱密的。雖然祂作了許多事，人卻不

知道祂作了那些事。我們也許看見了神所作的事，但我 



                                   34 
 

第二週 • 週三 

們沒有人見過祂，因為祂總是隱藏的，總是隱密的。神的生命屬於這樣

隱密和隱藏的性質。我們若憑著自己的生命愛人，這生命就想要在人面

前炫耀自己。但我們若憑著神的愛愛人，這愛就始終是隱藏的。我們人

的生命喜愛炫耀、公開顯揚，但神的生命總是隱藏的。假冒為善的人就

是有外面的表顯，裡面卻空無一物的人。他所有的一切僅僅是外面的表

演，裡面沒有實際。這完全與神的性情和祂隱藏的生命相對。雖然神的

內涵極其豐富，但表顯出來的只有一點點。我們若憑著這神聖的生命而

活，也許會多多禱告，但別人不會知道我們禱告了多少。 

我們基督徒捐出一百元時，最好只讓別人知道我們捐了一角。我

們所作的比別人所看見的多。我們在天然的生命裡，絕不能實行這樣的

施捨，只有在神聖的生命，不喜歡顯揚的生命裡，纔可能這樣實行。這

是本段話的重點。 

我們若認真要成為國度的子民，就必須學習憑著我們父隱藏的生

命而活。我們不可憑著自己天然的生命而活，這生命總是炫耀自己。我

們若憑著我們父隱藏的生命而活，我們會作許多事而不公開顯揚。反

之，我們所作的一切都會在隱密中，從人眼前隱藏。 

國度子民在禱告的事上，和在施捨的事上一樣，不要公開顯揚〔太

六 5〕。……要得人稱讚的禱告，雖可從人得著賞賜，卻不能從父得著

答應，所以是徒然的禱告。 

我們的禱告該在隱密中〔6〕。……國度子民必須有密室禱告的經

歷，在隱密中接觸他們的天父，經歷對父隱密的享受，並從祂接受隱密

的回答（馬太福音生命讀經，二九一至二九三、二九五至二九六頁）。 

參讀：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二十一篇。 
第二週 • 週四 

晨興餧養 

賽四五 15  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實在是自隱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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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上十九 12 地震後有火，耶和華也不在火中；火後有微小柔

細的聲音。 

你們曾否注意到聖經有這一個說法—「自隱的神」？我曾試過問好

些弟兄姊妹這問題，就發現神的兒女幾乎都不知道聖經裡有這樣的發

表，也不真認識神是自隱的神。他們認識神是全能的神，是公義的神，

是滿有恩典和慈愛的神，卻不認識神是一位元自隱的神。 

我們要注意以賽亞是如何表達這個思想：「以色列的神啊，你實在

是自隱的神。」（賽四五 15）他這一句話是非常重的。他這話不是憑

空說的，也不是想像出來的；乃是他根據許多的事實所產生出來的發

表。他把那些事實都看過、都研究過了，就得到一個結論：「神啊，你

實在是自隱的神。」當申言者看看神所作的事，看看以色列人在神手中

的遭遇，看看神百姓的經歷，就叫他不能不承認，神的確是一位自隱的

神。以賽亞為甚麼會得到這一個結論？如果你把整卷以賽亞書都讀過，

你就能讀出那一個原因。那是因為神在以色列人中間，在以色列人身

上，作了許許多多的事，但神卻把自己隱藏起來。祂一直在作事，卻一

直是隱藏的。許多事都是祂作的，以色列人卻不知道作事者是誰。所以

有一天以賽亞就驚歎說，「神啊，你實在是自隱的神。」（譯自 CWWL

一九五六年第二冊，自隱的神，英文版） 

信息選讀 

我們的個性與神的個性截然不同。神喜歡隱藏，我們卻喜歡顯揚；

神不求外在的顯明，但我們沒有外在的顯明就不滿意。這神聖的性情對

我們成為極大的試煉和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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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利亞是與我們性情相同的人」（雅五 17），他受不住神這個

試驗。在迦密山頂，神是明顯地與他同在。但神一隱退，以利亞就受不

了。他就心灰意冷跑到山洞裡去。當神問他說，「你在這裡作甚麼？」

他回答說，「我為耶和華萬軍之神大發妒忌；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

約，拆毀了你的壇，用刀殺了你的申言者，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尋

索要奪我的命。」（王上十九 9~10）神知道以利亞的難處；祂知道以

利亞願意神是一位顯明的神；他不曉得神是自隱的神。於是神給他一個

說明。在那裡「有烈風大作」（11），以利亞以為神在其中，但「耶和

華卻不在風中」（11）。風後有地震，以利亞以為神必定在其中，但「耶

和華卻不在其中」（11）。地震後有火；以利亞以為神是烈火，神該在

其中了。但「耶和華也不在火中」（12）。火後有微小柔細的聲音，神

就在其中（12）。以利亞對神說，「只剩下我一個人。」（14）但神非

常柔細地回答說，「有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以利亞，我是隱藏

的神。我為自己留下了七千人，這是你所不知道的。」（參 18）以利

亞以為看得見的纔算得數，但神是一位自隱的神。神不在風裡，不在地

震裡，也不在火裡；神乃是在微小柔細的聲音裡。神為祂自己留下七千

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但祂的活動隱藏到連申言者以利亞都不知道

（譯自 CWWL一九五六年第二冊，自隱的神，英文版）。 

參讀：自隱的神。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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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彼前一 8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祂，卻是愛祂，如今雖不得看見，

卻因信入祂而歡騰，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喜樂。 

西三 3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

面。 

〔願〕神的兒女……認識神作工隱藏的性質。不要以為只有大的感

動、大的異象、大的啟示纔是出於神的。神最確實的工作，乃是祂在我

們這人的隱密處所作的。常常就是一點點的聲音，或一點點的感動，微

弱到很難分辨是否是我們自己的感想。這乃是神最厲害的活動。有時在

我們裡面最深處，隱約有一個很小的意念，或者說是一個感覺，一個聲

音，或一句話，在裡面說，「那是你天然的生命；那屬於十字架。」這

些話微弱到好像不成話。但請你記得，這些幾乎無法辨別的話指明神最

積極的活動。你可能想，這不是神，這不過是我。但我向你保證，這是

神最確定的話語和工作。在近兩千年的召會歷史中，神的召會就是由這

樣神聖的活動維持的。我們越事奉主，越住在祂裡面，就越領悟神是一

位太靜默的神；祂靜默到一個地步，人常常不覺得祂存在。祂所給我們

那些最親密的引導，都是很自然的，使我們幾乎不覺得祂在引導我們，

但我們就是受了引導；事情就發生了。神最重大的引導，通常都是藉著

神這樣內裡靜默的活動而讓我們得著的（譯自 CWWL 一九五六年第二

冊，自隱的神，英文版）。 

信息選讀 

當獨生子來表明父，祂把父藏在人性生命裡，並且是藏在一個「面

貌憔悴」的人性生命，一個「無佳形威儀」的人性生命裡（賽五二 14，

五三 2）。祂來自無關緊要的加利利省，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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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拿撒勒；猶太人都公認，那個地方並沒有出過甚麼申言者或名人（約

一 46，七 52）。所以當祂出來的時候，人難以相信神在祂裡面，就是

要信祂是神的申言者都不容易。可是神卻藏在拿撒勒人耶穌裡面。……

這人是來自一個貧寒的家庭，長大了就作木匠，是一個非常平凡的木

匠，一個微不足道的工人，直到祂三十歲。有誰能想到，無限的神就住

在祂裡面？ 

你若把聖經好好地讀過，就看見神有一個脾氣，就是不樂意顯揚；

祂不願意在明處作事，祂喜歡在暗中作工。祂造了宇宙，祂就隱藏在宇

宙中人所不知道的地方，以致人找不著祂。 

願我們都領悟，我們的主復活後給祂的跟從者主要的訓練，就是叫

他們認識祂是一位元自隱的神。祂是在人的中間，卻不給人看見；祂是

在人的裡面，卻不給人察覺。 

到彼得寫他第一封書信時，他能說，「你們雖然沒有見過祂，卻是

愛祂。」（彼前一 8）這是一件奇妙的事。哪有一個人能愛一位他未曾

看見的？……所信的和所愛的都是一位看不見的。 

我們感覺最無能的時候，就是主最有力地與我們同在的時候。……

不要盼望有大的異象或大的經歷。不必盼望任何外面的事，因為自隱的

神在你的生活中作工，並且正大大地作工。你的責任乃是與祂合作，回

應祂在裡面的聲音，就是那「微小柔細的聲音」，那聲音好像不過是你

自己在那裡想的，你沒有想到那會是主的聲音。你必須對你裡面最深處

所感受的聲音說阿們，因為自隱的神正在那裡隱密地、不停地作工（譯

自 CWWL一九五六年第二冊，自隱的神，英文版）。 

參讀：自隱的神。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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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詩四二 7  你的瀑布發聲，深淵就與深淵回應；你的波浪洪濤，

都漫過我身。 

太十三 5  又有的落在土淺石頭地上，土既不深，立刻發苗。 

所有的深處，只能因著深處的呼喊纔能有回應。淺的東西，永遠摸

不著深的；在外面的，也永遠摸不著裡面的。……別人的深處，只能與

你的深處回應。……凡不是從深處出來的，就永遠不能達到深處。你如

果不從深處得著益處，得著幫助，你就不能從深處有東西出來（倪柝聲

文集第二輯第十七冊，五一頁）。 

信息選讀 

在主耶穌所說的那一個撒種的比喻裡面，……有落在土淺石頭地上

的〔太十三 5〕。……種子落在這一種的地上，長得頂快，但是，日頭

出來一曬，因為沒有根，就枯乾了。……甚麼是根呢？根是長在下麵的。

甚麼是葉子呢？葉子是長在上面的。換句話說，看不見的生命叫作根，

看得見的生命叫作葉子。許多基督徒的難處就在這裡：看得見的生命雖

然有，但是看不見的生命卻少得很。換句話說，人缺少隱藏在深處的生

活。……如果你所有的經歷都是顯露的，那你所有的都是往上長的，不

是往下紮根的。這樣，你就是光有葉子沒有根的人，你就是土淺的

人。……只有顯在人面前的，沒有隱藏在深處的，這樣的人，是沒有根

的，是經不起試煉、經不起試探的。……〔我的經歷〕除了別人所知道

的之外，我還剩下多少？也求神作工在我們身上，使我們能往下紮根。 

〔保羅〕把甚麼啟示都告訴人麼？不。他說，「我認得一個在基督

裡的人，〔這一個人就是他自己，〕十四年前，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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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被提，直到第三層天裡（或在身內，我不曉得，或在身外，我也不

曉得，只有神曉得）。」〔林後十二 2〕這個十四年前的經歷，到今天

纔說。……神的召會不知道保羅這個經歷；……使徒們不知道保羅這個

經歷。保羅是一個有根的人！ 

要有保羅的工作，就得有保羅的根；要有保羅的生活，就得有保羅

的生命；要有保羅顯露的能力，就得有保羅隱密的經歷。今天的難處，

就是在神的兒女中藏不了屬靈的東西，藏不了特別的經歷。只要有一點

的經歷，就給許多人知道了。 

這不是說不應當作見證，是說有許多屬靈的經歷是需要隱藏

的。……沒有根，就是沒有暗中的寶貝，……沒有暗中的生命，……沒

有暗中的經歷。有許多的經歷，我們必須遮蓋起來；一切若都不遮蓋起

來，就要失去一切了。 

我們所有在神面前隱密的東西，不能都拿出來。……神在裡面動，

我們纔能動。有的時候，神要你對弟兄說話，你可不要把它壓住了；你

如果壓住了，你就違反了基督身體肢體的律。肢體有一個律就是交通；

你一壓住，就不能流通。我們要積極，不能消極，我們要將生命給人。……

我們盼望一面知道甚麼是身體，知道身體上的流通，另一面我們在主的

面前，有我們隱藏的部分，就是許多經歷是人所不知道的。……沒有深

處，你只能用表面的工作得著人表面的感動。我們說了再說，只有「深

淵……與深淵回應」（倪柝聲文集第二輯第十七冊，五二至五五、五八

至六○頁）。 

參讀：倪柝聲文集第二輯第十七冊，第七篇；倪柝聲文集第二輯第十八

冊，第六十五篇；歌羅西書生命讀經，第四十四、五十一至五十三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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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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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度與召會 

讀經：太十六 18~19，十八 15~22，羅十四 17，啟一 6，西一 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