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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血的大能  

禱告 :  主耶稣，我们敬拜祢。主耶稣，我们爱你。今天早晨我

们再来仰望祢。主，我们感谢祢愿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主啊，

我们赞美祢。开我们的眼使我们可以看到你，让我们来看见祢的荣颜，

让我们可以单单地来看祢。主，我们敬拜祢，我们敬拜祢。主，我们

感谢祢，祢愿意为我们上十字架。主啊，我们向祢祷告，今天早上祢

就在我们每一个课室当中。没有一样事情可以拦阻祢，即使我们的门

是关着得，祢都可以进来。主啊，我们邀请祢！我们盼望祢在我们当

中。就像祢应许的：两三人奉祢的名聚集，祢就在我们中间。（参太

20: 18）在今天星期五是特別的日子,我们的心充满了对祢的愛。主啊，

幫助我们學習更多關於祢的愛和祢宝血的大能。宝血的能力来保守我

们！宝血的能力从一切的罪中能够洁净我们。宝血的能力能够医治我

们的身体。宝血的能力能够从一切的罪中得洁净，能保守我们脱离一

切的邪恶。主啊，我们感谢祢的宝血。今天早晨再把我们吸引到十字

架底下。当我们靠近祢十字架的时候，祢的宝血就流淌，能够使我们

洁净。主，我们感谢祢，为每一滴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感谢祢。主啊，

今天早晨在我们当中流露，我们就在这里为了要来瞻仰祢，来听见祢

的声音。主啊，盼望祢能够作工在我们裡面，让我们成为祢预备好的

新妇，迎接祢的再来。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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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诗《我爱祢耶稣》。 

今天是受难的日子，让我再来唱一次这首诗歌。唱诗《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参约 3: 16)  每一周当

我们来读主的话，我们知道神是爱。(参约一 4: 16)因为祂整个性情

就是爱。因为祂是如此地充满爱，祂也这么地爱赐予。上一周我们学

到，祂是伟大的赐予者。祂赐万物给我们来享受，最主要的是祂把祂

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了我们的罪而死，所以神可以再一次地与我

们有交通。我们可以来亲近祂，就像亚当和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亲

近神一样。但是当罪进来的时候，把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隔绝了。何

等得美好，我们的主耶稣愿意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与父神

的沟通可以再恢复。 

生命是在血中  

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是——神是圣洁的。神是全然圣洁，全然清

洁。因为我们的罪，使祂没有办法跟我们有交通。在那時,  须要有流

血,所以神給亚当和夏娃披上動物的皮。那時以後,所有的罪的洁净，

都必须要有牺祭的血。因為圣经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

免。”（参来 9：22）血必须流出，因为生命是在血中。（参创 9：4）

我们身體没有血我们就会死，血液带着生命流經我们全身。当一个羊

羔被放在祭坛上的时候，这羊羔的血就流出来。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

走过来的时候，他说：“看哪，神的羔羊。”因为他看出来耶穌是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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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然的羔羊，所以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参

约 1: 29）所有在《旧约》里面被献上的羊羔，都是預表耶稣祂是神

的羊羔。因为耶稣的宝血是洁净的，是圣洁的，从祂的身上白白地流

出来。当我们在仰望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看到祂的手脚都被钉

子钉裂了；带着荆棘的冠冕，祂的头上也在流血；当兵丁用枪来刺祂

的肋旁，血和水也喷出来。（参约 19：34）医学上说当血和水分出来

的时候，就代表着祂的心脏已经破裂了。所以祂的血為我們白白地、

完全地流出。 

禱告 :  主啊，我们感谢袮。我们为袮的宝血来感谢袮。因为宝

血对我们来说就是袮的得胜。我们感谢赞美袮。让我们对袮宝血的牺

牲有更多的感恩，哈利路亚。 

神是圣洁的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神另外的性情。我们说过神是爱；神是

给予者；还有神是圣洁的。在《利未记》十九章第 2 节：“祢晓谕以

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神呼召我们成为圣洁，我们没办法使自己成为圣洁，不管我们是

多么地努力，我们仍然常常陷于罪中。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祂就战

胜了罪恶、死亡、地狱。藉着宝血，祂为我们开了一条可以到至圣所

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来亲近那位圣洁的神。（参来 10：19- 20）我

们知道圣殿的幔子裂成两半。（参太 27：51上；可 15：38；路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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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我们在《圣经》里可以看见，在受难日的时候，主耶稣就说：“成

了。”（参约 19：30 中）圣殿的幔子，就是將人和神分开的幔子。這

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代表著从此以后,人到神那的路就永遠打

開了，为一切愿意来到神面前的人打开。因着耶稣基督的死,  還有祂

为我们的罪所流出的宝血,我们就可以来到祂的同在里。 

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 9节：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

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祂得生吗？

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惟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

得益处，使我们在祂的圣洁上有份。（来 12: 9- 10） 

如何在神的圣洁上有份? 

这岂不非常地奇妙？就是我们的天父要我们與祂的圣洁有份！在

《利未记》，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参利 11：44- 45）以色列人试着要去顺服神成为圣洁，我们看见他

们失败了許多次，他们在神的圣洁上亏缺許多。神说，祂希望我们能

够在祂的圣洁上有份。為了與祂的圣洁有份，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

邀请祂的圣灵来住在我们心里,與祂的靈有相交。因为祂的灵是圣洁

的灵。除非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作王，否則我们不可能有更多的

圣洁,如此我们才能够在祂的圣洁上有份。我们邀请祂能够更多的在

我们的生命中掌权。如同上个礼拜学到的，祂希望我们能够把生命奉

献给祂，祂就更多的用祂的圣洁的灵来充满我们。圣灵都一直在为耶

稣预备新妇，让这新妇是圣洁﹑没有皱纹和斑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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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以前,记得当我的姐妹在结婚时，她的新娘的礼服是用邮购

的寄来,那新娘礼服就都皱了。当时她就赶快到地下室,花了好多个小

时，一点一点地烫这新娘礼服,因为她不要这个礼服上有任何的皱纹。

耶稣希望我们的新娘礼服也是没有皱纹和斑点。 

我们看见在《启示录》十九章第 7- 8 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

荣耀归给祂。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

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我们从耶稣那里得到这件细麻衣，要記得是祂使我们成為圣洁。

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時時地住在主里面，使我们可以在祂的公义上有

份。祂是我们的圣洁。就像那首诗歌上说的：有甚麼可以洗淨我的罪？

无他，只有耶稣宝血。 

今天我们看见救主被挂在十字架上，祂为我们倾倒出祂的宝血。

讓我们俯伏在祂的面前，承认我们何等地需要被洁净。祂希望祂的新

妇能够从一切其它的热情、自我的追求和骄傲中被洁净。我们何等地

需要来看見我们的自己，如同主看到我们一样。如果我们看见王，我

们就会明白自己何等的需要被洁净。 

如何看見自己何等需要被洁净? 

当我把自己全然奉献、降服给耶稣之后，我的第一个祷告就是：

“主啊，让我看到我自己，像祢看到我一样。不是别人怎么看我，也

不是我自己想象我是怎么样的；但是，看到祢所看到的我。主啊，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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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我，搜寻我的心，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这是我们的祷告。

耶稣开始显明给我看，讓我知道我何等的需要被洁净。每一天祂都开

我的眼睛，让我看见我何等的需要救主来洁净我，从一切肉体和心灵

的污秽中被洁净。圣灵来就是要使我们知罪。当我们真正认识我们自

己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自大自负,就会谦卑下来，知道我们自己何

等地需要被释放。 

那一晚，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他就有这样子地看见和

启示。彼得对自己不认识，他觉得他永远不会不认耶稣，但是耶稣却

说：“在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在福音书里记载，当耶稣要离

开的时候，祂突然转身来看彼得。你能想象吗？这是一个爱的注视，

同时这也是圣洁地注视，这注视的光就穿透了彼得的心，彼得就跑出

去痛哭。對彼得来说,  这樣的注视,使他的心开始有極大的转变。当

耶稣看我们的时候是非常得奇妙，祂不需要说什么，祂只要看着我们，

祂的目光就能够反映出来我们真实的光景。 

向耶稣求用祂圣洁的光,照进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知道自己需要

被祂來洁净，这是需要勇气的。 

大部分的人，他们避免看到自己真实的光景。有时仇敌让我们这

么的忙碌，以至於我们没有时间让圣灵来搜寻、鑒察我们。这就是为

什么我们需要在祂的同在中等候祂。所有我们花在神面前等候祂的时

间,都是值得的。因为耶稣来了,就要把我们自己显明出来，然后潔淨

我们。祂用祂的宝血洗净我们，使我们能有祂的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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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主的圣洁呢？  

    什么是祂的圣洁呢？祂的圣洁就是祂的自己。圣洁就是耶稣自

己。更多的祂，更少的我们。仇敌其中的一个诡计就是祂要欺骗我

们，让我们觉得不需要比其它的人能更深地被洁净。或许我们是教会

的牧者、领袖或者一个教师，我们已经跟随主许多年了，但是当圣灵

祂搜寻的光来照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在我们的心里面

有许多的地方，仍然需要祂有能力的宝血来洁净、洗净我们。 

    因为祂的宝血有能力，祂的宝血可以打败一切的罪恶。所以我们

可以像大卫王，他在《诗篇》五十一篇所向神的呼求：“求祢用牛膝

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祢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诗 51: 7）“神

啊，求祢为我造清洁的心。”（参诗 51: 10）好多年以前当我读到这节

圣经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喜乐，就是：神啊，求祢为我造清洁的

心。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祂是使无变有。我喜欢这个字「创造」。

当时我感觉我的心里是充满了混沌空虚,我就明白了，神既然祂可以

从无变有，创造这个世界，祂也可以为我创造一颗清洁的心。 

在所有的事上都要谨慎  

   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为了神，他曾经打过许多美好的胜仗。

但是他却因着眼目的情欲而堕落犯罪。作为神的仆人，不管是弟兄或

是姐妹，都需要有一颗清洁的心，我们就不会落入在情欲的网羅里面，

使神的工作受到拦阻。有些神的仆人们觉得自己很安全，因为祂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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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服侍主许多年了；有些人说：“我已经结婚了，而且我很爱我的丈

夫。我是在年轻人中服侍，他们都比我小了 20 多岁，所以我是很安

全的。” 

   但是主耶稣却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参太 26: 41上）我们必须

要警醒，知道我们的仇敌总是要想把我们打败。在这末后的日子，仇

敌祂是一直想要拦阻神的计划，祂的做法就是要打败神的仆人。在今

天这个日子，情欲到处都在泛滥。美国需要神极大的洁净，或许你所

在的国家也是一样。我记得很多很多年以前主赐下一个信息，祂是藉

着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赐下的一个信息:在末后的时代，仇敌祂要释

放出许多淫乱的灵，来破坏人的心灵。不单单是在世界里，甚至于在

教会中。就像我们有時在报纸上读到的：某某教会，他们关门了，因

为他们的牧师跟他们司琴的姊妹私奔了。因为仇敌祂要来蒙蔽基督徒，

使他们过一个不圣洁的生活。我们必须要警醒，让我们紧紧地来与主

同行，让我们在所有的事上都要谨慎。 

祂是忌邪的神  

有的时候我们会被某一類的人吸引，是为了来满足我们自己。天

然人都是喜欢跟我们相似的人,我们常常会落入一个网罗里面，就是

跟人有不圣洁的关系。我们作神的仆人，牧者，或是领袖，或是教师

的，我们必须要谨慎，不让我们自己去依附在某一个人的身上。我们

必须要有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就不会偏袒。神希望我们的

心是完全被祂拥有，被祂掌管的，这样子我们跟所有其他人的关系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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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荣耀神的。「老我」总是在寻找某个人,或是某一件事情,来满

足我们肉体的需要。当神看见有这情況發生,因着祂的大爱,神常常介

入，来斷開这不圣洁的关系,因祂我们能夠圣洁。 

第一堂课里说的：祂是忌邪的神，祂会嫉妒。当然，祂希望我们

有好的基督徒朋友，祂要我们的心全然归给祂。祂在寻找像新妇一样

对祂的爱。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其他的人、事、物像主耶稣可以满足

我们的心，也没有其他的名。只有耶稣基督，祂可以给我们的生命、

爱和光。如果那关系对我们有害,有的时候祂会让我们跟别人的关系

终止。不然，我们的心如果是在那样的光景，不但对我们有害，对别

人也有害。当我们的心想要拥有别人的时候，对他们也是有害。有的

时候，我们要求某些人做我们的特別的好友，但圣灵却要来掌管我们，

使我们成为祂的百姓。 

在神的同在裏 , 圣灵會显明我们需要被洁净  

神赐万物来使我们来享受，祂也把同伴赐给我们。祂要我们所有

的人际关系都是可以荣耀神的。我曾经有过许多很宝贵的朋友，有一

些他们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但是这些好朋友总是能够让我更来亲近神，

这是最好的一种朋友。我们应该成为那样使人更加亲近神的朋友。这

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极大的需要:有一颗清洁的心。耶稣就说：“那清心

的人有福的，因为祂们得以见神。”（参太 5：8）我也想要加一句，

就是：那些他们的眼目单单注视主的有福了，因为他们的心就必得洁

净。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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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话语，要天天被洁净，这

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在读主的话语，和在祂的同在中等候祂的时候，

圣灵就会来显明给我们看，我们需要被洁净。耶稣在《约翰福音》里

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约 15：3）神的

话语里有能力，因为祂可以让我们知罪，然后圣灵就来使我们从罪中

得释放。当我们在祂的同在中等候祂的时候，圣灵就来搜寻我们的心，

来鉴察我们。 

“主啊，来搜寻我，鉴察我，看在我的心中有什么恶行没有，引

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参诗 139: 23- 24） 

注視主 , 不是注視人  

让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就是那一位预言主耶稣再来的

先知，他在《以赛亚书》里面也讲到他自己的经历。《以赛亚书》第

六章第 1 节，他说：“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

上。祂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有些圣经注释说，乌西雅他是一个

非常有名的王，而且他在治国非常的有能力，非常的能干。但是，在

这里我们看见他过世了。或许当时以赛亚他的眼目都注视在这个王的

身上。但是，当乌西雅被挪去之后，他却说，“我看见了主。” 

我非常怀念我的一些很圣洁、很属灵的导师。其中有两位他们真

的是带我到耶稣的脚前。有一位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教导我：我必须要

有一颗清洁的心。当时我 18岁，她教导我这样子祷告：“哦，耶稣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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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洗净我！祢来洁净我。”但是她已经好多年前就到主那里去了，我

何等地想念她。或许你们中间也有过很属灵、很圣洁的导师，但是他

已经不在你旁边了。但是我们看见就在这个时候，以赛亚说：“我看

见了主。”我很感恩我的老师,他们教导我要注視主，而不是注視他们，

他们把我带到耶稣的脚前。 

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赛亚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主，祂是

王，祂坐的宝座是这么得高，祂的衣裳垂下来，遮满了圣殿。当神的

荣耀充满圣殿的时候，是何等得好。 

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在这个荣耀的周末，祂要

用祂的荣耀来充满我们的身体，而且祂要这样子地进来。在今天早晨，

当我们在这里聚在一起的时候，祂就想要用祂的荣耀来充满我们的身

体。让我来仰望祂，看见祂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衣裳垂下，让祂的荣

耀来充满我们。哦，哈里路亚，赞美主。 

禱告:  主耶稣，祢来充满我们！主啊，祢来！请祢来充满我们！

我们想要看见祢的荣耀。祢是那一位复活的耶稣，复活的救主。因为

祢的坟墓已经空了，祢已经从死里复活。祢也想要在我们这个圣殿里

面，让祢的荣耀充满！哈利路亚。 

我们需要神圣灵的火来洁净  

让我们来看第 2- 3 节：“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

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



讲堂周五班：20190419有份于耶稣的性情-心的洁净	

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祂的荣光充满全地。’” （赛 6: 2- 3） 

圣哉！圣哉！圣哉！哈利路亚。神是荣耀的，神是荣耀的。祂的

荣光充满全地。到今天早晨，祂要用祂的荣耀充满我们。祂希望这些

圣殿都能够被祂的荣光充满。 

“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

‘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赛 6: 4- 5） 

当我们看见主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光景。当我们看见了大君

王，看见了祂的圣洁，祂的荣耀；当我们得着耶稣的启示。 

主啊，让我们能够单单的来注视祢，来看到祢。 

当时所有的天使都在那里说：“圣哉！圣哉！圣哉！”当天使都在

敬拜神的时候，以赛亚他只能说：“祸哉！我灭亡了！” 

第 6节我们就看见：“有一位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

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

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神不是只是把以赛亚留在没有指望的光景中，祂就派一位天使来

到祂跟前，手里拿着火炭，用这炭来沾祂的口。今天这也是祂要作在

我们每一位身上的。当我们看见我们身上和我们心思意念里面的罪，

祂要藉着圣灵把火炭赐下来。这火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来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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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来洁净我们，把我们的罪孽除掉。能够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洁净

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态度和我们的反应。我们何等的需要从祭坛来的

炭火，需从祭坛那来的神圣灵的火来改变我们。然后，以赛亚他被改

变了。神说：“我们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时候以赛

亚已经被圣灵所膏抹，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参赛 6: 8） 

圣洁的灵使我们从世界、己、仇敌里分别出来  

耶稣用祂的圣灵来膏我们。那是圣洁的灵，这灵祂可以使我们从

世界、从我们的己、从仇敌那里分别出来。有些人会这样子说：“我

希望成为一个传道人，我希望成为一个宣教士，我在这里，我可以去。”

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在祂的同在中等候祂，直到圣洁的火来洁净我们，

这样我们的事工才能够得到保护。我们需要每一天在祂的同在中等候

祂。我们需要等候，直到圣灵用祂的火来燃烧、来触摸我们。祂能够

无一例外的来洁净我们。惟有这样我们的事工，我们的服侍才能够被

保护。我们才能够在圣灵中同行，我们一整天都可以跟祂连结。 

当我们有犯一点错误,或者我们与主分离的时候，祂就会来纠正

我们。神对那些愿意回头、愿意悔改的人，永远都是伸出祂的双臂来

迎接。在《希伯来书》里面，祂说：生身的父都是随己意暂时地管教

我们；但是圣灵却照着神的方式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能够得益处、

蒙祝福，使我们在祂的圣洁上有份。（参来 12: 10） 

我们如果能够在祂的圣洁上有份，是何等的蒙福。但是首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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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接受，除了祂以外我们本身没有圣洁。就像保罗说：“除祂以外，

在我里面一无良善。”让我们来注视耶稣和祂荣耀的光辉！并且向祂

呼求，让祂用神圣的火来触摸、来沾我们的口！让我们被祂的圣灵充

满，借着祂的宝血洁净。 

禱告:  主啊，我们渴慕祢，我们需要祢。主啊，让我们看见祢的

圣洁，哈利路亚。 

敞着脸来注视主，我们就可以被改变  

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有一节圣经是我最喜欢的《哥林多后

书》第三章 17- 18 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

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返照，就变

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藉着我们敞着脸来注视主、来看祂，我们就可以被改变，如同从

主的灵变成的。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作大工，哈利路亚。圣灵现在就

在这里,祂希望我们今天早晨就可以被改变。让我们现在花一点的时

间说：“ 主啊，祢来鉴察我，祢来搜寻我。主啊，要让我看见有什么

地方是需要被改变、被对付的。主啊，我们欢迎祢进来。或许在我们

后面的个房间里，有一个衣橱是从来没有人知道的。主啊，我们就邀

请祢在后面那房间的衣橱里，把衣橱的门打开。如果在那里有一些不

应该在那里东西，就把它挪走，因为我要全然的归给祢。我们希望祢

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完全的掌权！希望祢能够完全地彻底地洁净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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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那大有权能的宝血来洁净我！如果有任何的事在我生命中是不讨祢

喜悦的，主啊，祢就把它挪去。我们把它都交在祢的手中。主啊，我

们欢迎祢来到我们心里的每一个房间，并且用祢的荣光来充满。让祢

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生命中有路。 

让我们在祂的同在中等候祂，跟著耶稣。主耶稣在那里叩门，因

为祂要进来；祂希望你成为一个充满荣耀的器皿；祂希望在我们的心

里各处都有地位，让我们心里没有任何的隐藏的秘密。如果我们心中

有任何秘密的地方，我们跟祂说：“ 耶稣，我把那里也给祢，因我希

望全然的属于祢。阿们！” 

禱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祢。主啊！祢是这么地爱我们！主啊！

我们求祢的光来照亮我们的心。主啊！我们心中哪里有黑暗的，祢都

知道。主啊！祢来进入我们的隐秘处！主啊！我们需要祢在我们的隐

秘处，在黑暗的地方，满有祢的荣光。主啊！我们求祢的宝血更深的

来洗净，洗净我们心灵深处。愿祢在我们的隐秘处能使我们得智慧。

主，谢谢祢！主耶稣，我们需要祢！主啊，谢谢祢！主啊，藉着今天，

主啊，祢向我们显现祢自己。主啊！祢期待我们能够来到祢面前。主

啊！祢愿我们得成为圣洁。主！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可以成为圣洁！

主啊，祢已经为我们献上了所有；而且祢的宝血大有功效，祢的宝血

可以使我们圣洁！主啊！祢的圣灵在改变我们，也可以使我们圣洁。

谢谢祢！主啊！我们说，这荣光要继续地照亮我们的心，我们心里的

黑暗，隐秘处，好像自己都不知道的，祢都知道，求祢来工作。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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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给祢时间，我们愿意说，主我们每天都要给祢很多的时间,让

祢来完成祢的工作。主啊！让我们一起在祢的荣耀里面有份！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祂的新妇是被祂的灵所充满  

我们可以听见祂的脚步声，祂是来接祂的新妇。祂的新妇是没有

斑点和皱纹的。我们记得童女的故事，那十个童女都是童女，但只有

五个童女她们的灯里有油，是圣灵的油。然后新郎就来了，这五个童

女就预备好了；另外五个童女，她们希望能够得到一点油，但已经太

迟了。现在，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王，就要来了！我

们的新郎，就要来了！祂在寻找祂的新妇。而祂的新妇，被祂的灵所

充满。在这个复活节的周末，让我们来相信，也被更多的圣灵充满。

让我们抬头仰望我们的君王。让祂的荣光充满在我们的身上，因着祂

宝贵的名。 

在《以斯帖记》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新妇的故事。在《以斯帖》

第二章，当她要被带到王那里去的时候,众女子都要照例，先洁净身

体十二个月，这是当时的条例，这是她们预备的日子。六个月她要用

没药来洁净身体，另外的六个月用香料和洁净之物。这些女子都非常

得美丽，时候到了她要去见王的时候，她可以选择要求任何东西,那

時以斯帖可以决定她要求什么东西。在第 15节后段的时候，他就说，

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希该所派定给她的，她别无所求。当耶稣呼召我

们成为祂的新妇的时候，我就看见这掌管女子太监希该，他其实是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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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圣灵，他帮助这众女子能够来见王。这太监要她们经过洁净、经过

这些香料的膏抹,為了预备众女子见王。当我们看见以斯贴，她得到

众人的喜爱。时候到了，可以自由选择她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除了

希该所派定给她的，她别无所求。因为她知道，希该知道王喜欢什么。

我就是从这里得到了对圣灵的启示，因为圣灵知道什么东西可以讨耶

稣的喜悦。然后圣灵在这里预备，为耶稣预备新妇。耶稣就称圣灵为

保惠师、帮助者。 

除了圣灵所要赐给我的，我就别无所求  

所以耶稣就教导我，这样子的祷告，除了圣灵所要赐给我的，

我就别无所求。让圣灵来带领我，然后我自己对自己别无所求，我

们就单单的来跟随圣灵的带领。然后我们就在圣经里看见， 以斯帖

去见王，王就选择了她，并且宠爱她，让她成为王后。这是耶稣新妇

的另外一个预表，它经过了一个时期的预备、洁净，并且用各样的膏

油香药香料来膏抹，然后她必须把自己的意思降服下来，放下，就像

以斯贴，她除了所派定给她，她别无所求，这可以使我们的王得到喜

悦。今天要回来迎接祂的新妇，祂的新妇是被圣灵充满的新妇，这新

妇因着常常在祂的同在里面,就预备好了，借着这样单单地爱上祂。 

主啊！我们真的爱你，我们要成为祢的新妇。当我们看我们自己

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不清洁，不圣洁。但是就像在《雅歌》书里面

祂讲的：“但是你是全然的圣洁美丽，没有瑕疵。”（参歌 4: 7）主啊！

我们今天早晨就向祢祷告，在这里的每一颗心祢都来深深地洁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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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必须来到祢的十架面前，我们祷告，祢的宝血要来遮盖我们，更深

地来洁净我们，来洗净我们，将祢的圣灵充满我们。 

当我们今天花时间在祢的同在里，或许在有些国家现在已经是晚

上了，但是我们先不要去睡觉，让我们把自己都放在主的手中。让我

们整夜都来作洁净的工作，让我们的衣裳洁白，让我们的头也不缺少

膏油，赐给我们耶稣的馨香之气。 

主啊！我们完全的向祢降服。我们要祢和祢那美好的指引。因为

祢是万王之王，祢是那位复活的救主。当我们的心就像那空的坟墓，

充满了祢的荣光，每一个角落，我们的全人的每一个部分，都用祢的

荣光来充满，那个复活基督的荣光。主啊，我们这样的向祢呼求，阿

们！ 

赞美主！赞美主！希望你们能有一个美好的复活的早晨，让你的

心被祂的爱来充满，我们就可以跟耶稣说：“主啊，我们预备好了，

因为祢已经赐给我们祢的圣灵。我要更多的祢，我们希望从头到脚，

我们都被祢的荣光充满。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