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Ⅰ．『我喜悅…認識神，勝於燔祭』（何6:6）： 
何西阿書6:6 我喜悅慈愛，不喜悅祭祀，喜悅認識神，勝於燔祭。 
Ａ．神喜悅我們認識祂；因此，祂要我們『竭力追求認識祂〔耶和華〕』。 
Ｂ．我們對神的認識，比我們對神的事奉更緊要： 
１．我們不能光事奉神，而不追求認識神。 
２．我們對神的事奉，是根據我們對神的認識。 
何西阿書4:6 我的民因無那樣的認識而滅絕；你棄掉那樣的認識，我也必棄掉你，使你
不再給我作祭司； 

Ⅱ．我們需要有對神的感覺，並對神有充分的認識： 
彼得後書1:2 願恩典與平安，因你們充分認識神和我們的主耶穌，繁增的歸與你們。 
3:18 你們卻要在我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長大。願榮耀歸與祂，從現今直
到永遠之日。阿們。 
Ａ．對神的感覺，卽與神關係的感覺，指明這人是活在與神親密的交通中，向神存着並持
守無虧、清潔的良心： 
提摩太前書1:19 持守信心和無虧的良心；有人丟棄這些，就在信仰上猶如船破， 
１．我們重生的靈對神有敏銳的感覺，就是有對神的知覺，好與神來往，並感覺到神的事。 
２．有對神的感覺，就是在靈裏照着神生活。 

Ｂ．充分認識神，乃是在經歷上認識神： 
１．充分認識三一神，叫我們有分於並享受祂神聖的生命和神聖的性情。 
２．在三章十八節，主的知識等於真理，就是祂一切所是的實際；因此，在主的知識上長
大，就是因着認識基督的所是而長大，也就是藉着認識真理而長大。 
彼得後書3:18 你們卻要在我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長大。願榮耀歸與
祂，從現今直到永遠之日。阿們。 1・月 

認識神和祂的法則（道路） 2016.8.8-14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38） 



2・火 

Ⅲ．『如今…求你叫我知道你的法則』（出33:13 ）；『祂使摩西知道祂的法則』（詩103:7 ）： 

出33:13 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叫我知道你的1法則，使我可以認識你，好在你眼前

繼續蒙恩。求你也想到這民是你的百姓。 

詩103:7 祂使摩西知道祂的法則，叫以色列人曉得祂的作為。 

Ａ．認識神的法則（道路），指認識祂作事的原則。 

Ｂ．神的法則（道路）就是祂對付我們的方式；祂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 

Ｃ．神的道路，就是神在我們身上所定規要作的事；祂的道路，就是祂在我們身上所揀選的

道路。 

Ｄ．我們要學習認識神的法則（道路），就是神對付我們的方法： 

１．我們若學習在我們的路徑上認定主，就必認定祂的道路。 

２．今天在神的子民中有一個大難處，就是甚麼都是以自己爲中心，並爲自己謀利益。 

３．信徒今天一大需要，就是要學習認識神的道路，喜歡神的道路。 

Ｅ．惟有藉着啓示，人纔認識神；惟有藉着服從，人纔認識神的道路： 

１．我們沒有得着神的啓示之先，不能接受神的道路。 

２．我們必須先接受啓示，纔能接受神的道路。 

Ｆ．爲了要認識並接受神的道路，我們不只要認識神作我們的父，也要認識祂作我們的神： 

１．認識神作父是一件事，而認識祂作神則是不同的事。 

２．看見過神的人，就認識祂是神；有一天，神要開我們的眼睛，叫我們看見祂是神，也認

識祂是神。 

３．我們要看見我們不只是神的兒女，也是祂的奴僕。 

４．我們若對神有啓示，並遇見祂這位神，我們就會敬拜神，並接受祂的道路。 



3・水 

Ｇ．我們所有屬靈的前途，都是看我們能不能敬拜神的道路： 
１．所有真實的敬拜，都是從認識神並從祂得着啓示來的。 
約翰9:35 耶穌…就說，你信入神的兒子麼？36 …主阿，誰是神的兒子，叫我信入祂？37 耶
穌說，你已經看見祂，這和你說話的就是祂。38 他說，主阿，我信，就拜耶穌。 

２．接受神的道路，就是敬拜神的道路。 
３．我們要敬拜神，也要接受祂對付我們的方法。 
４．我們的心要被神帶到一個地步，我們伏在神的面前，說，『爲着你所揀選的事，我敬拜
你；爲着你所定規臨到我的事，我也敬拜你。』 
   所有真實的敬拜，是從認識神而來的，…是從得着啓示來的，是從看見神是誰而來
的。感謝神，我認識了祂，結局我就伏在祂面前說，你所作的都是對的，你不會作錯事。
這樣，你就接受神的道路。我們是學習一步一步的走道路。 

Ⅳ．『使我可以認識你』（出33:13）： 
Ａ．永遠的生命就是神聖的生命；這生命具有認識神和基督的特殊功能： 

約翰17:3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遠的生命。 
１．要認識神聖的人位，需要神聖的生命。 
２．信徒旣由神聖的生命所生，就認識神和基督： 
ａ．對神的認識，一面是隨着我們裏面生命的長進，而逐漸增加的；神的生命在我們裏
面越長大，我們就越認識祂。 

ｂ．這個認識，另一面也是使我們裏面的生命長進的。 
Ｂ．『他們各人絕不用教導自己同國之民，各人也絕不用教導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主；
因爲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希伯來書8:11）： 
１．在這節裏，認識神自己就是認識神的性情；我們摸着神的性情，就是摸着並認識神的
自己。 

２．神將祂神聖的生命分賜到我們裏面，就把這最高的律，生命的律，放在我們靈裏，這
律又從我們靈裏擴展到我們內裏的各部分，就如心思、情感和意志，而成爲幾個律： 

 
 



ａ．藉着生命之律的功能，我們能憑裏面的生命認識神。 
ｂ．我們認識神，不僅是照着外面客觀的知識，更是照着裏面主觀的生命知覺。 

３．我們裏面對神的認識，乃是藉兩個憑藉： 
ａ．一個是出於神生命的生命之律，一個是出於神聖靈的膏油塗抹的教導。 
羅馬書8:6 因為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安。約翰一書2:20 你們
有從那聖者來的膏油塗抹，並且你們眾人都知道。27 你們從祂所領受的膏油塗抹，住在
你們裡面，並不需要人教導你們，乃有祂的膏油塗抹，在凡事上教導你們；這膏油塗抹
是真實的，不是虛謊的，你們要按這膏油塗抹所教導你們的，住在祂裡面。 

ｂ．生命的律，是重在叫我們認識神的性情，因爲神的性情就是神生命的特性；膏油塗抹的
教導，是重在使我們認識神的自己。 

Ｃ．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將悟性賜給我們，使我們可以認識那位真實者，就是真正且實際的
神： 
１．這悟性是指我們心思的機能，藉實際的靈得着光照與加力，好在我們重生的靈裏領畧神聖
的實際。 
以弗所書4:23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裡得以更新，約翰16:12 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但
你們現在擔當不了。13 只等實際的靈來了，祂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的實際；因為祂不
是從自己說的，乃是把祂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要來的事宣示與你們。 
   神的兒子主耶穌已經來到，且將悟性賜給我們，使我們可以認識那真正、真實的神。祂已
經藉着成爲肉體、釘十字架和復活的步驟來到我們這裏。祂爲我們完成了救贖，當我們悔
改相信祂的時候，我們就接受了祂。我們旣已相信並接受祂，我們的罪就得了赦免，我們黑
暗的心思就蒙了光照，我們死沉的靈也就活了過來。不僅如此，實際的靈，就是啓示的靈，
已經進到我們裏面。這就是說，實際的靈已經加到我們被點活的靈裏，已經照耀到我們的
心思裏，光照了我們的心思。 

4・木 



２．約壹五章二十節的『認識』是神聖生命的能力，在我們重生的靈裏，藉着我們蒙實際的

靈所光照之更新的心思，認識真神。 

約翰一書5:20 我們也曉得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將悟性賜給我們，使我們可以認識那

位真實的；我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裡面，就是在祂兒子耶穌基督裡面。這是真神，也是永

遠的生命。 

以弗所書1:17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賜給你們智慧和啟示的靈，使你們

充分的認識祂； 

３．約壹五章二十節的『那位真實的』—或『那真實者』—是指神對我們成了主觀的，客觀的

神在我們的生活和經歷中成了那真實者： 

ａ．那真實者就是神聖的實際；認識那真實者，意卽藉着經歷、享受並擁有這實際，而認

識這神聖的實際。 

ｂ．這指明神聖的實際—神自己—對我們曾經是客觀的，已經在經歷中成爲我們主觀的

實。 

約翰一書5:6 這藉著水與血來的，就是耶穌基督；不是單憑著水，乃是憑著水，又憑著

血；並且作見證的就是那靈，因為那靈就是實際。 

   『那位真實的』一辭是甚麼意思？尤其『真實的』一辭是甚麼意思？『真實的』原文意

真正的、實際的（和約一14，十四6、17 之『實際』同源的形容詞），與虛假的、假冒的

相對。事實上，那位真實的就是實際。神的兒子已經將悟性賜給我們，使我們可以認

識—就是經歷、享受並擁有—這神聖的實際。因此，認識那位真實的，意卽藉着經歷、

享受並擁有這實際，而認識這實際。 

 
5・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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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二十節的『這』是指那已成肉體而來，並賜我們能力，以認識祂是真神，並在祂兒子耶

穌基督裏與祂在生機上成爲一的神。 

５．『這』是指真神和耶穌基督，我們乃是在祂裏面；這包括了我們在這一位，就是在那位

真實者裏面，以及我們認識那位真實者。 

   對於不在那位真實的與耶穌基督裏面的人來說，祂們乃是兩位。但是當我們在經歷

上在祂們裏面時，祂們乃是一。我們已經看見，在那位真實的裏面，就是在祂兒子耶穌

基督裏面。這就是說，我們經歷在祂們裏面時，祂們乃是一。 

Ⅴ．『惟獨認識神的子民，必剛強行事』（但以理書11:32）： 

但以理書11:32 作惡違背聖約的人，他必用花言巧語使他們被玷污；惟獨認識神的子民，必

剛強行事。 

Ａ．認識神，能叫我們剛強；我們認識神多少，就能剛強多少。 

以弗所書1:17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賜給你們智慧和啟示的靈，使你們充

分的認識祂；3:16 願祂照著祂榮耀的豐富，藉著祂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裡面

的人裡， 

Ｂ．惟有認識神的人，必剛強行事： 

１．認識神的人必剛強行事，好開疆拓土，爲神開闢天下。 

２．今天在地上，神就是需要這樣認識祂的人。 

   認識神，能叫我們剛強。許多時候，我們所以輭弱，就是因爲我們不認識神。我們認

識神多少，就能剛強多少。惟有認識神的人，能—也必—剛強行事。這裏的『行事』，原文

是『開拓』。認識神的人能—也必—剛強得開疆拓土，爲神開闢天下。今天在地上，神就

是需要這樣認識祂的人。 



經歷（在職篇）： 

①我們作基督徒之後，一面要學習認識神的旨意，認識神的工作；另一面要學習認識神的道
路，就是神對付你的方法。…今天有一個最大的難處在神的兒女中，就是甚麼都是以自己
爲中心，自己是一切的中心，甚麼都是爲自己就好了。但是，神不要這一個，神要帶領我
們到一個地步，就是說，伏在祂下面就好了，別的都不成問題。…基督徒今天最大的需要，
就是要學習一個功課，就是要認識神的道路，喜歡神的道路。不管我怎樣，不管我要甚麼
東西。…弟兄姊妹們，我們不只要學習遵行神的旨意，接受神的工作，我們並且要喜歡神
的道路，要喜歡神所定規的事，要喜歡神所高興的事。 

   身為信徒及在職者的你，在追求事業興隆之前，首先要把神作為神、感謝祂，接受祂對

付我們的方法。你應該要俯伏在神面前這樣說：「神啊，祢所成就的都是正確的，我錯了，

但是祢絕對不會錯。」這就是接受神的路的方法。當你認識並接受神和祂的路，你和神的

關係就會正確，與是祝福源頭的神連結，在神的祝福下，享受工作興隆，得以見證神。 

羅馬書1：20 自從創造世界以來，神那看不見永遠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徵，是人所洞見的，

乃是藉著受造之物，給人曉得的，叫人無法推諉；21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

耀祂，也不感謝祂，反倒在他們的推想上變為虛妄，他們無知的心就昏暗了。25 他們將神

的真實換為虛謊，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拜事奉那創造者；祂乃是當受頌讚的，直到

永遠。阿們。 

②惟有認識神的人，能—也必—剛強行事。這裏的『行事』，原文是『開拓』。認識神的人能—也
必—剛強得開疆拓土，爲神開闢天下。今天在地上，神就是需要這樣認識祂的人。 

   認識神和祂的路之後，你就能在職場上剛強行事。許多時候，你軟弱是因為不認識神。

你剛強與否，就在於你認識神多少。在職場上，許多事物會急遽變化，若是你停留在你狹

隘的視野或是能力的界線裡，就無法應變。每天早上，與弟兄姊妹一同禱讀主話、享受神、

新鮮地認識神，在職場上剛強行事，為著神的見證開闢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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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裡面生命的各方面－三而一的人 
1. 受造之人是三部分，有體、有魂並且有靈， 

為著成全神的計畫，並得享受神作供應。 
2. 身體乃是外面部分，藉此人有物覺功能； 

使人接觸物質世界，將人自己顯於體形。 
3. 魂乃是人裡面部分，是人自己，給人自覺； 

藉此人在心理方面，能以接觸精神世界。 
4. 靈乃是人最深部分，在人深處給人神覺； 

使人藉此能接受神，且能接觸屬靈世界。 
5. 在人魂中有三部分：心思、意志以及情感； 

這是人的各種功能，用以成全人的意願。 
6. 在人靈裡也有三部：交通、直覺以及良心； 

藉此人能與神交通，也能敬拜並接受神。 
7. 人須運用魂的各部，將神所是全都揀選； 

並用靈來將神接受，且藉身體將神彰顯。 
8. 人靈需要神來重生，得著神的非造生命； 

人魂需要神的變化，體需變成基督榮形。 
9. 藉著這些神聖工作，人在他的每一部分， 

都得與主完全調和，並能完全彰顯主神。 

742 
1. Man is a being of three parts, 
 The body, soul, and spirit too, 
 Th' eternal purpose to fulfill 
 With God's inheritance in view. 
4. The spirit is the inmost part 
 With which the Lord he may receive; 
 The sense of God it gives to man 
 That he the spirit-world perceive. 

537 内側の命の各面―三部分から成る人 
1. ひとは三部分から成り, からだ,たましい,霊がある, 

それで主を享受し, 永遠の計かく成就す。 
2. からだはがい面の部分, 物しつの感かくを持つ; 

外面のものに触れ, かたちをもて表現す。 
3. たましいは内面の部分, まことにひとそのもの; 

それは心理てきで, 精しんかいに触れる。 
4. 霊はひとの最深の部分, かみと接しょくするため; 

かみを受け入れて, 霊の世かいに触れる。 
5. ひとのたましいのうちに, おもい,感情,意志がある; 

ひとの機のう持ち, ひとのねがい果たす。 
6. 良心,まじわり,直かくは, ひとの霊のなかにある; 

それは霊でかみを 礼拝して触れるため。 
7. たましいの諸部分もちい, かみをつねに選たくす; 

霊でかみを享受し, からだ通し表現する。 
8. 霊は再生でいのち持ち, たましいつくり変えられ, 

からだは変貌され, 栄光のからだとなる。 
9. ひとの三部分はすべて, 神聖なはたらきにより, 

主と混ざり合って, 完全に主を表現する。 

6. Within the spirit of the man, 
 Are found the conscience, fellowship, 
 And intuition, which thereby 
 The man to worship God equip. 
7. The man must exercise his soul 
 To choose that God he may possess, 
 And by his spirit God partake, 
 And thru his body God express. 
8. Man's spirit has to be reborn 
 With life divine to him conveyed; 
 His soul must be transformed by God, 
 His body like Christ's body ma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