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道我是耶和华（鸟瞰､诗歌:61) 
Overview：纲要Ⅰ到Ⅳ是启示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那是指神在与人之关系上的名、意思是“我是那我是”、与存在和成就的应许相关联的名、是作为自
由永有者的三一神。Ⅴ启示约翰福音强调耶稣乃是那伟大的我是，Ⅵ启示信乃是信神是，Ⅶ启示至终，所有人都要知道神是耶和华。 
Ⅰ．“伊罗欣”是神在
与造物之关系上的
名，而“耶和华”是
神在与人之关系上的
名： 
Ａ．神—“伊罗欣”—
这名意即“那强有力
者”；这名是指神与造
物的关系说的。 

Ｂ．“神”含示神的能
力，以及祂与受造
之物的关系；“耶和
华神”表明神和人
发生关系： 
１．“神”是普通的
名字，“耶和华”是
亲密和爱的名字。 
２．耶和华神不只
是有能力的，且是
和人亲近的 

Ⅱ“耶和华”的意思是“我是那我是”，指明耶
和华是自有永有的永远者，就是那昔是今是以
后永是者： 
Ａ．“我是”这神圣的名称，指神是自有永
有的一位，祂不倚靠自己以外的任何事
物： 
１．“自有”这辞是指一样东西是自己存
在的，是没有开始的。２．那我是的神，
是自有的，是无始的。 

Ｂ．“永有”这辞是指一样东西是永存的；
神永远存在，直到永远，是无终的。 

Ｃ．唯有耶和华是那是的一位： 
１．唯有祂是存在的那一位，是伟大的“是”；
动词“是”只适用于神，不适用于我们。２．一
切都将不再是，唯独神要一直的是；祂，那
我是，乃是伟大的“是”。３．神是宇宙的
“是”，是真正存在的；只有神是“我是”—
唯有祂是存在。 

Ⅲ．就着供应和应许来说，“伊勒沙代”是
神的名；就着存在和成就应许来说，“耶和
华”是神的名： 
Ａ．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经历神是伊勒沙代，却
没有经历祂是耶和华，因为他们存着信心死了，
并没有得着神关于美地之应许的成就。 
Ｂ．在出埃及六章六至八节，神不是来应许
摩西，祂乃是来成就祂从前给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的应许；因此，祂临到摩西不
是作伊勒沙代，乃是作耶和华，就是那我
是，并要成就祂一切应许的一位。 
Ｃ．因耶和华永远长存，而且祂是动词“是”
的实际，凡祂所说的祂必成就。 
Ｄ．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不是在应许的阶
段，乃是在应验的阶段；我们经历的神不仅是
伊勒沙代，更是耶和华，那伟大的我是。 

Ⅳ．耶和华—自有永有者—乃是三一神；
祂是独一的神，却又是三一的： 
Ａ．耶和华是三个人—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的神；这含示祂是三一神。 
Ｂ．“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 
耶和华伊罗欣，三一神—父、子、灵：１．亚
伯拉罕的神表征父神呼召人、称义人、装
备人，使人凭信而活，且活在与祂的交通

里。２．以撒的神表征子神祝福人，使人
承受祂一切的丰富，过享受祂丰盛的生
活，并活在平安中。３．雅各的神表征灵
神使万有互相效力，叫爱祂的人得益处，
变化人，并使人在神圣的生命里成熟。 
Ｃ．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
神—乃是复活的神，就是使人复活的三
一神。 

Ⅴ．约翰福音启示，耶稣乃是那伟大的我是： 
Ａ．耶稣不仅是人—祂是那我是。 
Ｂ．“耶稣”这名的意思是“耶和华救主”，或“耶和华救恩”： 
１．“耶稣”这名包括“耶和华”这名，意思是“我是那我是”。２．耶稣是耶和华成为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的救恩。 
Ｃ．耶稣是伟大的我是，这含示祂是永远的一位： 
１．耶稣就是耶和华，那我是；祂的名字是“我是”。２．在园子里被捉拿的那一位不仅仅是个拿撒勒人；这一位乃是伟大的我是，是无限、永远的神；
被捉拿的那一位就是耶和华神。３．耶稣就是自有永有的神；祂是完整的神，三一神。 
Ｄ．基督是那我是，对我们乃是一切，给我们经历并享受；祂是那我是，意思就是“你需要什么，我就是什么”：１．耶和华这名的长阔高深，是够包括一切的；我们所需要的无论
是什么—一切属灵的实际—都可以凭信心加在“我是”之后。２．在出埃及三章十四节，神只说祂是，而不说祂是什么，好让信祂的人自己加上他们所需要的，然后经历祂作那实
际。３．主耶稣就是实际，因为祂是那我是：ａ．主这“我是”进到我们里面作生命，在我们里面作光来照耀，这光便将这实际的神圣的成分带进我们里面。ｂ．叫我们得以自由
的实际就是这我是；那永远的“是”叫我们得以自由。 

Ⅵ．“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 
Ａ．神要求我们相信祂是：１．只有神是，其他的一切都不是。２．神是，因为祂是真实的；祂所造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３．除了神以外，其他一切
都是虚无；祂是唯一是的那一位，唯一具有存在之实际的那一位。 

Ｂ．信乃是信神是： 
１．信将我们联于神，就是唯一是的那一位。２．信神是，乃是使神快乐，蒙神喜悦唯一、独一的路。 

Ⅶ．至终，所有人都要知道神是耶和华： 
Ａ．“我的民哪，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上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Ｂ．“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使人认识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 
Ｃ．“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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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①：为了经历神是那“我是”，自己“不是”， 

要认识、宣告只有主耶稣、耶和华救主是那“是”的一位 

青年人，我在本篇信息的负担特别是为着你们的。我感谢主，你们忠于主

的恢复。但我知道在你们前面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并且有许多试炼和试验等

着你们。我要向你们作见证，你们所事奉的神不仅是伊勒沙代，更是耶和华。……

因着祂是那永是者，祂必成就祂所应许的一切。我也许不能履行我的话，因为

我“不是。”但因耶和华永远长存，而且祂是动词“是”的实际，凡祂所说的

祂必成就。当你遭遇试验、试炼和难处时，你应当说，“主，你是。我的问题

会过去，但是主，你永远长存。” 

你有需要或在难处里时，不要仅仅为着主的丰富和充裕赞美主。你也该

赞美祂是那“我是”。不要只感谢祂大有能力，而要放胆宣告：“主，你是。” 

在职青年篇 

你身为在职者，会受到各种严格的要求。这其实是让你经历、享受神是那“我

是”的绝佳机会。因此，首先你需要认识并宣告自己是“我不是。”来到的面前

时，应该要了解自己优秀的学历或能力等等都是无有。在神圣的光之下，人不义、

不圣、没有荣耀，是不义的、污秽的、欠缺荣耀。耶稣作为耶和华・救主，为我

们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的义、圣、荣耀的所有要求。基督现在就是你的义、圣、

荣耀。并且，基督还是你的智慧、力量并一切的一切。 

林前1:24 但对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25 

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29 使一切属肉体的人，在神面前都不

能夸口。30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这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

别和救赎，31 为使，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在主里夸口。” 

弟兄的见证：我从研究所毕业后，全时间服事了 5年(包含 2年的全时间训练)。

之后，快到 30岁前就开始就业工作。起初，我因为自己爱主，所以误以为并不会

有特别大的问题。换句话说，我在工作的事上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自己“不是”，

只有神“是”，而骄傲了起来。在公司主管或前辈社员的眼里，我看起来就像是

对升职竞争没有兴趣，缺乏认真态度的奇怪的人。他们常常指责我的这些缺点。

刚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被说的这么糟，但是慢慢地与主交通中被光照了自己行

事为人就像天使，没有以正确的人性认真地工作。(他们是为了钱而认真，我是为

了主的见证而认真。这个动机和目的不同。)哈利路亚，作为“我是”的那一位，

基督在存在里是那永是者，在成就应许中，他成就了一切。在主里有所有应许的

成就。我如以下祷告：“我只是罪。(I am nothing but sin.)但是你“是”，你

是我正确的人性、我的认真态度、智慧、能力。喔，主耶稣，在执行业务及职场

的人际关系中，让我经历你是那“是”的一位。阿们！” 

经历②：在耶稣(耶和华·救主)的名里求，有份于惊人的祝福 

祂是那我是，意思就是“你需要什么，我就是什么”，以及“我是一切”。

我们有一张签了名的支票，其上的金额栏是空白的，我们可以照我们的需要填

写。在“我是”的名字后面，我们可以填上款项。天上的银行，就会兑现这张

支票。我们需要什么，主就是什么。如果我们需要救恩、亮光、生命、能力、

智慧、圣别或公义，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这一切。祂是耶和华神，是那伟

大的“我是”。 

这正像一本支票簿子。有人在下面签好了名字。……你撕一张，要填一千，

就有一千。……下面已有人签了字，上面只要你写就好用了。多少人不认得谁

是神，多少人不认识耶和华。我觉得这名字的长阔高深，是够包括一切的。 

神的名就是启示神自己的。神的名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如果我们能在圣灵

的能力里，进入神的名的实际，就我们能够靠着神的名为我们成功非常的事。 

中高生篇 

耶稣的意思，是“耶和华·救主”。英语的“Jesus”，是“Jehovah Savior”

的缩短形。耶和华的意思是“我是‘那我是’”。“我是”指的是，我是〜的意

思，你所需要的一切积极的东西无论什么他都是〜。譬如祂，是能力，智慧。可

是你不是能力，也不是智慧。你，不可以说因为自己在学校成绩好所以稍微有点

智慧。所有的肉体来到神面前时，必须谦卑。因为神的愚拙胜过人的聪明。在神

面前谦卑，宣告自己“不是”，只有主是永远“是”的一位。 

还有，请呼求主耶稣的名。因为他的名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拯救”，呼求主

名是极好的事。并且主的名里有应许的成就。你在主的名里向神求时，主就会将

应许的成就赐给你。你会在主的名里，经历惊人的祝福。 

林后1:20 因为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祂，对神也都是阿们

的，好叫荣耀借着我们归与神。 

约15:16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立了你们，要你们前去，并要你们

结果子，且要你们的果子常存，使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向父求什么，祂就赐给你们。 

弟兄的见证：我是参加大学生新生的 5月第 2周的福音聚会，在第 3周的主日受

浸的，之后马上就开始过召会生活。从 2年级就开始为了福音与弟兄姊妹一起祷

告，传福音，带朋友参加福音聚会。特别是在福音聚会的前一周，在每天早上晨

兴的30分前聚在一起，在主的名里为人得救与弟兄姊妹一起拼命祷告。惊人的是，

我 2年级和 3年级的时候在所属的合气术部的同班同学男性 4名女性 2名全体人

员，和后辈的一半以上有 15名左右得救了。社团的约 2/3成为了基督徒。我什么

都没有很好地理解，不过由于与弟兄姊妹一起在主的名里求，能得到这么多的果

子。主的名非常奇妙。赞美主的名。哈利路亚！  



引用经节: 
Ⅰ．“伊罗欣”是神在与造物之关系上的名，而“耶和华”是神在与人之
关系上的名： 
创 1:1 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 
FT: 这里的神的希伯来文“伊罗欣”，意，大能者。这里的希伯来名字是
复数，而动词‘创造’却是单数。这乃是神圣三一的种子。神是一，但祂
也是三—父、子、灵。祂是三一神。 
创 2:4 诸天与地创造的来历，乃是这样。在耶和华神造地造天的日子， 
赛 1:2 天哪，要听；地阿，要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
们养大，他们竟背叛我。……4 嗐，犯罪的国民，罪孽深重的百姓，作恶
的种类，行事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祂生
疏而退后。 
结 39:28 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列国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自己的地，他们就
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列国那里。 
 

Ⅱ．“耶和华”的意思是“我是那我是”，指明耶和华是自有永有的永远
者，就是那昔是今是以后永是者： 
出 3:14 神对摩西说，我是那我是；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我
是差我到你们这里来。 
启 1:4 ……愿恩典与平安，从那今是昔是以后永是的，从祂宝座前的七灵， 

Ⅲ．就着供应和应许来说，“伊勒沙代”是神的名；就着存在和成就应许
来说，“耶和华”是神的名： 
创 17:1 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足
的神；你要行在我面前，并且要完全； 
出 6:7 我要取你们归我作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
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把你们从埃及人所加的重担下领出来的。 
8 我要把你们领到我起誓要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将那地赐
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 

Ⅳ．耶和华—自有永有者—乃是三一神；祂是独一的神，却又是三一的： 
玛 2:10 我们岂不都有一位父么？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么？我们各人怎么
以诡诈待弟兄，渎犯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 
林前 8:4 关于吃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晓得神
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 
6 在我们却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祂，我们也归于祂；并有一
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祂有的，我们也是借着祂有的。 
林后 13:14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 
 

太 28: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将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
名里， 
出 3:15 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差我到你们这里来。这是我的
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记念，直到万代。 
创 35:10 并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
色列。这样，神就给他起名叫以色列。 
 

Ⅴ．约翰福音启示，耶稣乃是那伟大的我是： 
约 8:12 于是耶稣又对众人讲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绝不在
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8:24 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你们的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
死在你们的罪中。 
8:28 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并且知道我
不从自己作什么；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 
8:58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 
太 1:21 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祂起名叫耶稣，因祂要亲自将祂的百
姓从他们的罪里救出来。 
罗 10:12 因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众人同有一位主，祂对一切
呼求祂的人是丰富的。 
13 因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腓 1:19 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
终必叫我得救。 
约 18:5 他们回答说，拿撒勒人耶稣。祂说，我是。出卖祂的犹大也同他
们站在一起。 
6 耶稣一说，我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 
 

Ⅵ．“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 
来 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
神，且信祂赏赐那寻求祂的人。 
传 1:2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约 14:1 你们心里不要受搅扰，你们当信入神，也当信入我。 
 

Ⅶ．至终，所有人都要知道神是耶和华： 
结 37:13 我的民哪，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上来，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14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
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 
39:7 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使人认识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
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 

 



６１ 主を賛美する ― 彼の御名(英 78) 

１ とうとき主の御名， そは「私はある」; 
 わがひつ要すべて，   御名にある!  

２ 主は御子，またちち， そのれいとなりて， 
 なが豊富すべてを   享受させる。  

７ なれいのち，ひかり， 死とやみほろぼし， 
 われ生かし，目あけ， かい放する。  

８ 復かつのたい能は， はかとよみ，やぶり， 
 われをつよくして， 勝利あとう。  

９ なれは生けるみず， 霊のかて，きょうきゅう， 
 わがかわきいやし，   満たされる。 

１３ かん喜，平あん，栄光， しん理，めぐみ，いわ， 
 たいよう，やま，いえ， たて，ことば。  

１４ 「私はある」名は えい遠，完ぜん，豊富! 
 わがひつ要，満たし， あふれ出る。 

 
 
_一_ 恩主耶稣，你名“我是，”宝贵圣名，丰美、真实！ 
 我所需要全都在此─全在你所是！ 
_二_ 你是圣子、又是圣父，是神隐藏、是神显出， 
 且成那灵与我同处，使我享丰富。 
_七_ 你是生命、你是亮光，消除黑暗，吞灭死亡， 
 使我复生，使我明亮，使我得释放。 
_八_ 你是复活、你是大能，冲破坟墓，胜过幽冥， 
 使我刚强，使我得胜，使我占上风。 
_九_ 你是灵粮、你是活水，为作供应，甘愿降卑， 
 解我饥渴，苏我困惫，作了我美味。 
_十三_ 还是荣耀、喜乐、平安、真理、恩典、活道、 
 灵磐、日头、盾牌、居所、靠山，何人能尽言！ 
_十四_ 你的所是永远、无限、长、阔、高、深、丰满、 
 完全！岂只应付我的缺欠！且从我溢漫！ 
 
 
 
 
 
 
 
 
 
 
 
 
 

78. Praise of the Lord - His Name  
1 Gracious Lord, Thy name "I AM" is, 
 Precious name, how rich and full 'tis, 
 All-inclusive, faithful too 'tis ― 
  All, we need, Thou art! 
2 Thou the Son, the Father in Thee, 
 As the Spirit now indwell me, 
 That the riches of Thyself we 
  May experience. 
7 Thou art life and Thou art light, Lord, 
 Death hast swallowed, banished night, Lord, 
 Thou hast quickened, given sight, Lord; 
  We are now set free. 
8 Thou art resurrection power, 
 Thou the conqu'ror in hell's hour; 
 Thou dost us with might empower 
  Over all to reign. 
9 Living water, food supply, Lord, 
 Thou Thyself art, and didst die, Lord, 
 All our want to satisfy, Lord; 
  Now we feast on Thee. 
13 Thou our Joy, our Peace, our Glory; 
 Truth, and Grace, the Rock, the Life-tree, 
 Building, Mountain, Sun, and Shield ― we 
  Ne'er can tell it all. 
14 What Thou art ― eternal, boundless, 
 Full and perfect, rich, exhaustless ― 
 Meets our need to utter fullness 
  And from us o'erflo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