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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神今天給你我的一個愛的挑戰。也許
我們心中曾經有過一個最深、最高、最大
的願望——或者是關於我們自己的，或者
是關於我們所愛的人的——經過了好
久，還沒有成就；我們就以為以前還有成功的可能，現在是絕對不能成功的了，於是就把
今生能成為事實的希望完全放棄了。

耶和華岂有難成的事

那一個願望，如果是合乎神旨意的，神必替我們成就；雖然照我們看來，也許是完全
不可能的一回事了——也許我們一聽見人說起，還會認為荒謬。那一個願望，神必替我們
成就，如果我們肯讓他成就。“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麼？”沒有；如果我們相信他，按照
他的旨意前行，讓他獨自去替我們作那不可能的，耶和華就沒有難成的事了。不然的話，
連亞伯拉罕和撒拉也有阻攔神旨的可能。
那唯一能阻攔神的，就是：繼續不信他的慈愛與能力；和一直拒絕神在我們身上的計
劃。對於那些信靠他的人，耶和華是沒有一件難成的事的。
十一月五日[荒漠甘泉]

曠野的宴席——神能
“摩西對百姓說，不要懼怕，只管站
住，看耶和華今天向你們所要施行的救
恩，因為你們今天所看見的埃及人，必永
遠不再看見了。”（出埃及記十四章十三節）
左右有高山，後面有敵人，前面是大海，這是好的時機，因為唯獨這樣，信心才能顯
出功效；信心面對的大攔阻，就是沒有需要。如果神祝福你，給你需要；他也必祝福你，
給你信心。信心在有迫切需要的時候，就最顯得功效卓著。我們知道，信心可以移山。但
這不是指著蟻山！你們會否發現聖經裏記載主耶穌醫治輕微的頭痛呢？沒有！但他常是對
付那些不可能的事。問題在於：當神給我們一個機會去運用信心時，你我卻往往把它擺在
一邊。
如果你為自己另謀出路，信心就沒有意義了。在四面絕境中，信心才能表現得最令人
服！所以讓我們放膽禱告，如同以色列民來到紅海邊的時候禱告一樣。然後對於那不信者
的問題：“神能嗎？”你就可以因著個人的認識大膽而斷然的回答：“神能。”
- 五月十三日 -1-

“我不行”——主行
当主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时，众
人都喊着：“和散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
称颂的。”
（可十一 8- 10）驴驹听到人喊“和
散那”，又看见人砍下树枝铺在地上让它走
过，或者转过头来向主说，“这是向你喊，
还是向我喊？”也许又对它母亲说，“我到
底比你好。”驴驹根本不认识骑在它身上的
是谁。许多神的仆人，也许常是这样的愚昧。
不是那驴驹和别的驴不一样，乃是它身上的
主不一样；不是那驴驹被称颂，乃是它背上
的主被称颂。人呼喊“和散那”，不是对你
呼喊的，地上铺的东西也不是为你铺的。所
以愚昧人才说，
“我比别人好。
“我们没有任
何理由可以骄傲。我今天能蒙怜悯，乃是神
愿意的。我们本不能承担这
职事，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
神（林后三 5）。人若是活在
神面前而不谦卑，乃是希奇
的事。那驴驹需要有多少的
自信、多少的愚昧，才说那
一天的称颂是为着它的。有一天它要看见那
是何等的可耻。我们纵然要得荣耀，也是将
来的，不是现在的。
年轻的弟兄姊妹要学谦卑，你们要知
道，你们能走前面的路，一点都不在于你自
己。你不要以为在属灵的事情上稍微学了一
点，就觉得自己与别人不同了。一切都是神
的恩典，都是神给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办
不到的，不是出于自己。今天我们在神面前
事奉，也应该知道，事奉在于复活；而复活
在于神，不在于我们。
复活乃是说，一切不是出乎天然的，不
是出乎自己的，不是凭自己所能的；复活是
我来不及的，复活是我办不到的。全世界的
妇人，也没听说有任何一个经期已经绝了，
还能生产的；而撒拉竟然生了以撒，这也是
神作的。所以撒拉乃是代表复活的。复活是
什么呢？复活乃是凭自己不能，凭神能；凭
自己不是，凭神是。复活就是说，不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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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只根据出乎神。不管你是否比别人聪
明，是否比别人口才好，你若有一点的属灵，
那个根据定规不是你自己，乃是因为神在你
身上作了事。我们若有一分钟想自己和别人
不一样，那是最愚昧的事。纵然你身上有丝
毫的不同，也是主作的。复活就是指明一切
出于神的。
“以撒”这名字的意思是“笑”。为什
么亚伯拉罕给他儿子起名叫“笑”？这有两
个原因。第一，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撒拉
要生一个儿子；撒拉听见，就先笑了。撒拉
是该笑的。她看见自己就好笑，因为她认为
自己经期已绝，胎已经断了，哪里还能生孩
子呢？她认为不可能了，所以
神说，她要生一个小孩，她就
笑了。第二，隔了一年，撒拉
果然生了一个儿子，这次真值
得欢笑了。所以神才吩咐给孩
子起名叫以撒（创十八 10-15
——以撒即笑的意思）。第一
次是笑自己不行，第二次是笑居然行。人如
果没有第一次的笑，就没有第二次的笑。人
如果没有第一次自己感觉不行，就没有第二
次的行。撒拉认识自己，她对自己的认识有
把握，她知道自己不行。但当她一看神所作
的那一方面，她就可以欢笑了。所以什么是
复活？复活就是凭自己所没有的，神给你
了，这就是复活。圣经一直向我们见证，人
是不行的，但许多人还一直以为自己行。盼
望从今天起，我们都学习低下头来说，我实
实在在看透自己是不行的。在事奉的事上，
若有人实实在在地笑自己说，
“我不行。”这
样他自己也应该再说，“不是我行，我实在
看透了自己；乃是主行。”我们若有一点权
柄的彰显，也应当向主说，“这是你作的，
不是我的事。”复活就是说，我不行，一切
乃是神作的。
- 倪析声著述全集 -

神使我喜笑
“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
同喜笑。“（创世纪二十一章六节）
神在不可能的事中显示了他那完全的
主权，以致撒拉要在满怀感激的惊奇中喜笑
了。在早一点时期（创世纪十七章十七节），
笑的是亚伯拉罕。但他的笑是不相信的笑—
—不是向神而发，因他乃是脸伏于地向神拜
礼的人（创世纪十七章三节）。他没有对神
不敬，他只是笑自己的老迈衰弱，心中有一
种绝对没有生育可能的感觉。
亚伯拉罕以往的信心到哪里去了呢？
他以前的信心确是真实的，但也许混杂着某
些经验中的现实主义，因而有一点合理的自
恃和自信。那时期的信心，可以说是“神加
上亚伯拉罕“的信心。最后，当亚伯拉罕九
十九岁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力量到了尽
头，现在只剩下神是可以信靠的了。但就在
这转变的阶段中，信心吸取了新的品格。因
为胜利的光景并不能帮助信心，反而时常阻
隔信心的增长。这似乎环境越容易，信心就
越困难；环境越困难，信心却变得越容易。
当环境处于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中时，信心失
去其他凭藉，只能不顾一切，专一的抓牢着
神，由于这样，最后就会带进撒拉那种惊奇
中的喜笑了。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
有离弃寻求你的人。

她，我就守在隔壁的房间里，一听到她有动静，
我就赶紧起来。我四天都是彻夜不眠的，到第
五天，夜里我都起不来了。那天凌晨 5 点，突
然，老人自己起来坐到床边的便盆上了。当时

——《诗篇》九章十节
我的老母亲今年（2007 年）91 岁了，今

我听见有响声就赶紧起来，一看吓了一跳：
“哟，您怎么自己起来了？”她说：
“感谢主，

年 4 月底，突然患了半身不遂，右半边身体不

我好了。”话说得特别清楚。我当时真是又惊

能动，手也不能动了，嘴也歪了。她是 4 月

又喜，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从那天起，

30 号告诉我她身体不好的。我们请邻居大夫

她真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共 12 天，5 月 1 号

给我妈看病。她说你也不用送医院去了，医院

到我家去的，到 5 月 12 号我女儿结婚，她生

的那一番检查，你老母亲受不了，现在就是该

活就完全能够自理了。

你们做儿女的尽孝心了。你在家好好伺候着就

我们人有很多时候更多地依靠药物而不

行了。后来我们一想，母亲 91 岁了，确实经

是靠神，其实，只有神是真正可靠的。本来，

不起医院的折腾了。我在天通苑买的房子很宽

我弟妹家有安宫牛黄，300 块钱一丸，就是给

敞，也是祷告神给的。于是，5 月 1 号那天， 老人预备的。老人生病后我让弟妹给拿过来，
我就把妈接到我家去了。

打算不管有用没用，给老人吃了试试。我弟妹

我住的居民小区有一个门诊。我想让社区

头一天晚上拿来，准备第二天早上起来就给我

门诊给她输点液，让她恢复一些，或者维持现

母亲吃，没想到，凌晨 5 点钟她就说好了。我

状就行了。没想到社区门诊的大夫说：“这么

母亲的病实在不是凭着药物医治，而是神亲自

重的病人，怎么送到这里来呀？赶快送到三级

医治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我母亲生病期

甲等医院去。
”我说：
“就是三甲医院的大夫让

间，只吃了 6 盒华驼再造丸，花了不过 200

我们回来的。这么大岁数的老人了，经不起折

元钱。很多三四十岁的人得了这种病都有后遗

腾，把老人接回来，就这么侍奉着。
”大夫说： 症，可我母亲 91 岁高龄，身体完全康复了。
“那不行！”我求大夫说：
“你帮我给她输输液， 今天在座的很多姊妹都看见了，她当时嘴是歪
治好了呢，我们感谢您，治不好我们也不要您

的，现在跟好人一样，一点也不歪，身体特别

负责。”但大夫不给治，最后，我求她凭经验

好，特别有胃口。弟兄姊妹一去，她就说：
“感

给我们开一点治半身不遂的药，给我们一点心

谢耶稣，感谢主。你们看我有病吗？一点也看

理上的安慰。她就勉强给开了两盒中药——华

不出来吧？我跟好人一样，我还能缝东西，还

驼再造丸，一盒 30 元钱。我们就回家了。

能干活，自己的事都能料理。”我实在要感谢

虽然老人年纪大了，不能用一些现代的办

赞美主，愿荣耀和能力都归给主。

法治了，但我们全家还是很着急，不住地祷告，
希望她能好起来。我们也尽孝心侍奉她，尽儿

陈老姊妹见证（91 岁）女儿苗姊妹口述

女的本分。老人不能动，我们就日夜陪伴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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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s Resources
F. B. Mayer

‘Is anything too hard for the Lord?’ (Genesis
18:14). ‘Ah Lord God! Behold, thou hast made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by thy great power and
stretched out arm, and there is nothing too hard
for thee’(Jeremiah 32:17).

There is no doubt as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se
three guests that suddenly appeared before the
tent-door of Abraham. We are expressly told that
‘Jehovah appeared unto him’. It was thus that
our Lord anticipated his incarnation. He came
incognito and ‘his delights were with the sons of
men’ (Proverbs 8:31). During his earthly life, he loved the homes of men, lodged with
Peter and Zacchaeus, and in the dear home where Mary loved and Martha served.
After his resurrection he tarried with two of them in the village inn. So he will come
to thy heart and mine. Though he is the High and Lofty One, who inhabits Eternity,
yet he will plead for admission to sup with us and we with him (Revelation 3:20). But
he often comes disguised as a way faring man, hungry and athirst. Let us ‘run to meet
him’, remembering Matthew 25:40.
God is no man’s debtor; he always pays for his lodging,
hence his promise to Sarah! She laughed with incredulity, but is
anything too hard for the Lord? That is one of God’s unanswered
questions. It has accosted the human conscience all down the
ages. Let us look away from the difficulties imposed by nature,
to him who holds the oceans in the hollow of his Almighty hand. Then we can stand
with him on the mountainside, and plead for Sodom; then God himself will draw us
on to ask for more and yet more, till, when our faith gives out, he will do something
far in advance of all that we asked or thought.

P

rayer: now unto him that is able to do exceeding abundantly above all that we
ask or think, according to the power that worketh in us. Unto him be glory in
the church by Christ Jesus, throughout all ages, World without end. Amen.
- Quoted from “Our Daily Walk” – Used by Permi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