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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周六班 有份于耶稣的性情—心的洁净 

主耶稣，我们欢迎祢来造访、來掌管、來充滿 

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欢迎祢。 我们渴望祢能够更大地彰显在我

们当中，我们邀请祢来造访每一个课室，因为我们在这里，就是要

来遇见祢！ 我们渴望听到祢的声音！ 我们欢迎祢！ 我们谢谢祢，

因为当门徒聚集在一处关起门的时候，祢还是在造访他们，外面的

门并不能够阻挡祢，祢直接穿过了门来到他们当中。 所以，我们恳

求祢再一次作这样的事，我们把那个门都丢开，我们要看见祢的荣

耀！ 我们渴望祢的荣耀能够充满我们的心。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

们好像是那个空的坟墓，（参可 16:1-6）即便是坟墓，也可以被祢

的灵所充满！ 我们为着祢的复活，我们感谢祢！ 因为祢的荣耀在

那里被彰显出来！ 

我们欢迎祢！ 愿祢照祢的意思行；愿祢来掌管这个聚會；主啊，

活出祢的生命在我们中间。 用祢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我们为着那打

开的泉源感谢祢。 当他们来钉祢的手，来钉祢的脚，（参路 23:33

上）让祢的生命这样子流出来，因祢的话语告诉我们，活物的生命

是在血中。 （参利 17:11）我们也请求祢，主，将祢的宝血流到每

一个人身上，甚至我们的意念祢都来洁净；我们的话语祢来洁净；

祢来洁净我们的欲望，好使我们能够成为预备好的新妇。  

主耶稣，愿祢来！ 我们就好像约翰在《启示录》那里说：“主

啊，愿祢快来！ ”（参启 22:20 下）我们把荣耀归给祢！ 我们要

像那些天使们一样，在那里呼喊：“圣哉！ 圣哉！ 圣哉！ 哦！ 

万军之耶和华，全地要被祢的荣耀所充满！ ”（参赛 6:3）让我们

的眼睛被打开，我们能够没有遮掩地来看见祢。 祢是那大有能力的

征服者，祢已经把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参太 27:51）把

我们直接的带进全能万军之耶和华的同在里。 

神为了再次与我们亲近，献上了祂儿子的血 

衪渴望我们在祂的圣洁上有份，祂呼召我们成为圣洁的百姓。 

可是罪，把我们从祂面前隔绝了。 但是，神在祂极大的爱里面，祂



讲堂周六班  有份于耶稣的性情---心的洁净   玛莎牧师 

把祂自己的爱子，为着我们罪，给了出来。 藉着祂的死，祂可以再

一次与我们恢复那个交通。 我们能够再一次在祂圣洁里面与祂亲近。 

在伊甸园里面，神在那里造访亚当的时候，那是个很美好的时

间，他们有甜美的相交。 可是当亚当夏娃他们向那个试探降服的时

候，那个美好的相交，从此就断绝了。 （参创 2:4-9；2:15-24；

3:1-9） 

你知道，神是如此的想念，那一段跟亚当可以那样相交的时间。 

在祂里面，祂有一个计划，祂说：“我要差遣我的儿子，为着他们，

遮盖他们的罪，流出祂的血。 ”（参来 9:14、28） 

我们记念主耶稣受难日的礼拜五，我们看到，祂在十字架上面。 

有一首诗歌说：看！ 从祂手、祂脚、祂头，流出祂的血！ 所以，

我们就向着那十字架奔跑而去。 让我们跟神的相交，能够再一次被

恢复。 

在旧约《利未记》第十九章那里，神也这样告诉我们，“你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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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19:2） 神在祂心里面有个心意，祂要与我们来分享祂

的圣洁。 这样子的目的，跟这世界上人所追求的是何等地不同啊。 

你如果研究这世上其他的宗教，他们常常是把人带到情欲、性

欲里面。 即使在摩西的时候，那些外邦人的宗教也是这样子。 当

神向摩西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在焚烧的荆棘中，祂说：“你把你脚

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洁的地，是圣地。 ”（参出

3:5）神向他来启示，说：祂是一位圣洁的神。 我们刚刚读到的

《利未记》告诉我们：“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

洁的。 ” 

我们的呼召是要进入圣洁，我们如果要来亲近神，我们需要被

洁净。 我们没有办法使自己成为圣洁，不管我们有多么努力，许多

人他们订了许许多多的规条、律法。 即便如此，我们常常地仍是落

在罪的试探里。  

可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祂就征服胜过了罪！ 祂一次到永远

地將罪、坟墓、地狱胜过了，灭绝了。 祂藉着祂流出的血，为我们

开了一条路，我们可以再一次来亲近这位圣洁的神。 那幔子，从上

到下已经裂成两半，通往神的路，是向着每一个人都打开了。 （参

来 1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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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首诗歌在我心里面，它这样子说：看那！ 那位忧患之子。 

能够在一个很敞开的图画里面看见祂，祂是大能的勇士，祂把幔子

裂成了两半。 对我们的神来讲，我们惟一作祂的百姓，能够亲近祂

的就是这条路。 

当神吩咐摩西盖会慕的时候，祂指示摩西要有一个隔离，要有

一个幔子，祂的同在跟祂的百姓分开来。 他们把约柜，就是神的约，

放在至圣所里面，代表神的同在，只是有个幔子把至圣所与其他地

方隔开了。 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可以进去，他要带着牲畜的血进去，

他要将血撒在幔子上。 他如果没有带着血，他会在圣洁的神面前被

击杀。 没有其他的人敢进到那个地方，大祭司的外袍有铃铛，在外

面的人可以听见祭司在里面活动，他还活着。 (參出 28:34-35) 

当那伟大的日子，就是当主耶稣把自己献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那个隔断的幔子就裂成了两半，基督耶稣的宝血在那里为我们流出，

幔子裂开了，直到永远。 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从此，我

们都可以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来到祂的血底下，父神就要

悦纳我们。  

使我们在祂的圣洁上有份 

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有这样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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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祂差遣祂的圣灵来管教我们，主耶稣祂上十

字架之前，祂告诉祂的门徒“我要差遣一位保慧师，”（参约

14:16）祂要叫这个世界自己责备自己，为着罪，祂会来管教我们。 

（参约 16:8） 

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何等要紧的一件事情，我们愿意花时间坐在

圣灵的面前，让祂来启示我们，启示我们知道有多需要祂，因为衪

渴望我们能够在祂的圣洁有份。 我们可以这样达到这个目的，就是

当我们打开我们自己，让主耶稣更多地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更多

被祂神圣的灵所充满。 

圣灵一直都在作工，作什么呢？ 来预备祂的新妇，来为着主。 

新妇必须要是没有瑕疵，没有皱纹的。 （参弗 5:27）你们记得在

《启示录》第 19 章那里“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祂。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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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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启 19:7，8)我们

读保罗的书信，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基督祂自己就是我们的义，神

使祂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 (参罗 3:26) 

我们何等需要来仰望耶稣；我们需要没有遮掩地来仰望祂，来

知道祂是那位大能的勇士和征服者！ 祂已经把那隔断的墙，就是隔

开我们跟神的墙拆毁了。 (参弗 2:14) 

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有什么能够把我们的罪洗净呢？ ---唯有基督的宝血！ 祂的血

在十字架上一直地流出来。 愿我们真是降服俯伏在祂的面前，知道、

认识到我们需要更多更深地被祂来洁净。 祂渴望找到一个新妇，我

们的骄傲，我们的自私，我们那些不属神的那些情欲里面被救出来。 

有首诗歌讲到说：“从以马内利那里，在那里有一个泉源，是从以

马内利那里流出来，罪人一投入这个源泉，立时得着洁净。 ”哈利

路亚！ 

我们需要像主清楚地看见我们一样，来看见我们自己。 当我们

看到我们的王，我们也会更深地了解到我们多么地需要祂。 哈利路

亚！ 当我去锡安城的信心家庭学习的时候，有人教导我这样祷告。 

当我把我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的时候，第一个祷告---神教导我的就是：

“主啊，愿祢让我看见我自己，好像祢那样子看见我一样。 不是人

家怎么样看我，也不是我自己想像我怎么样看见我自己。 ” 

你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没有遮掩，都是赤露敞开的，祂看见我

们心里面每一个角落。 我们的心就好像一个房屋，在那里面有不同

的房间，也许有一个橱柜是没有人知道这个橱柜里面是什么。 我们

何等需要邀请主耶稣来：“祢来打开每一个门，甚至进到我那个最

隐秘的那个橱柜里，来向我启示我里面有多么地需要被祢洁净。 ” 

在那段时间每一天祂都打开我的眼睛，让我更多地看见我多么

需要这位救主的洁净，好像来洁净我们，从我们的灵魂身体一切的

污秽里面洗净出来。 

你知道圣灵来会叫我们自己责备自己。 （参约 16:8 下）把我

们从那个原来是很自负、很自大的人里面救出来，让我们有祂的谦

卑。 在祂同在的光里面，我会更多地意识到我们需要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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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晚上，他有这样子的启示。 

你知道彼得曾经夸口说：“我总不会来否认祢。 ”（参太 26:33）

主耶稣好像在那里告诉他：“你等着看，彼得，你三次，你会有三

次要不认我。 ”（参太 26:34）彼得那时候，他拒绝来接受主耶稣

这样子的说法。 （参太 26:35）可是当那个晚上，当彼得三次否认

主，当那个鸡叫的时候，主耶稣用祂那个眼睛看着彼得。 （参路

22:61）那样的眼神是一个爱的眼神，也是一个这么圣洁的一把刀一

样刺穿彼得的心，彼得就出去痛哭。 （参路 22:62）从那时候开始，

彼得的心就开始有个大的转变。  

你知道我们需要一些勇气，我们可以来请求主来向我们启示我

们的自己，来洁净我们。 有很多的人他们宁可躲避圣洁的光。 即

便他们同时很忙碌地为主做工一样，但是同时他们却不喜欢、不想，

主耶稣的光照亮他们里面每一个角落！ 我知道当我有时候就这样地

俯伏在耶稣脚前，在那里这样哭泣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需要神每一天的鉴察 

你知道我们的天然人很喜欢满足于我们所作的成就，我们所作

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每一天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要向衪

恳求说：“主啊，求你鉴察我、试验我，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

有！ ”（参诗 139:23、24）来看一看有哪一些试探在那里一直要

引诱着我！ 虽然我们的肉体不喜欢这样子，這是很困难，可是我告

诉大家：这是值得你这样去追求的！  

你知道主耶稣在那里等着我们，祂是张开了膀臂来等着我们到

祂那里，好叫衪可以用衪自己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祂使我们能够在

祂的圣洁上有份，能够来领受祂的圣洁。 圣洁就是祂自己！ 

我们不会得着更多的圣洁在主耶稣基督以外，我是说在祂的圣

洁以外！ 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这么努力地在遵守律法，他

们看他们自己是何等地高高在上！ 可是他们错过了神的儿子！ 他

们错过了主耶稣！ 他们没有认出主耶稣是那一位！ 即使保罗当初

也是这样，直到当他看见了主！ 

 

何等样的改变！ 这是一个看见，他一看见主耶稣就愛上祂！ 

保罗马上就俯伏在主面前，他也会向主说：“主啊，祢要我做什

么？ ”，这是他终极一生一直向主的求问：“主啊，祢要我做什么？ 

主啊，祢要我做什么？ ”他把他自己完全地交托在这位神，即便他

一开始还不认识这位神。 你记得他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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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是谁”？ （参徒 9:5 上）主耶稣回答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

耶稣”。 （参徒 9:5 下）这就是圣灵带着祂那个鉴察的光，穿透我

们心的时候就会发生的事。 我们就会察觉到，在我们里面有哪些地

方，需要祂的血来洁净我们。  

 

你知道仇敌在我们身上的诡计就是，让我们以为我们不需要更

深地被洁净，其它的人才需要。 好像大卫王曾经也以为，他还不错

呢。 你知道他杀败了歌利亚；他在那里也忍受了扫罗王对他一切的

迫害。 大卫怎么样子胜过他一切的仇敌，好像周围的事对他都是很

顺利地在进行。 可是当试探来的时候，当他还没有意想到的时候，

当他的军队出去打仗的时候他留在城里，他好像觉得：很容易的一

件事。 

 

就是当他在那边松懈的时候，他落入了罪的网罗！ 神说：“你

是我眼中的瞳人。 ”（参诗 17:18）可是，大卫因着他眼目的情欲，

他落到罪的辖制里面，他写了《诗篇》五十一篇，在那里写出他的

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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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用牛膝草沾在

血里面，也用牛膝草的血来抹在坛上。 所以大卫在这里哀求主说：

“求祢，求祢用牛膝草来洁净我，”意思就是说“求祢用血来洁净

我，”10 节说：“神啊，求祢为我造清洁的心“。 （参诗 51:10

上） 

 

我记得，当我在那里曾经作这样的祷告：主啊，求祢为我造清

洁的心，祢来洗净我、洁净我！ 我在读到《诗篇》五十一篇我很得

激励，因为这里他说：‘求祢为我创造清洁的心！ ’圣灵在那里好

像很清楚地启示我：当神从无有，祂创造了世界；祂也可以接过我

的心，用祂的大能再创造一颗清洁的心！！！ 对神来讲没有难成的

事。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来呼求祂：主，祢来洁净我，祢来洗涤我，

祂来为我造清洁的心！ 大家特别是服侍主的人，男生女生都好，我

们何等的需要主更深的来洁净我们！ 免得我们落入网罗里。 

我们不会在主耶稣以外的人身上，得着更多的圣洁 

你知道我们在报纸上或是在一些新闻里面，有时候也听说有一

些神的仆人他们怎么落到罪里面。 这个世界很喜欢来说这样的事情，

那些人怎么样落到肉体的情欲里。 仇敌知道一个神的仆人这样犯罪

的时候，会怎么样来破坏神的工作。 特别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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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敌想尽办法要来击败神的仆人，好叫神的计划被中断。 肉体的情

欲在现今的世代是何等的猖狂！ 

我记得在许多年以前我听到一篇信息，给这信息的人是罗炳森

师母的一个学生。 在末后的世代里面，仇敌魔鬼会差派一大羣情欲

性欲的那些恶魔，牠要将这些恶魔从地狱里面释放出来，要来摧毁

这个世界，更是来摧毁教会。 恶魔要来欺骗神的仆人，神的百姓进

入不圣洁里。 魔鬼使用一些人，讓我们里面得着一些满足，我们就

不知不觉地落在與情欲合作的状态里。  

我们做神的仆人，做领袖的或是做牧师的，我们不可以容许我

们的情感跟任何的人，外面的人結他合在一起，甚至我们有一个欲

望想要把许多的人引到我们自己的面前，讓他们成为我的门徒。 神

要我们里面充满主耶稣，好叫我们的渴望，是讓我们所服侍的人，

使他们都能够荣耀主耶稣，单单荣耀主耶稣 。  

我们的老我，总是会找机会要来满足我们的自己。 神常常会出

手来打破，在祂的爱里面来打破我们这样子的倾向，祂如此作是为

了重新把我们领回到祂的面前，而且是完全的归给祂。 当我们要别

人来跟随我们自己，来做我们特别的朋友的时候，这只是对我们有

坏处，特别当我们找一些特别的人来跟随我们的时候，我们會把其

他的人排在外面。 神爱世上每一个人，祂要我们做祂仆人的，我们

也一样的爱每一个人。 我们不应该偏待任何的人，我们惟一需要重

视的，所偏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当然神会把一些好的朋友赏给我们，那些爱神，一起服侍的同

工們。 我也有一些特别亲爱的朋友，有一些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

们是那種朋友，他们會把我吸引到主耶稣面前 ；他们不是吸引我来

跟随他们。  

这是何等的美好！ 何等盼望圣灵可以那样子的充满我们!我们

可以说除了主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可以满足我们。 祂会满足我们，

祂要我们因着祂的爱，我们那样的被祂占据，然后祂差遣我们，在

这个世界上，用祂这样的爱，就如祂爱所有的人， 我们也来爱所有

的人，但祂永远在我们心里面都是独一的。  

你知道有些教会他们会有些特别的小圈圈，他们就不让其他的

一般的会众加入，这常常会造成其他人的嫉妒，好像有些会众就不

觉得他们是属于这个圈子。 我们需要特别留意，那些觉得自己被摒

除在外面的人。 也许有一些人并不是让人觉得很重要，我们需要知

道神也爱那一个灵魂。 我的先生在教会里面他就常常会刻意的去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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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没有人理会的人打招呼，这就让他们觉得他们被接受，我们也

需要更多的被圣灵来引导。  

让神掌管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 

有时候神会把一些特别祷告的同伴赏给我们，就是那些我们可

以跟他们交通，我们里面更深的想法可以一起祷告的同伴。 这都是

很好的，可是我们需要留意这件事，就是我们的伙伴关系，必须很

纯洁的在主耶稣里。 有时候甚至神也会分开我们这样的同伴，在我

的经历里面就有一个祷告的同伴，神这样作了。 他们太常常找我来

祷告，我实在是想念他们。 可是你知道吗？ 当神这样做的时候，

神就是赐给我另外两个同伴跟我一起祷告。 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

事情，就是我们容让主耶稣祂自己来带领，祂自己来决定。  

讲到洁净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常常意识到我们的心思，我们的

意念都需要被洁净；我们的话语需要被洁净。 当我们在主耶稣的同

在里面读祂的话语时，神会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哪些地

方被祂洁净。 

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祂还没有去十字架之前，祂告诉祂

的门徒，“你们因我的道已经洁净了。 ”在神的话里，在神的道里

面有能力。 我们刚刚有首诗歌讲到“在主的血里面有大能，”一样

在祂的话语里面也有大能。 以前人讲到圣经，我们用这个词“圣

经”--圣洁的经文。 这是圣洁的，因为这是神的话，当我们每天来

吃神的话语，这个道会让我们更圣洁。 每一天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

更多的被祂来修正，被祂来改变。  

我们一起翻到《以赛亚书》，我们一起来看看先知的话。 我们

翻到第六章，“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赛 6:1）这个王--乌西

雅王，在旧约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王。 他是一位很有才干的王，他

建造了很多东西，他也是很显赫的一位王。 在以赛亚还在世的日子，

这个王在那里，就在他崩的那一年，以赛亚他看见了主高高的坐在

宝座上。 （赛 6:1 下）以赛亚可能在那之前，他非常的依赖这乌西

雅王，可是神把乌西雅王带走的时候，他看见了主。  

有时候神也会把我们摆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就是有一些人，有

一些器皿我们非常的依赖他，可是神把他带走。 往往就是这样的时

候，我们需要来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我们看到祂高高的坐在

宝座上，祂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 我们要看见，那些天使在那边

呼喊：“圣哉！ 圣哉！ 圣哉！ 祂的荣光充满全地，”（参赛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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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的眼目专一在耶稣身上，会带下洁净 

这是我为你们的祷告，就是祂的的荣光可以充满全地，充满每

一个课室，充满每一个房间你们所在的地方。 当我们看见祂的荣光，

祂是想要向我们彰显祂的荣耀的，好像天使要在那里呼喊说“圣哉！ 

圣哉！ 圣哉！ ”在这边说殿都充满了烟云，（参赛 6:3）在以赛

亚这边，他没有办法说其他的话，他只能说：“祸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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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这就是当我们没有遮掩的来看见这

位王，就是祂的圣洁，没有遮掩的看见祂的时候会发生的事。 

神没有把以赛亚留在这一个没有盼望的沮丧里面，神差遣了祂

的使者，有位撒拉弗到他的面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

取下来的，这炭沾了以赛亚的口，洁净了他。 “你的罪孽便除掉，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参赛 6:6,7）这是何等的美好，然后主就

说：“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就说:“我在

这里，请差遣我。 ”（参赛 6:8） 

我们可以更多的看见主，让我们真实的看见异象，带下一个新

的洁净。 我们专注在主耶稣身上，當我们的眼目这样的专一，我们

的全身就会光明，我们会从生活中，许多的罪里面被洁净出来。 这

是一个很美好的时候，就是當祂的荣光，被活化出来。 我们要向祂

呼求，求祂带着圣灵的火来临到我们、摸着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完

全被祂的血洁净，使我们可以带着圣灵的能力，被差遣出去。  

我们如果读《以赛亚书》读到后来，我们看到以赛亚在五十三

章，把一个很美好的、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为我们描写出来。 我们

马上就要庆祝复活节，这是一段很合适的经文，在耶稣来到世上的

几百年之前，神把这个启示赐给以赛亚。 有些人把《以赛亚书》稱

為第五本福音书。 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激励的一段话语。 《以

赛亚书》一开始是从一个异象，一个看见开始。 当我们看见祂真实

的面貌，他看见以后，他等着那个火焰，火炭来洁净他、临到他。  

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17，18 节，那是我最喜欢的经

文之一。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 我们

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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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就是我们被改变的路。 我们怎么样被改变呢？ 就是我们敞

着脸看见祂。 有一首诗歌说：“自从我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这世

界上其他的事情，都好像消退了一样；”当我这样子看着那位被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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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耶稣的时候，其他的事情都好像消退了, 当我继续地看着祂我的

心就这样子被装满。 我们需要在生活里，追求这样的实际。  

主耶稣啊，让我们这样可以敞着脸来看祢,我们渴望来看见祢！ 

我们来注视祢的荣光！ 我们相信祢！ 来到每一颗心里！ 

你知道，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们更容易来到主的同在里面，

就是来赞美祂！ 我们的眼光从其他的事情都收回来，来注视着祂，

让祂坐在我们心里面的宝座上。 我们花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在这

里，将我们的爱，将我们的敬拜堆集在祂脚前好吗？ 

离开祢，我们永远都不会得着洁净 

主啊，把祢的手按在每一个人身上！ 没有间隔，祢就这样子站

立在每一个房间里。 主耶稣啊，我们愿意看见祢高高地被举起！ 

我们渴望来尊崇祢！ 祢是那位大能的勇士！ 祢来要除灭魔鬼的作

为！ 祢来保守我们远离罪恶！ 将祢圣洁的灵赏给我们，把我们从

肉体的工作里面救拔出来！ 

主啊，让我们意识到，察觉到祢的圣灵，用祢伟大的方法。 主

啊，我们需要祢来帮助我们，更多地降服与祢。 主啊，在我们心里

面还有什么地方，拦阻了祢的丰满的临到？ 祢知道我们自己生不出

圣洁来，我们如果离开祢，我们永远都不会得着洁净，所以我们求

祢更多地来到我们里面。 浇灌下祢的圣灵！ 祢的圣灵是那圣洁的

灵！ 當我们领受祢的圣灵，我们就更多在祢的圣洁上有份！ 向我

们显明我们多么地需要祢！  

求祢打开瞎的眼睛，打开我们的眼睛！ 不管我们已经跟随祢有

多少年，今天我们就向祢说：主啊，我们要更多被祢洁净！ 把我们

从我们的自己、老我的生命里面救拔出来！ 用祢那宝贵的宝血来洁

净我们！ 我们是何等的需要来依靠祢，特别在这末后的日子里面。 

祢从坟墓里带着全然的得胜出来，在这复活里面，祢把我们带回到

与父的交通里面，祢这样成就了。  

祢应许我们，祢要将祢的灵赐给我们；祢要来洁净我们的灵魂；

洁净祢的器皿,当我们在祢面前等候的时候，我们求祢，差遣祢的使

者，将那烧着的碳火来沾我们的口，将一切不像祢的地方都把它烧

去！  

主这样说：会有一个时间，我要呼召你们兴起，你们要起来做

我的新妇。 我要用我的血完完全全地洁净你，我要把油赐给你，让

你的灯里面有油，就是那圣灵的油，能够保守你不进入谬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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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我要會把你没有瑕疵的， 呈现在宝座面前。 你要相信，我

可以做这样子的大事在你身上。 现在你就要相信，我就涌出我的血

来接近你们每一位。 我正在洁净，我要充满你们，用我自己。 我

要从你来活出我的生命。 当你常常来注视我的时候，我就会保守你

不中仇敌的诡计。 你常来到我的同在里，坐在我的脚前与我相交，

我会使那个改变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我会与你同住。 这只是预备

我的再来，我渴望制作你，成为我特别的新妇。  

新妇不看她的衣裳，只看所爱的新郎。 在婚礼中，新娘走出来

的时候，不管周围有多少的人在看她，她的眼睛只是看着她的新郎，

她要与她的所爱的连结。 所以“二人会成为一体。 ”（参弗 5:31

下,32） 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 记得主耶稣，祂说：“被招的人多，

可是选上的人少(参太 20：16 下)。 ”愿意我们会成为那一个会回

应祂呼召的人。 我们会说：我愿意花时间与祢在一起；我会愿意来

注视祢的脸；敞着脸来注视祢就被改变，荣上加荣。 （参林后

3:18） 

定睛在主耶稣身上 

我想跟大家读一段，这是主说的：如果我们更多的看主耶稣；

更少的来看我们的周围、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自己、

我们所受的试探、试炼、我们的失败、这个世界上的试探，我们看

这些其它的事情更少，我们更多的看祂， 我们就会更多的返映祂的

形象，越多、越多、越多。 我们里面的刚硬、我们的不纯洁、我们

的脾气、我们的自私，这些东西都会慢慢的消退的。 取而代之的是

那个纯洁、是那个温和、是那个温柔。 这是神把我们从一个荣耀带

进另外一个荣耀的过程。 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嘱咐我们，要进房间

里关上门来祷告；（参太 6:6）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安静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来听祂的话，

进到祂的同在里面。 如果我们更多来听祂的声音；更多停留在对祂

的注视、祂的异象里，更少的远离祂，我们会更容易的来充满在祂

的同在里。 

找机会在你生活里面，即便是几分钟，来注视祂、来等候在祂

脚前。 不一定作有声的祷告，就是很单纯的，好像把祢的心转向祂、

注视祂。  

你知道，当我们这样子找机会，主动的找机会来注视祂、来等

候祂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会更渴慕祂，会生出更多的渴慕。 就好

像一个谈恋爱的人，你跟你所爱的，有时候两个人溜出去，就是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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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都好，祂会更多的来跟我们在一起。 有时候我们这样做，我们

宁可来等候祂，而不去好像那些聊天，吃一些东西或者做一些其他

琐碎的事。 

在我们忙碌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这样子，找时间来等候祂，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心在这事上极其的安息，这是来享受主耶稣。 

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祂，把自己完全交给祂手中后，就是来认识主

耶稣，就是继续的来注视主耶稣，我们更多的寻求祂，寻求我们与

祂关系的长进， 我们更多的让祂进到我们里面。  

當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那个洁净的能力，即使我们还不知道的

时候，改变的过程就一直的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会被光照，察覺

我们需要衪，也会看见祂洁净我们。 记得主耶稣的作法，祂的方法

是，祂呼召我们到衪面前来注视衪，在衪的同在里，我们这样的来

注视衪。 我们就改变成为主的形状。  

那复活的早晨，主耶稣怎么样子向门徒显现，你记得有那些妇

女抓住了耶稣的脚，她不让祂走，她们不愿意让耶稣走，（参太 28：

9）这也是我们该有的心态，我们要抓住主不让祂走。 

祷告 

我最后给大家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 今天是我和我先生的結

婚紀念日，神赏给我一个恩典，把 Jim 赐给我，他爱耶稣，他跟我

说：“我爱耶稣,比爱你更多。 ”当我们專注绝对的来爱主耶稣的

时候，祂会讓我們有能力愛全部的人。  

主耶稣，我们邀请祢来充满我们！ 我们谢谢祢，因为祢是那位

复活的救主！ 祢是那位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祢是圣洁的。 我

们相信，祢就要把祢的圣洁吹进到我们的心里，就是那基督的灵。 

愿祢更多的拥有我们。 

我们渴望能够与祢面对面，让我们更多地降服于祢。 当祢向我

们启示，哪一些事物拦阻我们親近祢，我们心是感激的！ 祢将这些

显明给我们，不需要让我们活在忧愁里，祢乃是盼望我们能够从这

些事中被释放出来。 我们渴望得着自由，因为神的儿子就是要叫我

们得真自由。  

我们为着祢呼召我们做新妇，来感谢祢。 主啊，让我们没有玷

污，没有皱纹。 终日从早到晚都用祢的血，不断的来洁净我们，好

叫我们的衣裳总是洁白的，我们的头上也不缺少膏油。 用祢的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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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浇灌我们！ 帮助我们记得，祢的圣灵，是圣洁的；祢的心意就是

要我们在祢的圣洁上有份。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