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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份于耶稣的性情-奉献  

主耶稣，我们全心全意地来爱祢。我们欢迎祢！我们知道祢就在我们当中，

因为祢应许：有两三个人在一起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中间。（参太 18:20）
我们全心全意地来爱祢，主啊，我们谢谢祢向我们彰显祢的爱！我们愿意用我

们的全心来爱祢。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交给祢。求祢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

祢，让祢可以得到满足。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敬拜祢！我们赞美祢！我们赞美祢！主耶稣我们欢迎祢！我们要加冠

祢。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王，赞美主！

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荣耀！ 

棕枝主日的故事  

这一周就是主耶稣荣耀进耶路撒冷的一周，我们说它叫棕枝主日。因为人

们把棕榈树枝放在路上，所以耶稣可以从那里经过。我们今天就可以来赞美祂，

我们可以说：奉主名来的当受大赞美。哈利路亚！我们的王，耶稣是王！祂被

高举，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祂在那里为我们代求。祂想要把祂的灵浇灌在我

们身上，让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心打开，来接受祂的圣灵：主耶稣请进来，我

们把冠冕加在祢身上！你是王，万王之王！你是爱的王！你要在每一个人的心

里作王。主啊，我欢迎祢来我的心里作王。主啊！祢就来掌权，来我的心中完

全的掌权。哈利路亚！ 

许多年以前，这棕枝主日的故事就非常地感动我。我们可以翻到《马太福

音》二十一章第 1 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
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 

那一年是 1979 年，我不知道你们在哪里？但是那一年,这一段的经文非常
触动我。我就把那一天的日子写在我的《圣经》里。那时候我还在上班，当时

我非常希望能够全时间服侍主。有很多的年日我一直在求问主，我可不可以到

伊利诺伊州的信心之家,在那里服侍。年复一年，但是门总是关着，因为不是主
的时候。我当时就感觉，我好像一只驴，拴在我的职场。 

当时主就显明给我看,那一只驴驹并没有到处地走，它就停在那里，它心甘
情愿地被拴在那里。就像主说的，它被绳子拴在脖子上,拴在那里。当时我感觉
好像主就是这么地对待我，祂就把我放在一处，而且一放就是许多年。我在那

同一个公司，作了十五年。当时候到了，主就说：“你们把它解开，牵到我这里
来。”（参太 21：2 下）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坐在书桌上，主对我说：“我现在
希望你来我服侍我。”然后我就打电话到‘信心之家’问他们：“我可以过来吗？”
他们说：“是的。”就像第 3 节主说：“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
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太 21：3）或许有的时候我们感觉我们就好
像一匹驴驹，但是当主说“我要用它”的时候，那是多么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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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祂正照着祂的计划在行  

因为我总是盼望主可以用我，现在我明白了,过去十五年当我被拴在那里、
拴在我的职场的时候，主其实在预备我的心，来预备接受祂来为我安排的。或

许你在同样的情形，你不明白为什么你在目前的状况里。这是要信靠祂的时候，

相信祂正照着祂的计划在行。因为这就像第 4 节说：“这事成就，是为了要应验
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
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参太 21：3-4）这也是今天祂要对我们说的：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看哪，祂是非常地温柔、谦卑，骑着驴，但是祂要来。 

所以门徒就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行，他们就牵了驴和驴驹子来，把自己的

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

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
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散那！”（参太 21：6-9） 

在几百年以前就这么应许了，然后就来到了这个棕枝的主日。其实每一天

都应该是棕枝的主日，每一天我们都应该把我们的赞美和敬拜归给祂，因为祂

来到我们这里！每一次当我们敬拜祂的时候，祂很快地就来到我们这里！祂是

我们奇妙的救主！祂是万王之王！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说：“耶稣，是的，袮来，
袮来！”在《启示录》（参 22 章 20 节下）约翰就回应说：“是的，主啊，我愿
袮快来！”“我们必须要有袮，因为我们渴慕袮！主啊，主耶稣，袮来，袮来！”
祂就来！哈利路亚！耶稣啊，感谢袮！主啊，感谢袮！今天我们称谢袮，袮是

我们的王，哈里路亚！赞美主！ 

当我还在职场上班的那段日子，那是 1966 年。那一年主要我奉献，祂要我
把自己全人地奉献给祂！我就照着祂所说的，而且我把我的奉献词写了下来，

这是我写下来的：“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主耶稣基督，我的灵、魂、体，从今时直
到永远！” 

这差不多已经是 50 年前了，我把它当成好像一个契约一样,写了下来。然
后我又把一些我觉得人或者事情，我应该奉献的我就都把它写下来。比如说：

我的父母、我的姐妹、我的朋友、我的未来、我的野心、我的计划、还有我的

愿望。我很高兴，我当年那么做了。很多年来，每一次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就

先打开我的圣经，把这一段我写下来的话念给耶稣听。因为我其实是要提醒我

自己，我是全人属于耶稣的。如果我们靠近一点来看主，就发现：主,是一个伟
大的爱人。我希望在过去的一周里，大家在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并且借

着它祷告，我也跟着大家一起用那一章来祷告，发现我的心何等地需要耶稣的

爱！因为祂是我们灵魂的爱人，而且祂在等待我们向祂的爱有回应。 

祂的名字是“赐予者” 

这礼拜神所启示我的就是：祂的名字是“赐予者”，是“给予者”，因为祂的
性情就是赐予，是给予。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第八章 32 节：“神既不
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祂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看！神祂把自己的爱子赐给我们，而且还把万物和祂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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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享受。另外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17 节，保罗也说：“只要倚靠那
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因为这位伟大的爱的神，祂丰丰富富地赐予。因为
祂不是只是来要求，祂把祂所创造那个美好的创造来赐给亚当和夏娃。 

为了要救赎全人类，祂把祂自己的爱子舍了。就像我们上一周所提到的，

神的性情就是爱。圣经说：神就是爱。（约一 4：8 节下，16 节中）因着祂充
满了爱的心，祂也喜欢赐予，祂知道怎么样可以使我们欢心。我们如何能够喜

乐呢？就是我们也因着祂的爱而成为一个‘给’的人。如果我们要像我们的天父，
我们必须成为‘给’的人，因为我们看见神不停得一直地都在给予。祂给我们日
光，给我们雨水，祂给我们美丽的春天，祂给我们祂的爱，祂给我们祂自己的

儿子。如果我们是祂的儿女，祂盼望我们也是‘给’的人。 

與神的約定:全然奉献  

在《罗马书》十二章第 1 节告诉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

当然的。”有一些的版本是说，我们把身体来摆在神的面前，好像是一个礼物一
样。我们把身体献上，神何等地盼望能够把祂的圣灵浇灌、充满在我们里面。

因为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全人都奉献给祂——我们的灵、魂、体。 

你或许会说：“当我得救的那一天，我已经奉献。”但是我们还要有一个全
人的降服和奉献。来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属于旧造的，我们不是属于自己的。在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19 节：“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
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
听见基督徒说：“我有我自己的权利，我可以做我任何想要做的事。”但是，新
妇就不是这样子，新妇把自己全然地奉献给新郎。因为她的手已经上带上了那

个订婚的戒指，她曾经说了：“是的，我会做祢的新妇，我把一切都放弃，我单
单地来跟随祢。”我们必须要常常地来提醒，我们已经不是自己的人，因为我们
已经被耶稣的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 

我很高兴在 50 年前我就把我跟主的立约写了下来。在我们一生中也必须要
有一个特定的日子和时间，我们把自己完完全全地奉献给主。把我们一切所是、

所有和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甘心情愿而且是全然的降服，必须是非常的肯定

的，而且直到永远，永远不会后悔。我自己就这样子的向神提醒：“我是属于祢
的，而那是一个蒙福的事。” 

昨天我去看了我的牙医，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不是很喜欢去牙医那里，因为

在那里，要不就是要钻洞，或是拔牙、修牙。当时，我在心里就说“耶稣啊，我
全身都是属于你的！”当我们把自己全然的奉献给他的时候是何等的安慰！我们
就可以常常提醒祂“耶稣啊，我是属于祢的！” 

在我奉献自己之后许多年，大概 15 年前，主就把我带到中国人中间来服侍。
在那段时间，有一次他们不需要我跟他们去，主要求我把这件事放下。雖然他

们不需要我跟他们去服侍,而我愿意留下来的心,必须像我很愿意去的心態，因为
我把这一切都奉献给祂了。我必须预备好，愿意出去或是愿意留下来，完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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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主！甚至于我们的事工、我们的服侍，都必须把它放在耶稣那充满智慧的手

里。我相信有一些人对罗炳森师母的《荣耀的光辉》很熟悉，这是它里面所说

的一段话，这是从主来的信息：“全然地奉献就是全然地被主使用，我们必须是
一个空的器皿，直到我们可以说‘主啊，请用我！然后，照着祢的旨意，什么时
候用我，在哪里用我。’”让我们成为神手中的工具。 

全然奉献就是我们可以对主说：“主啊，祢可以用我们，照着祢的方式，照
着祢的地方，照着祢的时间。”罗炳森师母继续说：“但是，许多的人呢，他们
的祷告是‘主啊，请祢用我来作大工、作大事。’甚至于口里或许不说，但是心
里会说：‘让许多的人都能够看见我所作的伟大的事。’这是非常需要警醒的一
件事！”除非我们愿意来作神要我们作的事，或许留在神要我们留的地方，我们
才能够在神的手中有用。除非我们愿意在神的手中作一个小的工作，不然我们

没有办法作大事。 

神自己可以来决定，祂喜欢把我们放在一个小的工厂，或是一个大的工厂，

因为大的工厂﹑大的事工比较少，但是有许许多多小的工厂﹑小的事工。如果

我们读过罗炳森师母的《荣耀的光辉》就知道她把自己全然地奉献给神，主就

在在她的心里作王掌权。耶稣祂也希望在我们的心里作王掌权，但是必须先从

对神完全地奉献开始，对祂说：“主啊，我完完全全地属于祢！” 

分别出来，单单归给耶穌  

《列王记上》第九章，这故事就是所罗门王他建了一个美丽的圣殿。其实

他的父亲大卫王,很早就很盼望能够为主建殿，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他爱
神。因为他自己住在美丽的宫殿里，他就盼望神也可以住在一个圣殿里。他的

朋友先知拿单也说：这个主意甚好。但是神却说：不可以。神对他说：“不是你，
大卫，不是你，是你的儿子会为我建殿。”大卫就接受了神的旨意，他并没有两
手插起来就在旁边观望，他开始积极的为建圣殿预备材料。他奉献了这么多的

金银，而且这么多的木材，而且他也从神那里得着异象，知道这圣殿该如何建

造。然后我们就看见他就到主那里去了，他就过世了，而他的儿子所罗门就建

立了这伟大美丽的圣殿，这么的宏伟。 

当圣殿建完的时，所罗门王就把圣殿奉献给神。在《列王纪上》第九章，

当时神对所罗门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而且你所祈求的，我
都答应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

的心也必常在那里。”（参王上 9：3）所罗门顺服神，建了圣殿。他就有许多
的奉献，还有祭祀。他向神祷告，盼望神用祂的荣耀充满这殿，所以神就向他

回应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是
‘把这个分别出来，单单归给我，让它成为圣洁。’这是多么美丽的一节圣经，
神祂亲自说：“我已经把这殿分别出来归给我，并使它成圣，我会将我的名永远
放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主就向我显明：我们就是神的殿。
神向那些愿意全心奉献的人，神的应许是多么的宝贵。祂会把我们分别为圣，

让我们成圣，我们的身体，祂的名会在我们身上，祂的眼、祂的心也必常与我

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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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美丽的故事,就是说明神祂在《新约》里面所要为我们作成的。在《旧
约》里面，我们看见有关这美丽的圣殿；在《新约》里面，神就告诉我们：我

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保罗就这么说的，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
的殿吗？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了。”（参林前 6：19）他希望我们可以把自己全然
的奉献。或许我们已经把我们心里的客厅和厨房奉献给神了；或许在后面有一

个房间里面的橱柜，我们还没有奉献给神；或是那里有一个地方,我们是单单为
自己保留的，但是神希望我们能够邀请祂进来。当我们打开那扇门，说：主耶

稣，我们要把我们的全人都奉献给祢。祂就会进来，祂就会来充满我们，就像

祂对所罗门说的：“我的名永远在其中。”祂的名就会在你的生命里面，“我的眼
就会常在那里，我的心也必与你同在。” 

如果你们中间有孩子的，你知道孩子对你是多么的亲。你或许也会关心别

人家的孩子，但是你对自己的孩子就特别的关心。这同样的，我们的天父也是

这样，祂对不是祂的儿女，祂能做的比较有限，但除非那是祂的儿女。你或许

会说：“我应该如何才能完全的奉献给神呢？”藉着我们把意志向祂降服，这一
周是耶稣祂走上十字架的一周，我们知道在客西马尼园，祂把自己的意愿、把

自己的意志放下来。祂说:“父啊，尚若可行，请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
的意思，要照祢的意思。”（参太 26:39）祂全然的降服，顺服，然后祂就照着
父的旨意一路走上十字架——各各他。 

每一天向祂全然地顺服和降服  

这也是我们每一天，我们可以向祂降服，把我们的意志向祂降服。这是我

们意志的一个行动，就像我们结婚的一样，我们有一个特定的日子，就像在结

婚的那一天，牧师就会问新娘：“你愿意顺服你的丈夫吗？”然后她的答案是
说:“我愿意！”然后新郎也说同样的：“我愿意！” 

我们选择成为属祂的，这是我们意志所做的一个决定“我愿意”。这必须每
一天都行出来的，就像在婚姻里一样。在婚礼上，他们在那里说‘我愿意’，但
是在婚姻中，他们必须每一天实行出来；就像我们必须向祂全然地顺服和降服。

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有许多的机会,我们都可以让耶稣在我们的心里作王掌
权。就在棕榈节的时候，众人他们都愿意来跟随耶稣而且称祂为王，但是在一

周过去了之后，同样的人在那边喊着说：“钉祂十字架。”；有些人却说：“不要
让他们赞美祢。”可是耶稣说:“如果我不让他们赞美，石头都要起来赞美。”；
有一些少数的人却一直要耶稣作王。 

在五旬节的时候，在这个小楼上有 120个人。在 10天的等待的时间，他们
到底在做什么？这是一个秘密，我们只知道他们在那里等候，他们因着顺服而

在那里等候，因着降服而在那里等候，他们在那里把自己的“己”倒空。这就是
周牧师他很仔细的来教导我们:什么是等候神？是在耶稣的面前安静下来，让圣
灵来搜寻我们的心，让祂来显明什么事在我们的心里,我们需要向神降服？或许
是一个态度；或许是我们所说的话,却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需要安静等候的时
间，要祷告说：“主啊，你来搜寻我，试验我，是我自己坐在我心的宝座上吗？
还是祢耶稣坐在那里？”我们奉献给主的人，有的会发现圣灵就在那里提醒、纠
正我们。祂允许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的事情发生是要来试验我们。我们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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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耶稣坐在我们心里的宝座上吗？还是我们自己在那里做王？ 

当我们完全顺服的时候，祂就完全的掌权  

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我看她把自己百分之百地奉献给神。她会读有

关全然奉献的书。慕安德烈写了一本《全然奉献》的书。当时我们在一起，我

们一起去探访。在安静的时候，有时候我就到她的房间里，会看见她在主面前

哭泣，她向主说:“我愿意把自己完全地奉献给祢。”因为她有这盼望成为主的新
妇，能够向祂说:“是！我愿意！”看见主来向她显现，因为她这么的喜乐！ 

約一年我没有见她，之後,我发现她的生命里有一些的麻烦。那当时她很喜
欢服侍主，而且她在她的事工里面也非常的成功。但是她的事工却被挪走了，

后来,她就发现她有耶稣自己就足够了。因为主耶稣如果许可这件事发生在她的
身上，主是要吸引她更来亲近神。 

就像马大和玛丽亚的故事，我们常常这么忙碌地想要服侍耶稣，但是耶稣

心里盼望是一个新妇。有些人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自己也曾经有相同的

经历。当时我就是多么的喜欢来服侍主，后来我的主任牧师告诉我，你服侍的

时间已经结束了。当时我在那教会服侍了三年半而已，但是牧师却告诉我，主

的工作需要你作的也不过就是三年半。主就通过那件事开始来向我显明,来对付
我的心，因为我渐渐地失去起初的爱，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对主的奉献，我说：

“主啊！是的，我是全然属你的！我全然的属于你！” 

《罗马书》第八章 28 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被
他所召的。罗炳森师母她教导，《罗马书》第八章 28 节，除非是我们全然的奉
献，这句话就可以用在我们身上。因为当我们全然属于祂的时候，祂就可以照

着祂的旨意来带我们。我们就有这样的信心，凡事临到我，都经过神的允许。 

有的时候我们的试炼非常的沉重，非常的困难。当我妈妈过世之前我照顾

我的母亲，当时我的母亲就会说：“MASA，那你自己的事工，你的服侍怎么办
呢？”我就跟我的母亲说：“母亲，你现在就是我的服侍，我的事工。”我服侍了
我的母亲 7年，在那个 7年的时间里，主就在我的心里是在作工，祂在教导我
要来依靠祂的能力，接受祂的生命成为我的份，依靠祂赐给我更多的爱

心。  

当我受压的时候，我失去了力量。当时我还在全时间上班，我要照顾我的

先生和我自己的家庭，我也在教会里教主日学，我亲爱的母亲也需要我照顾。

当耶稣接我的母亲回天家的时候，第二年周牧师就来邀请我与他一起来服侍中

国人。当我回头看,我就明白过去 7 年主在预备我，祂在扩大我的度量，祂赐给
我有更多的体力，也增加我的信心，这是祂在我们所有全然奉献给的人身上所

作的工。或许周围的环境不是我们所盼望的、所想要的，或许在一个很困难很

不容易的情况里，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说：“主耶稣，我们全然的属于你，你
可以在这里掌权。”祂就会在这一切的事情上，为着我们的益处，也为着祂的
荣耀，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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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 18 岁的时候，我就预备好，我希望到宣教的工场为主服侍，但是一直
到我 60 岁以后，主才第一次把我带到中国去，其间经过了许多的事，来预备我、
倒空我，使我在祂的手中有用。神不需要花那么多年的时间在你身上，让我们

全然向祂降伏，神就可以把我们分别归给祂。我们说：“主啊，你来我们生命里
掌权！主啊，你来为我选择！” 

把选择权还给耶穌  

你知道吗？主曾经向罗炳森师母，给了她一个选择：选择一个很大很大的事工，

或是选择一个小小的很隐秘的事工，她可以来选择。那时候罗炳森师母很认识

神：“主啊！我不能选择，你来为我选择。”主就为罗炳森师母选择了那很小的、
很隐秘的事工。但是从那小小的事工出来了许许多多神的仆人，虽然她已经回

到天家，她的事工如今仍然继续得在那里服侍。她是一个尊贵的器皿，而且她

教导我们，罗炳森师母教导我们，这样子向主祷告：“主啊！照着你的方式、照
着你的时间，照着你的地点来用我。”我们把选择权还给祂。  

如果我们来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腓立比书》保罗就这么形容耶稣，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参
腓 2:8a）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 2 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
稣。”因为耶稣是那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者。祂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
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参来 12:2）如今祂在那里
为我们代求。祂在呼召我们要来跟随祂的脚踪行。祂的脚被戳，被钉戳破钉住

了，如果我们跟随祂的脚踪行，我们的脚也很可能被戳破。 

当我们一整天不停的跟祂有交通的时，祂就差遣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必

须很仔细的、很仔细的来听祂的吩咐。这是多么的重要，小心听祂的声音，不

要忙碌到我们没有办法听到祂的声音。除非我们明白，我们真正完全属乎耶稣

基督，不然,我们没有其它的安慰，没有其它的把握。我也盼望你能够着這樣的
把握。当我们完全顺服的时候，祂就完全的掌权。祂就是这样子对待我们，好

像我们完全完全属于祂,祂完美的计划就会完全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生
命里，为着祂的荣耀。哈利路亚！当我们越来越爱祂，越信靠祂，我们的降服、

跟对己的弃绝就会越加深。 

因着对耶稣的爱，我们对己的弃绝就增加  

当周牧师邀请我来教课的时候，我跟他说，我希望能够教‘分别为圣’、‘奉献’。
因为这是我们能够进入更深生命的第一步。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全然的放在祂

的手中。周牧师就回答我：“你愿意教分别为圣很好，但希望你先教‘爱耶稣’。”
我就顺服了，先教‘爱耶稣’。就像我刚刚说的，因着我们对耶稣的爱，我们对
己的弃绝就会更增加。 

当我们很深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信任他,但是人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失望。
我很感恩，我有一个丈夫，我可以信任他。我爱我的丈夫，我的丈夫也爱我。

有的时候，我会跟周牧师和周师母，到远东去，一去就一两个月。但我可以信

任我的丈夫，因为他是一个忠实的丈夫。但是有一些丈夫，妻子，他们彼此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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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忠实。我们的主耶稣祂是真实，祂是忠实、信实。因着祂住在我里面，祂住

在我的丈夫里面，祂使我们可以忠实、信实。所以我觉着从‘爱耶稣’讲起是对
的。让我们来欣赏祂，来赞美祂！让我们来单单地注视祂，我们就能够自然的

信靠祂，信任祂。祂是真实，祂也是那一位信实的主。那我们就可以更容易的

来降服。 

全然奉献的禱告  

当圣灵把更多生命里面一些新的事情，向我们显明的时，我们就可以快快

地来降服。“是的，主！”主耶稣，赞美祢，我们敬拜你。哈利路亚！我们敬拜
祢，祢是王，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圣灵来，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

的头脑，让我们全然地降服给祢。主耶稣我们全然地归给祢。主啊，我们要完

全的依靠祢作工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完全地奉献，完全地降服！让我们弃

绝我们的自己，把自己弃绝在祢的手中。然后说：主啊，照着祢的意思成就！

让我能够满足祢的心。 

主啊，我们知道祢正在寻找新妇。祢的眼目遍察全地，在寻找爱祢的人，

她能够完全向祢降服的人。我们要向祢说：从今时直到永远，我属于祢！祢来

选择我的道路，祢来选择我的未来，照着祢的方式祢来带领我，我是祢的仆人。

我希望我能够被倒空像祢自己倒空一样，成为顺服的，顺服父神的意思。哈利

路亚！ 

主啊，把祢的圣灵更多浇灌下来，把祢的圣灵浇灌下来。圣灵啊，祢现在

来充满我们。阿们！阿们！ 

让我们来注视耶稣，来对祂说话：“主啊，我全然的降服！我再一次的把自
己全然的奉献给祢。我不再是自己的人，照着祢所认为好的待我；照着祢的意

思。因为我是祢的。哈利路亚！” 

我可以感觉到,主耶稣甜美的同在在我们当中。主耶稣现在正在寻找，从一
个心搜寻到另外一个心。祂在搜寻我们的心。祂对我们的应许跟对所罗门的应

许是一样的：“我会把你分别为圣归给我，我的眼必常在你身上，我的心也必永
远与你同在。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我会带他们到青草地上。信靠我！”耶稣说：
“信靠我！在我的爱里安息，能够相信我可以成就一切的事情。” 

今天早上当我再一次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这一节就再一次非

常的打动我，就是：“爱是凡事相信。”让我们对祂说：耶稣，我相信祢，我相
信祢的爱。我也相信祢的能力可以改变我，能够挪去一切有害的，能够把祢自

己更多的给我，把祢的圣灵更多的给我。这一个礼拜里用祢的圣灵来浇灌我

们。”这是一个能够降服己的圣灵。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们需要等十天，是那 120
个人他们需要在十天里面学习降服，然后神就用祂的灵浇灌他们，这是神圣灵

的火，来浇灌他们、洁净他们，使他们成为神的仆人。哈利路亚。 

在《旧约》当一个祭牲被放在祭台上，这时候火就降下来。当他们照着神

的吩咐，把一个祭牲放在祭坛上的时候，以利亚他顺服神，他甚至于在祭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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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水，但是当祭牲被放到祭坛上的时候，神就降下火来。这也是神希望在我们

每一个人生命中作的事，祂要用圣灵的火来洁净我们。今天当我们把自己奉献

给他，重新更新了奉献,你就可以知道神的火会降在你的身上，你就不再一样,我
也不再一样。感谢耶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