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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與主同在 

花時間親近上帝

有位父親用心良苦地問兒子：「你的

禱告生活如何？」這位聰慧且參加

教會聚會的十四歲男孩聳了聳肩，回答說：

「其實，我並不常禱告。」

	 父親關切地探詢：「為什麼呢？」

	 兒子說：「因為我沒什麼需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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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坦率的孩子將我們許多人不敢承認

的事實說了出來：我們禱告，通常是因為我

們有需要。

	 在這本小冊裡，作者費丹尼將探討我們

常見的困難：保留時間親近上帝。同時，他

也提出了一些實用的建議，可以幫助我們更

用心禱告、閱讀聖經，並服事他人。

靈命日糧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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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常見的困擾

在第一對男女被造之後，聖經告訴我們：「天起

了涼風，耶和華上帝在園中行走」（創世記

3章8節）。宇宙的創造者並沒有向祂的創造物隱藏自

己，相反地，祂主動尋找亞當和夏娃，作他們屬靈的

夥伴。

	 這位當初在涼風中和亞當、夏娃同行，主動與人

交流的上帝，如今也向我們每一個人招手，等待我們

與祂親近。

	 花時間親近上帝就是所謂的靈修時間，我們能經

歷祂的同在、安慰和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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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人都期待可以有一段安靜靈修的時間 ，好好

地親近上帝，但現實環境常使我們難以如願。如果我

們忽略了與上帝親近的靈修，往往會不安或心生罪惡

感。但我們若只是計算每週花多少時間親近上帝，以

此來衡量我們的屬靈光景，那就模糊了焦點。因為花

時間與上帝親近，重點是在於我們的心，而不是完成

我們日程表上安排的事項。

 所謂靈修的時間就是在一天中，特意分別出來親近

上帝、與祂對話的一段時間。一般包括禱告、讀經和默

想，通常是每天進行，且在特定的時段。

	 在大學二年級時，我缺乏自律，沒有好好管理時

間。我參加了各式各樣的活動和娛樂，此外還得按時

交作業和預備各項考試。忙碌的生活使我暈頭轉向，

不斷以一個活動替代另一個活動，有時甚至顧此失

彼。我不但無法將手頭的事情辦好，甚至無法計畫要

做的事。

	 一天晚上下課後，我與一位教授談到我的困擾，

他建議我調整日程表的優先次序。當我認真思量他的

忠告時，才突然醒悟，每天撥出時間與上帝親近是首

要的事。無論當天會有什麼事情擠進我的日程，這一

件是「必須做」的事情。為了確保能親近上帝，我決

定將它排為早晨要做的第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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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第二天我要實行時，

我的決心就受到了衝擊，覺得花

時間與上帝親近，似乎是付出的

代價多，而得到的回報少，這使

我失去了興致。

	 我向上帝承認我的感受，告

訴祂我內心冷淡，而且感覺沒有

動力要花時間與祂親近。我承認

自己的冷漠，並感謝祂的饒恕。

	 接著，我將自己的心情交

託給上帝，求上帝以祂活潑的

能力來取代我的軟弱與冷漠。我重新閱讀當天的靈修

經文，並禱告尋求真正的更新和改變。當我開始為當

天需要關注的計畫禱告時，我把要完成的作業告訴上

帝，並求祂賜給我所需用的力量，使我能盡力而為。

	 過後，在前往教室的路上，我開始感受到一股力

量、一種專注，最重要的是，我得到了以前缺少的一

種自律。那個學期，上帝聽了我的禱告，使我的成績

大為進步。當我繼續懇求上帝堅固我的心志，使我願

意花時間與祂親近時，我就得到了我所需要的力量。

	 先知以賽亞寫道：「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

得力」（以賽亞書40章31節）。先知對古以色列人所

說的話，今天對我們仍然適用。在希伯來文中，從新

花時間親近上帝

就是所謂的靈修

時間，我們能經

歷祂的同在、安

慰和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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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是「代替、交換、展示新氣象、萌芽」。不

過，這種讓人從新得力的等候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

的等候，是刻意放棄自己的努力而倚靠上帝的能力。

我們不是去挖掘我們自己未知的、潛藏的毅力和決

心。相反地，我們是求上帝將祂的能力加給我們，就

是求祂供給我們力量。

我們的榜樣

	 談到花時間與上帝親近，有誰能比耶穌更適合作

我們學習的榜樣呢？當耶穌生活在世上時，雖然祂是

完全的神，卻約束自己的能力，祂倚靠天父以及內住

的聖靈來做工。這樣的倚靠，表現在耶穌撥出時間單

獨親近天父的行動上。福音書多次 講到耶穌離開人群

和祂的門徒，就是要單獨與天父同在。

	 若仔細閱讀馬可福音1章32-39節，我們就可以體

會主耶穌靈修生活的重要性和作用，以及值得我們效

法之處。聖經記載：「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

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裡禱告。」（1章35節）

 記載耶穌隱退禱告的經文：馬太福音26章36-39節；

馬可福音1章35節，6章46節，14章32-39節；路加福音5
章16節，6章12節，9章18節，11章1節，22章41-44節；

約翰福音18章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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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夜忙碌的醫病和趕鬼之後（1章29-34節），

耶穌仍積極地抽出時間與上帝親近交流。我相信，耶

穌就是利用這樣的時間，來恢復祂屬靈的焦點。

人的干擾和上帝的方向

 「西門和同伴追了祂去，遇見了就對祂說：

『眾人都找祢。』耶穌對他們說：『我們可以往別

處去，到鄰近的鄉村，我也好在那裡傳道，因為我

是為這事出來的。』」（馬可福音1章36-38節）

	 第37節的「遇見」可以翻譯

為「找到」。彼得和他的同伴以

為他們最清楚耶穌該怎麼安排一

天的時間，於是就去找耶穌。他

們不惜打擾耶穌的禱告時間，只

為著他們自認為緊急的事：「眾

人都找禰。」

	 但是，耶穌並不擔心讓人覺

得祂不在乎或漠不關心。難道祂

安靜親近上帝之後，會使祂對周

遭的人冷漠嗎？恰恰相反，祂與

上帝獨處之後，使祂渴望完成祂

更大的使命，就是「尋找拯救

失喪的人」（路加福音19章10

我 們 不 是 去 挖

掘我們自己未知

的、潛藏的毅力

和決心，相反地，

我們是求上帝將

祂的能力加給我

們，就是求祂供

給我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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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若只是滿足那些眼前之人的需要，會讓耶穌忽

略上帝對所有失喪之人的關注。耶穌在花時間與天父

親近之後，祂要完成使命的決心更加堅定。

 耶穌被釘十架前，在客西馬尼園裡的禱告，也是一段

「與上帝獨處的時間」。祂說：「我父啊，這杯若不能

離開我，必要我喝，就願祢的意旨成全。」（馬太福音26
章42節）

	 耶穌運用單獨與上帝親近的時間，進行有意義的

親密交流，同時得到力量和方向，得以繼續完成祂的

使命。如果我們渴望獨自親近上帝能帶來同樣的效

果，我們就需要效法耶穌的榜樣，並倚靠聖靈的能力

應用上帝的話語：不僅讓上帝的話引導我們所要做的

事，更要讓它來改變我們本人。

	 如果我們把單獨親近上帝的時間，視為每天一次

的屬靈綠洲，或僅僅是每日「例行清單」中要完成的

一個事項，我們就會落入一個陷阱，就是將我們的屬

靈生命與現實生活隔絕。這是一種不易察覺的錯誤，

我們需要避免，因為與上帝親近是我們屬靈的命脈。

從伊甸園到現在，上帝仍然渴望，與祂的子民一同行

經他們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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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刻意的安排

彼此相愛的戀人，會精心安排美好的共處時

光。想要達到這目標，除了要有愛情也要有

決心，因為美好的共處時光是需要刻意安排的。

	 同樣地，要培養習慣與上帝親近，也需要刻意安

排。讓我們看看耶穌刻意親近上帝的方式：祂將一段

時間單獨分別出來，讓天父在此期間來更新祂。我們

常常立志，用一段靈修的時間來開始每一天的生活。

但每天一開始，繁雜瑣事便一樁接一樁蜂擁而至，以

至把靈修的時間一推再推，甚至忘得一乾二淨，直到

第二天才恍然想起。



 與主同在1212

	 但是，如果我們將上帝擺在

自己生命的中心，以祂的眼光來

看待所有的事情，我們就會對事

情有正確的觀點，親近上帝的時

間便會成為優先的考量，而不至

於成為有時間才去做的事。

	 要建立這種關係，就需要自

律和操練。	

	 在哥林多前書9章，使徒保

羅用體育比賽 來闡明屬靈操練

的必要。第25節中的「有節制」

三個字，字面的意思是「自我控

制的能力；要操練克制」。

	 當運動員預備參加奧運比賽

時，他們會避開任何可能分散

他們注意力的事，嚴格的鍛鍊和嚴謹的飲食都非常重

要。同樣地，倚靠上帝的力量，每日堅持靈修操練，

並把它擺在首位，所帶來的成果將讓我們驚異無比。

	 這裡有一些安排靈修時間的建議：	

	

	

	

如果我們將上帝

擺在自己生命的

中心，以祂的眼

光來看待所有的

事情，我們就會

對事情有正確的

觀點。

 「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

空氣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

人，自己反被棄絕了。」（哥林多前書9章26-2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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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實際的目標。我曾認識一位學生，他有超強

的寫作能力，但問題是他常常遲交作業。他宣稱：

「如果我寫得不好，我就不寫。」他的完美主義 行事

風格，不僅沒有幫助他取得好成績，反而使他失去不

少分數。

	

	

	

	

	 許多人在保持固定靈修的事上，也帶著同樣的態

度。我們常常抱著「寧缺毋濫」的態度，也就是說，

若不能照我們想要的方式來做，那麼就乾脆都不做。

	 與上帝親近的靈修時間，並

不是講求完美，而是著重於每日

都有進展。一段短短的、特意安

排的靈修時間，勝過要求完美以

致全然不花時間親近上帝。完美

的情境很難遇到，如果我們要等

到完美的情境才開始靈修，恐怕

永遠都不會開始。

	 尋找合適的地方。《飛鴻22
帖》這本書收集了基督教哲學

家魯益師（C.S.Lewis）寫給老

與上帝親近的靈

修時間，並不是

講求完美，而是

著重於每日都有

進展。

 完美主義和緊急的事是我們親近上帝的兩大障礙。當

記得，短暫與上帝親近的時間，勝過完全沒有花時間來

親近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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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馬爾肯的書信。在書中，魯益師針對靈修時間提出

了一個令人驚訝的建議。他的忠告是，靈修時如果有

「恰到好處的干擾」，會有助於我們專心。他提到有

一個人，特意將靈修時間安排在火車車廂裡，因為過

於安靜的環境，會讓他很容易胡思亂想，火車行駛的

噪音，驅使他更加專注。輕微的干擾，反而會增強他

的注意力。

	 這裡的重點是，我們往往找不到一個地方，像人

跡罕至的洞穴那樣安靜。我們需要找的是最符合我們的

現實需要，並能讓我們專心靈修、親近上帝的地方。

	 每天保留一段時間。許多人都強調以靈修作為一

天開始的重要性。我曾聽一個人說，他自己靈修生活

的準則是：「不讀聖經，就不吃早餐。」這樣的做法

可能適合他，但對其他人來說，較合適的靈修時間可

能是中午或晚上，甚至是深夜。這取決於個人的生理

狀態、職業或生活方式，故因人而異。

	 聖經鼓勵我們，每天的任何時刻都可以親近上

帝。大衛寫道：「上帝啊，禰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

地尋求禰」（詩篇63篇1節）。大衛還說，他渴望「趁

夜更未換」 時思想上帝的話語（詩篇119篇148節）。

但以理每天三次定時禱告（但以理書6章10節）。詩篇

第1篇提到，有福的人是「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

思想」（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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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上帝的時間，其實是非常自由的，我們可以選擇

自己最適合的時間來親近祂。最重要的是，每天要堅

持這樣一段時間，讓上帝能藉著聖經對我們說話，而

我們也能在禱告中回應祂。

	 無論我們是需要一個嚴格的時間表，還是喜歡寬鬆

的時間表，我們都需要有計畫。我們可以使用掛曆、

智慧型手機、日程表、電腦，或其他形式的日曆，來

標出每天親近上帝的時間。

	 最好是簡短且能持續。一位

音樂家說：「每天固定15分鐘的

練習，強如一週兩次幾個小時的

練習。」

	 這個原則非常適用於我們的

靈修安排。只要設定15分鐘，並

堅持不懈，好過因為許多干擾吞

噬了我們的日常靈修計畫，然後

試圖用一兩段長時間的靈修來彌

補。可行的靈修計畫，即便時間

簡短，但只要我們堅持操練，便

親 近 上 帝 的 時

間，其實是非常

自由的，我們可

以選擇自己最適

合的時間來親近

祂。

 許多基督教傳統都有固定的禱告時間：早晨、中午和

晚上。這是一個好方法，讓我們能夠操練禱告生活，並

享受與主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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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養成每天的靈修習慣，靈修的時間也自然會增加。

至於究竟要花多少時間來親近上帝，可在禱告中尋

求，確定之後，就記在日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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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際的操練

在我們靈修親近上帝的時候，不只需要自律，

還需要與上帝溝通，因為建立關係需要透過

溝通，而且如果是雙向的溝通則更好。

	 上帝對我們說話。古時候，上帝直接對祂的百姓

說話。我們在撒母耳記上3章21節讀到，「耶和華將自

己的話默示撒母耳」。

	 在希伯來文中，默示的意思是「顯示或揭開」。

創造者向祂的僕人顯明祂的意念、屬性和心意。今

天，上帝主要是藉著聖經對我們說話，而聖靈會從中



 與主同在18

幫助我們明白聖經的話語。

	 在閱讀一段聖經時，我們可採用下列這個久經使

用的方法，加上聖靈的引導，幫助我們有效地查考上

帝的話。

首先，我們要問：「這段經文是在說什麼？」要

回答這問題，就要查考這段經文最初的背景，讓

經文藉由原初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來說話。

其次，我們要問：「這經文的意思是什麼？」經

文的含意，不只是針對當初的讀者。聖經經文所

蘊藏的屬靈真理，適用於任何時代。我們應該努

力去發掘這段經文今天要對我們說什麼。

最後，我們要問：「如何應用這段經文？」當我

們從上帝話語中發現了一些原則，而又容許聖靈

藉著這原則來塑造我們時，祂就會改變我們的思

想、語言和行為。我們也可以換個方式這麼問自

己：「研讀這段經文之後，我的生命應該有怎樣

的改變呢？」

 古老的讀經方法──聖言誦禱（Lectio Divina），也

可稱為默想式讀經法，有助於我們閱讀和理解聖經。這

是一種緩慢的、默想式的禱告讀經，藉著聖經經文來聆

聽上帝的聲音。主要包括誦讀、聆聽、默想和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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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對上帝的回應。你曾否寄過這樣的一封信，

句句都是肺腑之言，而那位收信者回了信，內中卻隻

字不提你所寫的事，並且只談論

關乎他自己的事，你會有怎樣的

感受呢？

	 聖經是天父寫給我們的一封

愛的書信，記述祂對我們至深之

愛的故事。然而，我們與上帝的

溝通常常是單向的，我們閱讀祂

寫給我們的字句，在禱告中卻只

談跟自己有關的事。我們原本應

當回應這封愛的書信，但我們卻

忽略其中的內容，只關注自己的

迫切需要。

	 我們禱告時，可以自由地告

訴上帝我們所關注的一切。但請別忘了，你剛剛從聖

經得知祂所關注的事。所以你要花點時間來回應你所

讀的內容，感謝祂所賜下的應許，欣然接受祂的命令

與吩咐，承認聖靈所提醒的罪，因為更認識祂的屬性

而發出讚美。求祂幫助你，讓你更深刻、更清楚地明

白這段經文的涵義，以及如何幫助我們效法基督。

	 在但以理書6章10節說，但以理「一日三次雙膝跪

在他上帝面前，禱告感謝」。當但以理將他的祈求告

我 們 應 該 問 ：

「這段經文應該如

何應用？研讀這

段經文之後，我

的生命應該有怎

樣的改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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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上帝時，雖然他身處艱險，感

恩的靈卻充滿他的全部禱告。因

著上帝以及祂為我們所成就的一

切，我們的禱告也應該常常帶著

感恩。

	 寫靈修筆記。將我們靈修時

的領受記錄下來，可以顯示我們

信心旅程的進展。這會讓我們看

到自己的生命在各方面的改變，

如果沒有記錄，這些改變就容易

被忽略。

	 你可以參考第21頁的格式，學習記錄每日的靈修

進程。

	 將靈修心得寫下來，可以幫助我們牢記所學的功

課，並且反覆咀嚼，讓它一整天都能幫助我們、激勵

我們。

	 耶穌是完美毫無瑕疵的，但祂仍然尋求不受干擾

地親近上帝，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祂要在世上活出完

全倚靠天父的生活，這正是我們所有人都應該效法

的。在前面幾頁，我們已看到耶穌親近上帝的榜樣。

我們更可以從耶穌的身上，學習如何讓親近上帝這樣

的靈修時間，改變我們一整天的生活。

耶穌要在世上活

出完全倚靠天父

的生活，這正是

我們所有人都應

該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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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筆記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心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應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禱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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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最終的回報

你是否曾經覺得，靈修對於你面對一天的事情

並沒多少幫助？或是覺得，你在親近上帝和

禱告中所花的時間與精力，對你的困難並沒什麼作

用？或者覺得靈修根本無關緊要，對你的日常生活不

會有任何影響？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你已經

陷入所謂的分隔，就是將你的靈修生活與一天的生活

完全區分開來。但上帝的心意並非如此，祂渴望與我

們同行 ，幫助我們渡過每日生活中的艱難。

	 在路加福音24章13-32節，記載了耶穌與兩位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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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馬忤斯的門徒相遇，這段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如

何一整天與上帝同行。

  正當那日，門徒中有兩個人往一個

村子去；這村子名叫以馬忤斯，離耶路撒

冷約有二十五里。他們彼此談論所遇見的

這一切事。正談論相問的時候，耶穌親自

就近他們，和他們同行；只是他們的眼睛

迷糊了，不認識祂（路加福音24章13-16
節）。

	 對於這兩位從耶路撒冷前往以馬忤斯的門徒，我

們所知有限。但聖經清楚表明，他們遇到了困境。他

們剛剛經歷了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情，情緒受挫，內心

受衝擊，彼此正談論著。

	 正當他們悲傷、困惑之時，耶穌來就近他們，與

他們同行。「正談論相問的時候，耶穌親自就近他

們，和他們同行」（15節）。多奇妙呀！復活的基督

加入了他們的旅程。同樣地，祂也願意加入我們的旅

程。人生就是一個旅程，耶穌基督願意成為我們的忠

實良伴，陪我們走過這塵土飛揚的路程。祂渴望與我

 「你們當剛強壯膽，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懼他們，因

為耶和華你的上帝和你同去。祂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

你。」（申命記31章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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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有更多的相處和交談，而非人生旅程中偶爾為之的

對話。

	 承認路途坎坷。人生的一大挑戰，是想要明白我

們面對的矛盾和挫折有何意義。我們許多的困惑是因

為目光短淺，我們只能看到整幅

圖畫的一小部分。這兩位門徒就

處在這樣的困境中，他們不僅不

明白當時所發生的許多事情，而

且不少事件與他們的期待完全背

道而馳。耶穌知道他們的困擾，

就來幫助他們解明。

		 耶穌對他們說：「你

們走路彼此談論的是什麼

事呢？」他們就站住，臉

上帶著愁容。二人中有

一個名叫革流巴的回答說：「祢在耶路撒

冷作客，還不知道這幾天在那裡所出的事

嗎？」耶穌說：「什麼事呢？」他們說：

「就是拿撒勒人耶穌的事。祂是個先知，

在上帝和眾百姓面前說話行事都有大能。

祭司長和我們的官府竟把祂解去，定了死

罪，釘在十字架上。但我們素來所盼望、

要贖以色列民的就是祂！不但如此，而且

人生的一大挑戰，

是想要明白我們

面對的矛盾和挫

折有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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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成就，現在已經三天了。再者，我們

中間有幾個婦女使我們驚奇，她們清早到

了墳墓那裡，不見祂的身體，就回來告訴

我們，說看見了天使顯現，說祂活了。又

有我們的幾個人往墳墓那裡去，所遇見的

正如婦女們所說的，只是沒有看見祂。」

（路加福音24章17-24節）

	 針對耶穌的詢問，兩位門徒

詳細道出了他們的困惑。他們總

結說，他們過去一直寄望拿撒勒

人耶穌就是彌賽亞，是那位要來

拯救以色列民的救贖主，但是，

祂卻被釘十字架了。他們和眾人

的希望，也就隨著耶穌在十字

架上的死而灰飛煙滅。然而，

他們受到的衝擊似乎還不夠大，

不久，他們就聽說耶穌的墳墓空

了，而且有天使向他們的幾位朋

友顯現，傳報信息。

	 在幾天前，這兩位門徒還帶

著殷切的盼望與耶穌共處。但是，現在他們的夢想破

滅了，因為他們所看見的人生只不過是管中窺豹，尤

其是針對剛剛發生的事件。這就是人的景況。人是有

他們所看見的人

生只不過是管中

窺豹。人是有限

的，在任何情境

中，都只能看到

全貌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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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在任何情境中，都只能看到全貌的一小部分。

這兩位門徒，帶著他們自以為知道的想法來衡量他們

所經歷的事情，以致根本理不清頭緒。我們的經歷也

與他們一樣。

	 很多時候，從我們有限的眼

光來看，我們所相信的與實際的

經歷並不相符。然而，不管我們

是因為上帝沒有按我們的期待回

應禱告而失望，還是因為人生的

重大不幸而難過，我們都必須謹

記，我們的認知非常有限。

	 但耶穌希望我們將自己的憂

慮告訴祂。祂已經預備聆聽我們					

向祂傾訴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大

小事情。基督徒與基督的獨特關

係，讓我們在任何情境中都能以

禱告來與祂溝通。

 我們無法完全認識那位無限的上帝，但這並不妨礙

我們去尋求祂。雖然我們永遠無法清楚有關上帝的一切

事，我們仍然可以認識祂，祂也渴望與我們親近。

很多時候，從我

們有限的眼光來

看，我們所相信

的與實際的經歷

並不相符。然而，

我們必須謹記，

我們的認知非常

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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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耶穌來解釋。對門徒而言，耶穌死在十字架上

讓他們受到極大的震撼，他們的希望和夢想也隨之破

滅了。但是，當耶穌用聖經的真理來闡明他們所經歷

的事件時，他們就獲得了全新的視角，來看待他們的

處境。

 耶穌對他們說：「無知的人哪，先知

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

基督這樣受害，又進入祂的榮耀，豈不是

應當的嗎？」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

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

（路加福音24章25-27節）。

	 耶穌的回應似乎很突兀：「無知的人哪！」在希

臘文中，「無知」 的字面意思是「沒有知識」，因為

這兩位門徒不清楚上帝的救贖計畫。

	 耶穌提供了額外的訊息，也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

法。這位教師引證聖經的關鍵段落，向他們解釋，為

何過去幾天所發生的事件不足為奇。祂向他們解明，

彌賽亞在得榮耀之前為何必須受害。

 在路加福音24章25節裡，翻譯為「無知」的這個希

臘文，保羅也用在加拉太書3章1節和3節裡。在那裡，

保羅把它用在知識和行為兩方面。無知可能是因為不知

道，但也可能是知道卻不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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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讓我們明白，雖然我們在

失望中掙扎，同時也缺乏知識可

以看清一切、明瞭全貌，但是最

終上帝會提供必要的訊息，幫助

我們明白我們的處境。不過，有

些事我們要等到基督的永恆國度

降臨之後才能得到解答。無論環

境如何，保持一顆受教的心，並

定期與教導我們的主接觸，就可

以讓我們的信心和知識有成長的

機會。																																										

	 等候上帝行動。與復活的基

督建立有意義的聯繫，會使我們渴望與祂交流。當這

兩位門徒抵達目的地時，他們渴望與救主親近。

 將近他們所去的村子，耶穌好像還

要往前行，他們卻強留祂，說：「時候晚

了，日頭已經平西了，請祢同我們住下

吧！」耶穌就進去，要同他們住下（路加

福音24章28-29節）。

	 兩位門徒與這陌生人一路交談，已經走了好多公

里了，但他們仍然想繼續聽，就強留祂：「同我們住

下吧！」

保持一顆受教的

心 ， 並 定 期 與

教導我們的主接

觸，就可以讓我

們的信心和知識

有成長的機會。



 與主同在30

	 耶穌就留下來與他們共進晚餐，因為耶穌的同在

使門徒可以經歷神蹟奇事。邀請上帝參與我們日常的

生活事務，就是讓祂可以在我們生命的每一個領域中

動工。

	 到了坐席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

謝了，擘開，遞給他們。他們的眼睛明亮

了，這才認出祂來。忽然耶穌不見了。他

們彼此說：「在路上，祂和我們說話，給

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豈不是火

熱的嗎？」（路加福音24章30-32節）

	 當耶穌拿起餅祝謝並擘開後，門徒的眼睛就明亮

了，便認出耶穌來。不久之前，「他們的眼睛迷糊

了，不認識祂」（16節）。現在，他們認出了這位陌

生人的真正身分。

	 主耶穌出其不意地顯現，隨後又突然消失，這兩

個門徒在驚奇之餘，可能會回憶起與耶穌同行以及祂

解說聖經時的情景。當復活主帶著屬天的智慧與權柄

 上帝關心我們的「日常生活」事務，從耶穌教導門

徒如何禱告就可以看得出來。當門徒問耶穌他們應該如

何禱告時，耶穌教導他們不只要祈求天上的事，也要為

每日生活的需要禱告，如祈求飲食和赦免（馬太福音6
章8-15節；路加福音11章1-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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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們講解聖經，他們的心就火

熱起來。這裡描述他們的眼睛

「明亮」（31節）和耶穌向他們

「講解」聖經（32節），所用的

是同一個希臘字。耶穌打開他們

的心，得以明白聖經。

	 藉著聖經和我們的經歷來認

識基督，是應當貫穿在我們每日

的生活當中，而非僅限於每日一

次的靈修時間。

d

	 建立關係不容易。與人建立關係需要勤勉、自

律、溝通、耐心、信任，以及時間，與上帝建立關係

也是如此。前面幾頁的內容，目的是要給我們盼望、

激勵，以及開始親近上帝的計畫。花時間親近上帝，

讀祂的話語、向祂禱告；讓你與祂的對話貫穿在日常

生活的每一個層面；讓祂對你說話，你也要經常向祂

傾心吐意。只要你這樣做，你的生命及你與上帝的關

係就會成長加深。那時你就會發現，所付出的一切努

力都是值得的。

藉著聖經和我們

的經歷來認識基

督，是應當貫穿

在我們每日的生

活當中，而非僅

限於每日一次的

靈修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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