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题：呼求主名
第⼀篇信息
主耶稣之荣耀的名
读经：腓二 9～11，太一 21，徒二 36，21
壹 神赐给耶稣「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腓⼆ 9：
一 宇宙中至高的名，至大的名，就是耶稣的名—弗一 21，诗歌六五首，英文诗歌七
七首。
二 这名乃是主耶稣在祂身位和工作上，一切所是之总和的表明—诗歌六一首。
贰 “耶稣”—太⼀ 21：
一 耶稣这名是神起的；天使加百列告诉马利亚，她所怀的孩子要起名叫耶稣—路一
31。
二 “耶稣”是希腊文，等于希伯来文的约书亚（民十三 16），意即耶和华救主，或耶
和华救恩：
1 耶稣这名包括耶和华的名：
ａ “耶和华”的意思是我是；惟有神是永远的一位； 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
远，祂是那我是—出三 14；参诗九十 1～2，一〇二 24 ～27。
ｂ 我们需要领悟耶稣是那我是，并且相信祂是那我是—约八 24，28，58，十八
5～6。
ｃ 凡我们所需要的，主耶稣都是； 祂是生命、亮光、能力、智慧、公义、 圣
别；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祂里面寻见—六 48，八 12，十 9， 11 ，14，
十一 25，十四 6，十五 1。
２ 耶稣这名的意思是耶和华救主，或耶和华我们的救恩—太一 21：
ａ 耶稣是耶和华救主，那拯救我们脱离神所定罪的一切和所有消极事物者。
ｂ 祂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性和罪行，脱离我们日常生活中缠累我们的罪，脱
离撒但邪恶的权势，并脱离一切辖制和放纵—21 节，诗歌七三八首。
ｃ 祂自己就是我们的救恩；祂不是仅仅赐给我们救恩，祂是临到我们作我们的
救恩—路一 69，二 30，三 6，十九 9。
ｄ 我们呼求祂拯救我们时，祂是我们的救恩；凡呼求耶稣这名的，就必得救—
徒二 21。
3 耶稣也是真约书亚—书一 1～2，6：
ａ 摩西带神的子民出埃及，但约书亚带他们进入安息；耶稣是我们的约书亚，
带我们进入安息—二一 43～44，太十一 28～29。
ｂ 耶稣是真约书亚，带我们进入美地的安息；每当我们呼求祂的名，祂就拯救
我们，并且带我们进入对祂自己的享受。
参 “主”—徒⼆ 36，腓⼆ 11：
一 主耶稣是人，在祂的升天里被神立为主—徒二 36。
１ 主指的是祂作主的身分；耶稣在升上诸天后成为主，意思是一个名叫耶稣的拿
撒勒人，已被立为万有的主—十 36。
２ 这个作主的身分如今乃是在那灵里；在主灵里，我们有升天和作主身分的元素
—林后三 18：
ａ 每当我们摸着主耶稣，就摸着这位超越一切者，我们也就超越了一切，超过
了属地的吸引，鬼魔，执政的，掌权的，以及一切消极的东西， 都被祂胜过
了；我们需要经历这位基督—弗一 19～23，四 10，来四 14，七 26。

ｂ 当我们呼求主，我们就在我们的灵里， 而我们的灵是在天上， 有掌权的宝
座、施恩的宝座，以及坐在宝座上的神—四 14。
二 根据新约，主这名称是包罗万有的—腓二 11：
１ 这名称应用于主耶稣的一生和职事。
２ 这位经过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 升天的耶稣基督， 已经被立为万有的
主；这一切的过程，以及有关的一切事物，都含示在主这个名称里—徒十 36，
罗十 12。
三 当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我们就在祂里面，与祂有生机的联结—林前一 30，六
17，约十五 5。
肆 主的名指祂的⼈位—约壹五 13，约叁 7，帖后⼀ 12：
一 耶稣是主的名，那灵是主的人位—约四 24 上。
二 我们呼求「主耶稣」，就接受那灵—林前十二 3。
１ 那灵乃是主自己成了我们的气息（约二十 22）和活水（四 10，14）。
２ 耶利米哀歌三章五十五至五十六节指明，呼求主就是呼吸；以赛亚十二章三至
四节指明，呼求主名就是喝水。
３ 因此，我们要吸入祂作我们的气息，并饮于祂作我们的活水，就需要呼求祂。
４ 我们运用灵呼求祂，吸祂，喝祂，就享受祂的丰富；这才是对神真正的敬拜。
三 在希腊原文，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一节的呼求是由「在…上」和「（按名）呼叫」所
组成，因此是以听得见的声音呼叫，甚至象司提反一样大声呼喊—徒七 59～60。
伍 我们都需要简单借着呼求主名⽽享受祂：
一 我们在接触主的事上，需要简单；然而，许多信徒不但不简单，反而复杂—林后十
一 3，徒二 46：
１ 因着我们作信徒已经一段时间了，也都学到许多事情， 结果， 我们就变得复
杂。
２ 今天，我们需要卸下所有从基督徒知识而来的阻挠，使我们可以享受基督。
二 我们越呼求主名，就越享受祂作我们的生命、食物、空气、和我们所需的一切，也
越在祂的生命里得救，结果就是我们在生命上长大。
三 我们不该仅仅满意于论到基督的知识；反之，我们需要呼求祂的名来享受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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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事信息摘录：
耶稣
耶稣这名是神起的。天使加百列告诉马利亚，她所怀的孩子要起名叫耶稣。 （路一
31。）后来，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现，也告诉他要给孩子起名叫耶稣。 （太一 21。）因
此，“耶稣”是神所起的名。
路加一章三十一节说，“看哪，你将怀孕生子，要给祂起名叫耶稣。”“耶稣”是希
腊文，等于希伯来文的约书亚，（民十三 16， ）意即耶和华救主，或耶和华救恩。耶稣
不仅是人，更是耶和华；并且不仅是耶和华，还是耶和华成了我们的救恩。
耶和华
耶稣的名包括耶和华的名。希伯来文的“神”，意思是大能者，“耶和华”的意思是
我是。 （出三 14。）希伯来文的动词“是”不仅指现在，也包括过去和将来。因此，耶
和华的正确意义是：我是那我是，那现在是、过去是、将来是、永远是的一位。这就是耶
和华。
惟有神是永远的一位。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祂是那我是。因为主耶稣是成为
肉体的神，祂能论到自己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约八 58。）不仅如此，
祂能对犹太人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你们的罪中，”并且“你们举起人子以
后，必知道我是。”（约八 24，28。）我们需要领悟耶稣是那我是，并且相信祂是那我
是。我们需要什么，主耶稣就是什么。我们若需要救恩，祂自己对我们就是救恩。凡我们
所需要的，祂都是。祂是生命、亮光、能力、智慧、公义、圣别。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
在祂里面寻见。
救主或救恩
我们已指出，耶稣这名的意思是耶和华救主，或耶和华我们的救恩。耶稣是耶和华救
主，那拯救我们脱离神所定罪的一切和所有消极事物者。祂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性和罪
行，脱离我们日常生活中缠累我们的罪，脱离撒但邪恶的权势，并脱离一切辖制和放纵。
耶稣不仅是救主—祂自己也是我们的救恩。祂不是仅仅赐给我们救恩；祂是临到我们
作我们的救恩。
当我们呼求祂拯救我们时，祂是我们的救恩。我们呼求耶稣时，不是仅仅叫一个人的
名字。耶稣不仅仅是人—祂是耶和华我们的救主，也是耶和华我们的救恩。我们呼求耶稣
的名，就是呼求耶和华作我们的救主，作我们的救恩。凡呼求耶稣这名的，就必得救。
耶稣也是真约书亚。摩西带神的子民出埃及，但约书亚带他们进入安息。耶稣是我们
的约书亚，带我们进入安息。马太十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指明耶稣是安息，并且指明祂
带我们进入祂自己这安息里面。希伯来四章八、九、十一节也说到，耶稣是带我们进入美
地之安息的真约书亚。祂不仅是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脱离罪；祂也是我们的约书亚，带
我们进入安息，就是祂自己这美地。每当我们呼求祂的名，祂就拯救我们，并且带我们进
入对祂自己的享受。 （新约总论 26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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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根据罗马书一章三至四节，那是大卫后裔和神儿子的一位，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
督”。祂的名字是耶稣，祂的称呼是基督，而祂是我们的主。 “耶稣”是神所赐的名
字，等于希伯来文的约书亚，（民十三 16，）意即“耶和华救主”，或“耶和华救
恩”。因此，耶稣不仅是人，更是耶和华；并且不仅是耶和华，还是耶和华成了我们的救
恩。因此，祂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约书亚，带我们进入安息，（来四 8，太十一
28～29，）这安息就是祂自己作了我们的美地。 （西一 12。）
“基督”是照着主的职任和使命而有的称呼。 “基督”是希腊译文，等于希伯来文的
“弥赛亚”。希伯来文的“弥赛亚”与希腊文的“基督”，意思都是“受膏者”。基督是
神的受膏者，为神所委派来完成神的定旨，就是祂永远的计画。主受委派与祂的使命有
关；祂的使命是要借着祂的钉死、复活、升天和再临，成就神永远的定旨。当这位受膏者
被钉死时，祂是在尽身为基督的功用。不仅祂的死是祂功用的一部分，祂的复活和升天也
是。因此，基督这位受膏者是借着钉死、复活和升天，尽祂的功用，使神能将祂自己分赐
到我们里面，以产生召会。
“我们的主”指祂为主的身份。耶稣升天以后成了万有的主。 （徒二 36。）这意思
是说，一个名叫耶稣的拿撒勒人已经被立为万人的主了。 （十 36。）因此，耶稣基督这
人乃是我们的主。这为主的身份如今是在那灵里。在主灵里，有升天和为主身份的元素。
（林后三 18。）每当我们转向我们的灵，并呼求主名，我们都该让主登宝座，让祂在我
们里面作主。我们必须向主悔改，说，“主，赦免我。我没有服在你的为主身份，就是你
的权柄之下。主，我承认我只受自己管治。”我们需要让主在我们里面登宝座，尊祂为我
们的主。 （新约总论 295 篇）
⾄⾼的名
腓立比二章九节说，『所以神将祂升为至高，又赐给祂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主降
卑自己到极点，但神将祂高举到极峰。这节题到的名乃是耶稣的名，如下一节所指明的。
从主升天以来，地上从无一名超乎耶稣的名。神已经把这一位真正的人耶稣高举成为万有
的主。因此，我们呼喊『哦，主耶稣』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公开承认主的名。借着呼
求主名来敬拜祂是何等的荣耀！事实上，新约里没有吩咐我们要敬拜基督，却清楚指示我
们要呼求主名。
当保罗还是大数的扫罗时，从祭司长领了权柄，要捆绑那些呼求耶稣之名的人。今
天，我们因着呼求主耶稣的名，也遭受反对。但是，我们越遭受反对与攻击，我们就越当
呼求祂的名。主借着被高举，得着了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历史上从未有一名比主耶稣的名
更高。宇宙间最高、最大的名，乃是耶稣的名。
在十至十一节保罗继续说，『叫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在耶稣的名里，万膝都
要跪拜，万口都要公开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 』这名乃是主耶稣在祂身
位和工作上，一切所是之总和的表明。
在耶稣的名里，意即在主一切所是的范围和元素里。我们乃是这样的敬拜主，并向祂
祷告。我们不只该呼求主耶稣的名，也当在祂的名里屈膝。这就是敬拜祂。
在十节我们看见宇宙的三个层次：天、地、以及地底下。天上的是天使，地上的是
人，地底下的是死了的人。日子将到，在各个层次的都要屈膝，并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公
开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就是呼求主。 （罗十 9～10，12～13。）为人的主耶稣，在升天
里被神立为主。 （徒二 36。）因此，万口都要承认祂是主。这样的承认，就使荣耀归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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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神。翻作『使』的希腊字，意思是『结果』。我们承认耶稣是主，结果使荣耀归与父
神。这是基督在祂的身位和工作上，一切所是并所作的伟大结果。 （林前十五 24～
28。）（腓立比书生命读经第十一篇）
借着呼求主名接受那灵
我们在传福音时需要告诉人，基督是赐生命的灵。我们需要告诉他们，基督在十字架
上受了压榨，成为那灵。现在罪人若悔改，相信祂，并呼求祂，他们就要接受那灵。每当
人呼求主耶稣，他就接受那灵，这灵实际上就是耶稣基督这包罗万有赐生命之灵的实际。
行传二章有那灵的浇灌。在行传二章十七节，彼得说到神的灵浇灌在一切属肉体的人身
上，引用约珥的话说，“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徒二 21。）因着神已经浇灌下
祂的灵，人要得救就需要呼求主名。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得救实际上就是接受那灵。
我们曾多次指出，名是指人位。耶稣是主的名，那灵是主的人位。因此，我们呼求主名，
就接受祂的人位－那灵。这是得救的意义。有些基督徒反对呼求主。他们假意的说，呼求
主只是喊叫或虚空的重复。然而，呼求主名并不虚空。当我们呼求主耶稣的名，我们是呼
求那亲爱、包罗万有者的名，祂是超乎一切的。神已经赐给这一位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腓二 9。）我们能作见证，当我们呼求耶稣的名，那灵就来了。耶稣是祂的名，那灵是
祂的人位，祂之所是的精华。
人名的实际就是人自己。因这缘故，我们叫一位在场的人的名，那人就有回应。呼求
耶稣的名，原则也是一样。每当我们呼求这名，我们就得到这人位。因着那人位就是那
灵，当我们呼求耶稣的名，我们就接受那灵。我们从经历中知道，当我们相信耶稣，呼求
祂的名，那灵这包罗万有的人位就来作我们的生命。 （路加福音生命读经第 62 篇）
简单借着呼求主名⽽享受祂
我们在接触主的事上，需要简单。然而，许多信徒不但不简单，反而复杂。因着我们
作信徒已经一段时间了，也都学到许多事情，结果，我们就变得复杂。今天，我们需要卸
下所有从基督徒知识而来的阻挠，使我们可以享受基督。
我作基督徒已经多年了，我越花时间与主同在，就越领悟自己需要简单。许多信徒因
着获得大量圣经知识，就失去了他们的单纯，变得复杂。当他们参加基督徒聚会，因着他
们熟悉某些主题，只要讲者说一句话，他们马上就知道他要说什么。这证明许多信徒已经
满载，超载，变得复杂。我们都需要主来揭去我们的帕子，好看见基督徒生活不在于获得
知识，乃在于享受基督。我们也许得着很多关于基督的知识，但我们对祂的享受有多少？
我们可能看过许多属灵的传记，听过许多篇信息，读过许多属灵书报，但我们都需要问自
己：“我与主接触有多少？我对祂的享受有多新鲜？”我们都必须变得简单，借着呼求主
名而享受祂。
我们借着呼求主名，不仅享受祂，也享受祂生命里的救恩。我们呼求祂，就从许多事
物中蒙拯救。许多圣徒见证，他们借着简单呼求主名，蒙拯救脱离对虚空事物的喜爱，脱
离不耐烦，以及其他许多事物。他们在环境中呼求主名，就立即在主的生命里得救。我们
越呼求主名，就越享受祂作我们的生命、食物、空气、和我们所需的一切，也越在祂的生
命里得救，结果就是我们在生命上长大。我们不该仅仅满意于论到基督的知识；反之，我
们需要呼求祂的名来享受祂。 （李常受文集一九六九年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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