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拋錨於永恆】

歸回安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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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安息vs得享安息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
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
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
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
的擔子是輕省的。 太十一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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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回安息

• 人生最上算、最有永恆價值的事，就是
將生命的錨拋穩在幔內、在至聖所裡、
在上帝的同在中；而歸回安息是生命之
錨安置在幔內，最重要的標記之一。

• 找到神的永恆安息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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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日的安息日

天地萬物都造齊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
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
安息了。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
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
息了。 創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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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著安息】
主耶穌來，要使困頓之人得安息，使飢渴
者得飽足，為絕望人帶來希望，徬徨不定
者得以找到生命方向而踏實安穩，懼怕的
人找到平安。祂是奇妙策士、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之君，祂使我們生命行船
的錨得以拋牢於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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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安息

• 神啊，你為你自己造了我們，除非我們的心安息
在你裡面，否則它就沒有安息。

奧古斯丁

• 二千年來，無數的人聽見基督的召喚，或是在生
命轉彎處忽然就遇見耶穌，而找到生命的安息。

• 但你找到安息還不是真正的安息，直到你以此安
息為產業且居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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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著安息進到得享安息

得著安息跟得享安息不太一樣。因著
對將來的迷惘、突發的事、忽然聽見
的消息等等，會帶來恐慌、擔憂、煩
悶、著急。安息是經驗，卻還不是生
命，不是永恆居所。但主想給我們的
是永恆的安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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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享安息
安息是神的屬性。神是作事的神，祂也充
滿了大能，祂心中有偉大計劃，祂的旨意
是帶著不能測透之榮耀豐富的；但祂屬性
的核心仍是安息。祂先造物六天，以安息
結尾；我們則是先有安息，才能作工，但
安息仍然是我們生命的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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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美地】

神藉摩西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救恩偉大的
預表，但神不是停在使他們脫離埃及為奴
之家，而是要領他們進入應許之地、迦南
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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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許之地=安息

我們今日在這裡所行的是各人行自己眼中看
為正的事，你們將來不可這樣行；因為你們
還沒有到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安息地，所
給你的產業。 申十二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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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祂的話不可硬著心

因為他是我們的神；我們是他草場的羊，是他手下
的民。惟願你們今天聽他的話：你們不可硬著心，
像當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曠野的瑪撒。那時，你們
的祖宗試我探我，並且觀看我的作為。四十年之久
，我厭煩那世代，說：這是心裡迷糊的百姓，竟不
曉得我的作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
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詩九十五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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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堅持到底

「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
在基督裡有分了。經上說：『你們今日若聽
祂的話，就不可硬著心，像惹祂發怒的日子
一樣。』 來三14-15

• 將得享安息定位在救贖大工的終極目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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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當畏懼

我們既蒙留下有進入祂安息的應許，就當畏懼
，免得我們中間或有人似乎是趕不上了。……
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學那
不信從的樣子跌倒了。 來四1、11

• 進入安息不是等到天堂才叫進入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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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主懷
得享安息是救恩的目標。而且那不是將來的事
，你不能說我們今天忙碌生活工作，有一天進
天堂享安息。好像有些基督徒是這麼想的，他
們稱基督徒離世叫作「安息主懷」；若我寫訊
息給他，結尾處祝福他「安息主懷」，他可能
會覺得我在咒詛他。但是我們本來就應該現在
就「安息主懷」的，不是離世才這樣，而是現
在就安息在祂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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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的惡心
• 出埃及的百姓在曠野的表現，就正好跟安息相

背，他們常發怨言，懼怕時不倚靠神卻怨天尤
人；飢餓或乾渴時不向神祈求，卻責怪摩西；
遇見仇敵的威脅，不用信心，反而想除掉鼓勵
他們相信的人，希伯來書說那是不信的惡心。

• 不信的惡心使他們雖然嚐過、得著安息，卻不
能使他們進入那安息地，得享永遠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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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和謙卑，才能得享安息

• 所以神藉著曠野的生活，要試驗他們、
降卑他們，因為生命能像主一樣柔和謙
卑，才能得享安息。

• 以色列人在往應許地上不信、悖逆，沒
有柔和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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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神本身就是目的

主帶領我們到榮教士手下受教。我們不斷
被教導、催促來親近神，也被教導花時間
安靜來與神同在，不是為達到其他目的，
比方能服事得更好，才這麼做，親近神本
身就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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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竿

• 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裡面，神也住在
他裡面。我們所以知道神住在我們裡面，
是因祂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約壹三24

• 這樣，我們生命的標竿不指向事工、活動
、成就、經歷，而是住在基督裡。而為了
能這樣，我們被教導要遵行神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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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給我們的命令
• 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 來四11

•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裡作主。西三15

• 新約聖經裡，主給我們哪些命令呢？像：不要發
怨言、凡事謝恩、要常常喜樂、不要怕只要信、
不要批評論斷、不要為明天憂慮等等。而其中讓
我們印象最深刻，也是後來巨大地影響我們的生
命之命令之一的乃是進入安息，得享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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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主的命令負主的軛】

其實遵守主其他命令，也會幫助我們歸回
安息，幫助我們住在祂裡面。比方：要常
常喜樂。當我們被教導要拒絕心裏一切陰
暗，活在神的喜樂與光明中，要常常讚美
神，我們就自然心裏沒有鬱悶、苦毒、煩
躁，能攪擾我們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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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主的軛

遵守主的命令，就是在負主的軛，也在學
祂的樣式，這是得享安息之道。

21



戴德生(Hudson Taylor)

中華內地會創立人戴德生的自述，為歸回
安息加上很好的例證；他17歲時藉著一張
提到基督在十字架上說「成了」的單張得
救，靈魂找到安息；22歲到了中國，但37
歲才找到住在主裡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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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自述-1

我覺得自己不夠靠近神，不夠活在神面前。我禱告
、奮鬥、禁食、掙扎、立志、更殷勤地讀聖經、花
更多時間靈修、默想；然而一切都徒勞無功。當我
的靈魂痛苦到極點時，麥加弟（John McCaythy）從
杭州來信，他也經歷了同樣的失敗與操練，但比我
先得著亮光，他在信中說：「如何增強信心呢？不
是努力追求信心，乃是安息於那位信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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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自述-2

藉著這句話點醒了我。我們縱然失信，祂
仍是可信的（提摩太後書二章13節）。我
直望向耶穌，哦！何等大的喜樂在湧流；
我想到自己的努力均屬徒然，直到安息在
祂裡面。我不再努力掙扎，因為祂應許要
與我同住，祂總不撇下我，祂永不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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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自述-3

也許最甜美的部份是與基督完全聯合所帶來的
安息。我毋須再為任何事憂慮焦急，因為我知
道祂能夠施展祂的旨意，而祂的旨意就是我的
心願。我不在意祂把我安置在何處、如何處置
我，因為祂關切我更甚於我自己。因為祂屬於
我，祂與我同在而且住在我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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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這一隱密處

•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
蔭下。 詩九十一1

• 你必把他們藏在你面前的隱密處，免得
遇見人的計謀；你必暗暗地保守他們在
亭子裡，免受口舌的爭鬧。 詩卅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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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這隱密處

• 我要永遠住在你的帳幕裡！我要投靠在你
翅膀下的隱密處！（細拉） 詩六十一4

• 因為我遭遇患難，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
他亭子裡，把我藏在他帳幕的隱密處，將
我高舉在磐石上。 詩廿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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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著不能震動的國

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
感恩，照神所喜悅的，用虔誠、敬畏
的心事奉神。 來十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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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亭之隱密處-1》特司諦更

受牽引進入曠野， 與神單獨同住，

靈與靈在此響應； 心與心相傾吐。

荒渺無人煙彼岸， 我尋得神隱密處；

獨自穿越黃金門， 心愛事盡都棄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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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亭之隱密處-2》特司諦更

除神與我外無他， 哦！遠離世間人！

然縱身塵寰喧囂， 主！仍單獨與你親。

或田野、商市、街道， 仍被你緊緊擁抱，

在彼完全之安息， 甘甜關鎖中無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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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亭之隱密處-3》特司諦更

哦！上主廣大無比， 遠超夢想、傳聞，

千言萬語難述盡， 思緒弗能繪明。

神！自有永有之神！ 惟人因與你同行。

心中狂喜如火焚， 方得真識你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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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亭之隱密處-4》特司諦更

安恬於奇妙同在， 深情懷中靜沉，

面對面仰瞻聖顏， 思慕之年償盡。

除你所賜別無求， 異象奇景亦不羨，

寶血既將天開啟， 我等與你親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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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亭之隱密處-5》特司諦更

困乏者！就近祂 ！ 向君所陳一二；

汪洋海中之涓滴， 泉源水淺嘗爾；

因祂親吻聖印記， 我唇已封魂肅穆，

凡口渴者都來吧！ 白白暢飲得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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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神的隱藏的愛-1》特司諦更

你這神的隱藏的愛！長闊高深無人知悉，
遠遠我見你的光采，我就歎息望得安息；
我心痛苦不能安息，除非我心安息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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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神的隱藏的愛-2》特司諦更

你的聲音仍然隱招 我來負你甜美的軛；
我雖幾乎前來應召，但是懼怕前途阻隔；

我志雖定，我情卻離，
我欲向你，反而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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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神的隱藏的愛-3》特司諦更

全是恩典使你吸引 我心向你追求安息；
我雖追求不能親近，流蕩的我無所憑依；
哦，要何時不再流蕩，所有腳蹤向你而往？

36



《你這神的隱藏的愛-4》特司諦更

日下有無甚麼東西，與你相爭來分我心？
呀！我求你把它割棄，讓你作王無人與競；
我心才會不再拘泥，當它藉你得了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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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神的隱藏的愛-5》特司諦更

哦，我求你埋藏這己，使主非我從我而活！
惡欲邪情釘死絕跡，不私留一寶貝罪惡；

除你之外，在凡事上，
使我無求，使我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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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神的隱藏的愛-6》特司諦更

哦，主給我無上之助；救我脫離無用之慮；
趕出己意離我心府，離我全人隱密之域；
使我作個順命的人，不斷稱頌，時常感恩。

39



《你這神的隱藏的愛-7》特司諦更

求你使我時刻離地，謙卑等候聽你吩咐，
求你對我時常題起：

“我是你愛，你命，你主”。
來聽你聲，來覺你力，
來嘗你愛，是我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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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手冊

【拋錨於永恆】
第十課：歸回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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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肩上望

《篤定、安靜的靈》

42

摘自特司諦更著《人被造的目的》



篤定、安靜的靈-1

神是一位恬靜、平安的神，居在永恆的寧謐
裡。因此你的心思，應該像山頂上平靜而清
澈如鏡的湖面一般，反映神的榮光，映出沒
有瑕隙、完整的影像。所以，要避開來自外
界或心中的那一切不必要，會攪擾、迷惑、
或激動你天然心思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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篤定、安靜的靈-2

全世界沒有一件事是值得你為它而不安的，
即使是你所犯的罪，也應該是使你謙卑，而
不是使你擾亂不安。神在他的聖殿中，願你
裡面的一切，都在他面前肅敬靜默，嘴唇靜
默，一切的欲望、一切的思想都靜默；一切
的勞力、掙扎都靜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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篤定、安靜的靈-3

哦，一個篤定、安靜的靈，在神的眼中看來
是何等寶貴，何等有用！

——摘自特司諦更著

《人被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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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司諦更(Gerhard Tersteegen)

是德國摩爾鎮人。十五歲因遽遭父喪，被迫輟
學，被母親送到親戚家中作學徒。這位聖徒，
是這世界上最安靜的人士之一。他認為：基督
人很需要「常常進入他自己裏面那神聖的安靜
中」，因為惟有這樣，才能聽見神的聲音，遇
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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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亭之隱密處-1》特司諦更

受牽引進入曠野， 與神單獨同住，

靈與靈在此響應； 心與心相傾吐。

荒渺無人煙彼岸， 我尋得神隱密處；

獨自穿越黃金門， 心愛事盡都棄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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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亭之隱密處-2》特司諦更

除神與我外無他， 哦！遠離世間人！

然縱身塵寰喧囂， 主！仍單獨與你親。

或田野、商市、街道， 仍被你緊緊擁抱，

在彼完全之安息， 甘甜關鎖中無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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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亭之隱密處-3》特司諦更

哦！上主廣大無比， 遠超夢想、傳聞，

千言萬語難述盡， 思緒弗能繪明。

神！自有永有之神！ 惟人因與你同行。

心中狂喜如火焚， 方得真識你尊名。

49



《彼亭之隱密處-4》特司諦更

安恬於奇妙同在， 深情懷中靜沉，

面對面仰瞻聖顏， 思慕之年償盡。

除你所賜別無求， 異象奇景亦不羨，

寶血既將天開啟， 我等與你親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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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亭之隱密處-5》特司諦更

困乏者！就近祂 ！ 向君所陳一二；

汪洋海中之涓滴， 泉源水淺嘗爾；

因祂親吻聖印記， 我唇已封魂肅穆，

凡口渴者都來吧！ 白白暢飲得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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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亭之隱密處-1》特司諦更

受牽引進入曠野， 與神單獨同住，

靈與靈在此響應； 心與心相傾吐。

荒渺無人煙彼岸， 我尋得神隱密處；

獨自穿越黃金門， 心愛事盡都棄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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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亭之隱密處-2》特司諦更

除神與我外無他， 哦！遠離世間人！

然縱身塵寰喧囂， 主！仍單獨與你親。

或田野、商市、街道， 仍被你緊緊擁抱，

在彼完全之安息， 甘甜關鎖中無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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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亭之隱密處-3》特司諦更

哦！上主廣大無比， 遠超夢想、傳聞，

千言萬語難述盡， 思緒弗能繪明。

神！自有永有之神！ 惟人因與你同行。

心中狂喜如火焚， 方得真識你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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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亭之隱密處-4》特司諦更

安恬於奇妙同在， 深情懷中靜沉，

面對面仰瞻聖顏， 思慕之年償盡。

除你所賜別無求， 異象奇景亦不羨，

寶血既將天開啟， 我等與你親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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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亭之隱密處-5》特司諦更

困乏者！就近祂 ！ 向君所陳一二；

汪洋海中之涓滴， 泉源水淺嘗爾；

因祂親吻聖印記， 我唇已封魂肅穆，

凡口渴者都來吧！ 白白暢飲得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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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鑰一線牽】

因為那進入安息的，
乃是歇了自己的工，
正如 神歇了他的工一樣。

所以，
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學那不信從的樣子跌倒了。

來四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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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鑰一線牽】
信徒倚靠基督在十字架完成的救贖工作，就如神歇了
他的工一樣，不用靠自己便可以安歇在基督的平安和
喜樂裡，這是神要我們進入的真安息。這安息應該也
包括信徒在永世裡享受的安息。
人得救不靠自己的工作，完全是神的恩典。“竭力進
入”不是要人用自己的力量，而是勸勉信徒勿蹈以色
列人覆轍，快快憑信心進入神的安息（“竭力”的原
文帶有“快快”的意思）。

——《啟導本聖經註釋》



【天梯相伴行】（本週的操練）

1.學習安息在主裡面
2.親近神本身是目的
3.竭力進入安息
4.提早參加聚會，坐著安靜親近神
5.操練、記錄並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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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習安息在主裡面

本週在忙碌的生活工作中，刻意停下手
中的工作，親近神仰望他，親近時間可
短可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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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親近神本身是目的

本週花時間安靜親近神時，提醒自己不是
有目的祈求的學習，而是安息在主裡，這
樣的學習會使你感受到從上而來的恬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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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竭力進入安息

本週練習拒絕心裡一切的陰暗，可以刻意開口
讚美神、背誦本週經句或者聖經上的話語，竭
力進入到神的恬靜安息，有時候不需放下手中
工作，只是刻意的思想或口中言語的改變，可
以幫助你注目耶穌，回到他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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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早參加聚會
，坐著安靜親近神



5.操練、記錄並分享

本週上述的操練，可簡要記錄，並在群組
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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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慕的禱告】

主啊！

幫助我遵行你的話、

生命像你柔和謙卑，

可以在你裡面得享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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