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题：呼求主名 
第⼆篇信息 

呼求主名的历史 
 

读经：创四 26，二一 33，伯十二 4，申四 7，士十六 28，诗九九 6，一一六 13，八十 18，八八

9，王上十八 24，赛十二 4，四一 25，哀三 55～57，拿一６，林前一 2，徒九 14，21，

提后二 22 

 

壹 呼求主名不是新约的新作法，乃是开始于⼈类的第三代以挪⼠—创四 26： 
一 赛特给他儿子起名叫以挪士，意思是脆弱必死的人； 因为人领悟自己的生命是虚

空，领悟自己是脆弱必死的，于是自然而然的开始呼求耶和华那永远者的名。 

二 他们虽然是虚空软弱的，但借着呼求主的名，就变得丰富且刚强，因为他们进入了

他们所呼求者的丰富和力量—罗十 12～13。 

贰 约伯接续呼求的实⾏—伯⼗⼆ 4，⼆七 10。 
参 亚伯拉罕呼求耶和华的名—创⼗⼆ 8，⼗三 4，⼆⼀ 33： 

一 在创世纪二十一章三十三节，亚伯拉罕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 （ 希伯来文， 

El Olam， 伊勒俄拉姆）。 

二 亚伯拉罕借着呼求耶和华这永远大能者的名， 就经历神是永活、隐密、奥秘的一

位，祂就是永远的生命。 

肆 摩西和以⾊列⼈实⾏呼求耶和华的名—申四 7： 
伍 参孙呼求耶和华的名—⼠⼗五 18，⼗六 28。 
陆 撒母耳在呼求耶和华名的⼈中—诗九九 6，撒上⼗⼆ 18。 
柒 ⼤卫呼求耶和华的名—撒下⼆⼆ 4，7，代上⼗六 8，⼆⼀ 26，诗⼗四 4，⼗七

6，⼗⼋ 3，6，三⼀ 17，五五 16，⼋六 5，7，⼀〇五 1，⼀⼀六 4，13，17，
⼀⼀⼋ 5，⼀四五 18： 
一 大卫呼求耶和华，就蒙拯救脱离仇敌—撒下二二 4。 

二 大卫举起救恩的杯，呼求耶和华的名—诗一一六 13。 

三 大卫在急难中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把他安置在宽阔之处—一一八 5。 

四 大卫作见证说，凡呼求耶和华的，就是真实呼求祂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一四

五 18。 

捌 诗⼈亚萨呼求耶和华的名—诗⼋⼗ 18： 
一 在诗篇八十篇十八节，亚萨祷告说，「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呼求你的名」；基

督如今在神的右边，凡呼求祂这样一位的，必得恢复并复兴（徒二 33，21，罗十

12～13）—诗八十 18，罗八 34，徒二 33，21。 

二 在诗篇五十篇，亚萨论到那些照着主的约呼求祂的人—5，15 节： 

１ 在圣经这本约书里，神已立约将祂自己借着救赎的基督（由祭物豫表）赐给我

们—5节。 

２ 如今我们需要照着这约呼求主，使我们得以享受祂作我们的分。 

玖 诗⼈希幔在患难中向耶和华呼求—诗⼋⼋ 9。 
拾 以利亚呼求耶和华，就有⽕从天⽽降—王上⼗⼋ 24。 
拾壹 以赛亚呼求耶和华的名—赛⼗⼆ 4： 

一 照着以赛亚十二章四节，我们带着欢呼和赞美呼求主的名，借此从救恩之泉取水。 

二 以赛亚嘱咐寻求神的人要呼求祂—五五 6。 

拾贰 耶利米祷告说，「耶和华阿，我从极深的坑里呼求你的名。你曾听见我的声
音；求你不要掩耳不听我的呼吸，我的呼吁」—哀三 55～56： 
一 呼求主的意思就是向祂呼喊，经历属灵的呼吸—参帖前五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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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借着呼求主的名，一切的罪、邪恶和不洁之物，都要呼出去，而一切积极的事物—

主的丰富—都要被我们吸入—诗歌二一〇首。 

三 耶利米从极低的坑中呼求主时，便是这样呼出他里面的一切： 

１ 每当我们在属灵的深牢或深坑中，在某种压制之下，我们都能呼求主，呼出我

们里面的沉重，因此从极深的坑中得救。 

２ 每当我们在「极深的坑里」，我们不该发怨言或抱怨；反之，我们该简单的呼

求，「哦，主耶稣！」我们就会在三层天上。 

拾参 甚⾄外邦⼈也晓得，以⾊列的申⾔者习惯呼求神的名—拿⼀ 6，王下五 11。 
拾肆 神从北⽅兴起的外邦⼈，也呼求祂的名—赛四⼀ 25。 
拾伍 早期的信徒在各处都呼求主名—林前⼀ 2： 

一 对不信的人，尤其对逼迫的人，呼求主名成了基督信徒普遍的记号 — 徒九 14，

21。 

二 司提反遭逼迫时，曾呼求主名（七 59），这必定使逼迫他的扫罗印象深刻（七 58

～60，二二 20）。 

三 然后，不信的扫罗以他们的呼求为记号，逼迫那些呼求的人（九 14，21）；等到

他被主得着以后，那把他带进基督身体交通里的亚拿尼亚，立刻嘱咐他要呼求着主

的名受浸，向人表明他也成了这样呼求的人。 

四 保罗在提后二 22 对提摩太所说的话，指明早期所有寻求主的人都呼求主名；毫无

疑问，他是一个这样实行的人，因为他嘱咐他的青年同工提摩太要照样作，使提摩

太能和他一样享受主。 

五 在神新约的经纶里，这是一种主要的作法，使我们能享受这位经过过程的三一神，

叫我们完全得救—罗十 10～13。 

拾陆 神命令并愿意祂的百姓呼求祂（诗五⼗ 15，耶⼆九 12，诗九⼀ 15，番三 9，
亚⼗三 9）；这是饮于神救恩泉源的喜乐之路（赛⼗⼆ 3～4），也是以神为乐
的享受之路（伯⼆七 10），以神为乐就是享受神；因此，神的⼦民必须天天呼
求祂（诗⼋⼋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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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事信息摘录： 

认识⼈⽣的虚空 

在创世记四章有两个特别有意义的名字，第一个是亚伯，意思是“虚空。”堕落的结

果，人生变得“虚空。”请看今天的人，虽然非常忙碌，内心却是一片空白、虚空。在他

们的深处是一片空虚的感觉。不论你的社会地位如何，不论你多有钱或多有成就，当你在

静夜或清晨独处时，都会觉得内心有所缺如。这种缺如的感觉就是我所说的虚空。这正是

智慧的所罗门王所说，虚空的虚空，在日光之下都是虚空。 （传一 2～3。）要逃避人第

二次的堕落，必须认识我们是堕落无神的人，我们的所是，所有和所作，全是虚空。我们

不过是虚空。 

认识⼈的脆弱 

第二个有特殊意义的名字是以挪士，以挪士的意义是“脆弱、必死的人。”人堕落之

后，不但人生变为虚空，人也变成脆弱必死。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既脆弱又软弱，非常容易

破碎。我们何等容易失败！人是必死的！没有人能夸口，他下礼拜一定活着。没有人知道

他的明天如何。要逃避人第二次的堕落，我们必须认识人生的虚空和人的脆弱。我们若有

这个认识，就不会信靠自己;这样，也就不会离开神的路，自以为是了。 

呼求耶和华的名－那“我是” 

当我们看见不该自以为是，乃该照神的方法为神而活并敬拜神，又认识人生的虚空和

人的脆弱之后，我们会说，“主阿，我不该自以为是，我必须照你的方法为你而活并敬拜

你。主，我的人生虚空，我是脆弱且必死的。”当我们看见我们人生的虚空，我们自己的

脆弱，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呼求主名。这就是为什么创世记四章二十六节说，“那时候人

才呼求（直译）耶和华的名。”从人类的第三代以挪士开始，人才认识他们的软弱、脆弱

和必死，而呼求主的名。 

在希伯来文里，神这名称最初是用在创世记一章，神与造物的关系上;“耶和华”这名

是从创世记二章开始，用在祂与人的关系上。耶和华是神来与人发生亲密关系时的名。因

此，创世记四章二十六节不说人呼求神的名，而说呼求耶和华的名。人不是呼求那位创造

万物者，乃是呼求那与他们非常接近，非常亲密的一位。耶和华这名的意思是“我就是那

我是;”（创四 26，参出三 14;）就是说，祂是从永远存到永远的一位。祂是那昔是、今

是、以后永是的一位。祂是那永存者。当人看见自己的脆弱和必死，他们就开始呼求耶和

华那永存者。这就是呼求主的名。这呼求从人类第三代就开始了。 

当我们对神不在意时，我们不会呼求祂的名。然而，当我们认识必须用祂的方法为祂

而活并敬拜祂，并且当我们认识自己的脆弱和必死，我们的人生不过是虚空时，我们自然

而然的，会从深处祷告并呼求主名。所以，我们必须思考呼求主名这粒最重要的种子。这

是在旧约和新约中最重要的事。 

呼求主的历史 

不要以为呼求主是我们发明的。这不是新发明，最多只能称为一种新发现，或说是主

恢复的一部分。我们看过，呼求主开始于人类的第三代，塞特的儿子以挪士。夏娃给她第

二个儿子起名亚伯，意思是虚空。然后亚伯的弟弟塞特，称他的儿子为以挪士，指明塞特

认识人生是软弱、脆弱和必死的。借着称他的儿子为以挪士，塞特可能告诉他儿子，他既

软弱又脆弱。因着以挪士认识了人生的脆弱，他开始呼求那位永存之主的名。所以当我们

认识我们是无有、软弱而脆弱时，该怎么办？我们该简单的呼求：“哦，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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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求主名的历史延续在整本圣经中，我们可以列举许多呼求主名的人：亚伯拉罕、

（创十二 8、）以撒、（创二六 25、）摩西、（申四 7、 ）约伯、（伯十二 4、）雅比

斯、（代上四 10、）参孙、（士十六 28、）撒母耳、（撒上十二 18、）大卫、（撒下二

二 4、）约拿、（拿二 2、）以利亚、（王上十八 24、）以利沙、（王下五 11、）耶利

米。 （哀三 55。）旧约的圣徒不但呼求主，他们甚至豫言人要呼求祂的名。 （珥二

32，番三 9，亚十三 9。）虽然许多人很熟悉约珥那关于圣灵的豫言，但很少人注意一件

事，就是接受浇灌的圣灵，需要我们呼求主名。约珥一面豫言，神要将祂的灵浇灌下来；

一面又豫言，人要呼求主的名。神的浇灌需要我们呼求祂来配合。约珥的豫言是在五旬节

那天应验的。 

呼求主名也为新约的圣徒所实行。这事开始于五旬节。 （徒二 21。）在五旬节那

天，神将祂的灵浇灌下来，初期的圣徒就是借着呼求祂的名接受这灵。他们的呼求是对神

将祂的灵浇灌下来的反应。司提反也呼求主名。当他被石头打死时，他呼求着主的名。 

（徒七 59。）他呼求着主的名而死。主若迟延祂的再来，我希望我们能呼求着主的名而

死。 

所有新约的圣徒都实行呼求主名这事。 （徒九 14，二二 16，林前一 2，提后二

22。）当保罗还是大数的扫罗时，他从祭司长得来权柄，要捆绑一切呼求主名的人。 

（徒九 14。）这指明早期所有的圣徒都是呼求耶稣的人。他们的呼求主名，成了他们作

基督徒的记号，标记。因此，大数的扫罗觉得在大马色要认出基督徒非常容易，因为他们

都呼求主名。他们不但祷告主，还呼求主。许多真基督徒天天祷告主，但他们的邻居、朋

友、以及同学，却不知道他们是基督徒。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无声的基督徒。然而，他们若

作个呼求主名的基督徒，他们的呼求就将他们基督徒的身分标明出来。早期的基督徒就是

这样的光景。 

你知道，当扫罗去大马色捆绑所有呼求主名的人时，在路上发生了什么事？他被主捉

住了，他的眼晴瞎了。然后主差遣一个名叫亚拿尼亚的小门徒来找他，把主的话告诉他。

请听亚拿尼亚所说的话：“现在你为什么耽延？起来，呼求着祂的名受浸，洗去你的

罪。”(徒二二 16,。)照着英文文法，“呼求”这辞是形容动词“洗。”扫罗有什么罪需

要洗去?他的罪就是捆绑那些呼求耶稣之名的人。他曾在耶路撒冷这样作，现在又想到大

马色去作。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他是这样的恶人。在他们眼中，扫罗犯的罪是逼迫圣徒，

捆绑呼求耶稣的人。因此，洗去他的罪最好的方法是呼求耶稣的名。他这样作，所有的信

徒就都清楚他是真悔改归主了。从前那捆绑呼求主名的，现在自己呼求主的名。 

有些基督徒误解行传二十二章十六节，以为“洗去你的罪”是形容“受浸。”根据文

法，不是那个意思。在本节说到两件事─“受浸”和“洗去你的罪，”原文用“并且”连

接这两件事，所以受浸是一件事，洗去你的罪又是另一件事。 “起来”形容“受浸，”

而“呼求”形容“洗。”大数的扫罗，逼害了那么多呼求主名的人，被主抓住了。然后亚

拿尼亚被主差遣，告诉扫罗要借呼求主名受浸并洗去他的罪。扫罗若仅仅受浸，许多基督

徒会怀疑他是否真的悔改归主。他们也许会说，“亚拿尼亚，你不该为这样一个不开口的

信徒施浸。”然而，当亚拿尼亚要为扫罗施浸时，他似乎这样告诉扫罗：“弟兄，借着呼

求耶稣的名洗去你的罪。扫罗弟兄，你捆绑过许多基督徒，在圣徒眼中你是邪恶的。你曾

设法捆绑所有呼求耶稣的人。现在，在他们眼中，你要洗去你的罪最好的方法就是呼求：

“哦，主耶稣。 ”扫罗一呼求主名，所有的基督徒都能看见，那逼迫人的现在成了他们

的弟兄。他的呼求主是他已经悔改归主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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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写罗马书时，他自己也强调呼求主名的事。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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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

救。'”（罗十 12～13。）在罗马十章十二节保罗说，主对一切呼求祂的人是丰富的，在

十三节他引约珥的豫言说，“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保罗在林前也说到呼求主，他

说，“…同着所有在各处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

（林前一 2 。）他又在提后告诉提摩太，要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追求属灵的事。 （提后

二 22。）由这些经节我们看见，头一世纪的基督徒相当实行呼求主名这件事。所以在整

个的旧约时代，和早期的基督徒时代，圣徒都呼求主的名。何等可惜，长久以来，大多数

的基督徒忽略了这事。我信今天主要恢复这事，并要我们实行呼求主名，使我们能享受祂

生命的丰富。 （创世记生命读经第二十五篇） 

圣经清楚启示呼求主是有分于并享受主的路。申命记四章七节说，耶和华“在我们求

告祂的时候与我们相近”。诗篇一百四十五篇十八节说，“凡求告耶和华的…耶和华便与

他们相近。”十八篇六节和一百一十八篇五节说，大卫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在五十篇十

五节，主要我们在患难之日求告祂；在八十六篇七节，大卫就是这样作。八十一篇七节说

到以色列人曾作同样的事，（出二 23，）耶和华就告诉他们：“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

你充满。”（诗八一 10。）诗篇八十六篇五节说，主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

慈爱，赐给凡求告祂的人。一百一十六篇三至四节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

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十三节说，“我要举起救恩的

杯，呼求耶和华的名。”（另译。）我们要举起救恩的杯，意思是有分于并享受主的救

恩，就需要呼求主的名。以赛亚十二章二至六节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我们的

力量、和我们的诗歌，我们能从祂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从主救恩的泉源取水，就是享受

主作我们的救恩，路乃在于赞美祂，呼求祂的名，歌颂祂，甚至扬声呼喊。在五十五章一

至六节，我们看见神对百姓奇妙的呼召。祂呼召干渴的人就近水来，享受主供备的丰富，

如酒、奶和美物，并叫他们因肥甘喜乐。这样作的路就是寻求主，趁祂相近的时候呼求

祂。六十四章七节给我们看见，我们借着呼求主，就能使自己奋力抓住祂。 

哀歌三章五十五至五十七节指明，我们呼求主，祂就临近我们，而我们的呼求祂，就

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呼喊。借此我们能领悟，呼求主不但是向祂呼喊，也是经历属灵的

呼吸，（出二 23，）在此我们呼出我们里面的一切，无论是愁苦、疼痛、压力等。耶利

米从深牢中，从极低的坑中呼求主时，便是这样呼出他里面的一切。每当我们在属灵的深

牢或深坑中，在某种压制之下，我们都能呼求主，呼出我们里面的沉重，因此从极深的坑

中得救。这样的呼求主不但使我们能从里面呼出消极的事物，更使我们能吸入主自己同祂

一切的丰富，作我们的力量、享受、安慰和安息。这样，我们就有分于主的丰富。因此，

在罗马十章十二节这里，保罗告诉我们：“祂对一切呼求祂的人是丰富的。”今天在复活

里，主是豫备好且是便利的，给我们有分于祂；祂是丰富的，给我们享受祂。我们只需要

时时呼求祂。我们呼求祂，就有分于并享受祂一切的丰富。 

呼求主与仅仅向祂祷告不同。 “呼求”原文的意思是呼吁人、呼叫人的名字。虽然我

们可能默默的祷告主，但呼求主需要我们向祂呼喊，以听得见的方式呼叫祂。创世记四章

二十六节的“求告”，原文第一个意思是“呼喊”或“呼叫”。以赛亚十二章四节、六节

显示，呼求主的名，就是扬声呼喊。哀歌三章五十五至五十六节启示同样的事－呼求主的

名就是向主呼喊。因此，大卫说，“我在急难中呼求耶和华，向我的神呼喊。”（撒下二

二 7，另译。）呼求主就是向祂呼喊。  

保罗在写给哥林多召会的第一封书信中说，“同着所有在各处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之

名的人。“（林前一 2。）这指明所有早期的信徒都实行呼求主名。保罗在给提摩太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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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封书信中，嘱咐他“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追求属灵的事。 （提后二 22。）所以，我

们也必须实行这事。旧约的圣徒天天呼求主，（诗八八 9，）并且一生呼求祂。 （一一

六 2。）我们如何？我们更应当实行这事，“出于清洁的心，”（提后二 22，直译，）并

用“清洁的嘴唇”（番三 9，另译）呼求主。我们若实行这事，必定会有分于主的丰富，

并享受这些丰富。呼求主不但是为着得救，也是为着享受主同祂一切的丰富。 （罗马书

生命读经第 23 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