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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周五班：有份于耶稣的性情-谦卑  
 

禱告:  哈利路亚！当我们在祢的同在中，我们的心就有喜乐。
我们在这里聆听祢对我们的心说话，让祢的爱来充满我们的心。奉

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耶稣，我们全心全意地爱祢，祢是我们的新郎，我们要预备好

来迎接祢。我们全心地爱祢，我们欢迎祢来到我们中间。哈利路亚！ 

向主歌唱  

我感觉主要我们向祂歌唱，如果你知道怎么唱这首歌，你可以

跟我一起唱。不管你的音色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因为主说：我们

要向祂歌唱。唱诗《我爱祢，耶稣》。 

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 

主啊，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到祢的同在中，感谢祢的宝血，为了

我们的罪而流出来，因为祢要给我们的是全然的得胜。我们祷告，

今天早晨祢再把祢的宝血浇灌在我们身上，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

们的心洁净。主啊，我们为宝血的大能来感谢祢，因为祢买赎了我

们的救恩，因为祢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被杀的羔羊。我们要来仰望

祢，瞻仰祢。主啊，我们祷告，祢今天早晨来开我们的眼睛,，我们
要看見祢亲近祢。我知道祢现在在等待我们。因为祢应许“你们亲

近我，我就必亲近你们。”（参雅 4: 8 上）主啊，祢来教导我们如
何能够寻到祢。主耶稣，我们何等地需要祢！我们希望能够亲近祢。

主啊，我们感谢祢今天早晨的同在。我们为每一句话来向祢求恩膏！

主啊，祢也来祝福翻译的姐妹，让我们都充满圣灵，来敞开每一个

心灵,聆听祢的话语。主啊，祢来恩膏每一个课室，求祢来进入每一
个房间，向我们启示祢自己。主啊，来向我们显明祢被刺的手和脚，

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爱祢。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神是與谦卑、需要祂的人同在  

今天早晨我想跟大家读一段的经文，就是在《以赛亚书》五十

七章第 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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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说：‘我住在至高

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

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参赛 57：15） 

我们如果要知道神到底住在哪里，圣经明明地就告诉我们，祂

的名为圣者，祂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但是祂也同时与心灵痛悔、

谦卑的人同居——就是忧伤痛悔的灵，祂就是跟谦卑、需要祂的人

同在。有的时候我们感觉神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其实不是，因为祂

与谦卑的人同居。 

在《诗篇》一百三十八篇第 6 节：“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
的人，祂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 

祂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祂看顾那些低微、心灵谦卑的人，

因为祂与谦卑的人同居。但是如果我们心里有骄傲，对祂来说是可

恶的、可憎的。圣经告诉我们：祂与谦卑的人同居。耶稣祂呼召我

们来上祂的学校。你知道吗？耶稣祂自己开了一所大学，我们可以

在那里受训，而且祂邀请我们，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祂在这里

邀请我们说：“你可以到我这里来，因为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

可以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参太 11：
28- 29节） 

这是耶稣所开的那所大学。但是有一个功课祂要我们向祂学习，

祂是那位老师，我们都是祂的学生，祂说：“你们要向我学习，我

心里柔和谦卑，如果你们学会了这门功课，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

息。”让我们都来亲近主，让祂来教导我们这条蒙福的道路。这条

路就是谦卑的道路，就是这一个完全倚靠祂的蒙福的生活。 

得胜的唯一的道路 , 就是让祂在我们的心中做王  

当耶稣来到这世上，对于父,祂就是一个完全倒空的器皿。每一
天的生活里面祂都完全向父的旨意降服，祂一直顺服，一直到最后

上了十字架。但是在上十字架之前，祂已经每一天都向父的旨意降

服，不管在任何的境况里面，祂总是等待父神的旨意,并且顺服圣灵
的带领。所以，祂向所有的骄傲都得胜了。记得当魔鬼在旷野中试

探祂的时候吗？当时魔鬼要耶稣来抬高自己，但是耶稣拒绝了。祂

对那想要抬高自己的欲望得胜、战胜了。（参太 4：1- 10；路 4：1-
13）所以我们如果要得胜,唯一的道路就是让祂在我们的心中做王，
让祂活出祂那个谦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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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回到最基本的功课：就是等候神。当

我们在祂的同在中等候祂时，祂就把祂的性情赐给我们,祂就让圣灵
作工在我们的心里。 

耶稣的宝血救赎我们脱离骄傲  

我们何等地需要依靠耶稣的宝血伟大的权能。今天早晨,我们要
学習耶稣的宝血救赎我们脱离骄傲。当我们得救的时候，祂就把祂

的宝血倾倒出来，而且祂希望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行走在祂的得胜中。

祂不但救赎我们脱离因罪而带来的罪恶感，祂同时救赎我们脱离了

罪的权势。 

当天使在天上选择要抬高牠们自己时，天上当时有三分之一的

天使觉得自己很不错，牠们应该得到更多的荣耀，所以祂们就抬高

自己，祂们的骄傲把牠们从天使变成地狱的魔鬼。（参启 12：4）
当亚当和夏娃他们受到魔鬼的诱惑的时候，魔鬼就把这个骄傲的毒

气吹在他们里面，所以我们的自我就变成我们心中的偶像。比方说

我们自己抬高自己，自我取悦，还有我们的自尊心，这些都在我们

的血液里面，我们从亚当夏娃承传下来，它其实就在我们的基因里

面。而我们何等地需要耶稣宝贵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来脱离各样的

罪。 

罪到底是什么组成的呢？罪恶其实就是「自我的抬高」，还有

骄傲所组成的。这就是为什么天使堕落了，这也是为什么亚当和夏

娃堕落了。因为他们想要跟神一样，他们抬高了自己，就造成今天

世上许许多多的苦難。但是神对我们的救拔，就是祂的儿子来赦免

我们，使我们得自由。祂要带领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并且赐给我

们祂儿子谦卑的生命。 

如果我们真实的能够看见我们的光景，像神看我们一样，我们

就会感到十分的绝望。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的‘己’有这么大

的力量，他要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我们的‘己’想要被抬高超过

一切之上。当约伯看见了主的时候，对他来说是多么的煎熬，他说：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

炉灰中懊悔。”（伯 42: 5）照着人的标准来说，约伯他是一个义人；
但是当他遇见主的时候，他感到自己是多么的邪恶,而且充满罪恶。
就像早先我们的学习，我们希望能够看见自己像耶稣看我们一样。

在圣经中,每一次当神向人显现的时候，他们都伏在地上，就像彼得
说：“主啊！你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参路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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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羔羊 ,  顺服父神的旨意安安静静地受苦  

我们需要来看见神，需要来看见神的羔羊，就是创世以前被杀

的羔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都一直可以看见神羔羊

的这幅图画。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的人，神是如何使他们降服和谦卑

下来，我们曾经读过许多的例子。今天我们想要来特别的来看，就

是神的羔羊，因为耶稣自己说：“你们来学我的样式。”所以我们

来看祂，这位被杀的羔羊，这位纯洁的、神的羔羊。 

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看见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顺服神

的命令，就来献上他的儿子，以撒就对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说：“但

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就说：“神必自己预备羊羔。”

而神真的就预备了，他们就不需要献上以撒，因为在树丛中，他们

看见了一只羊羔。（参创 22：1- 13） 

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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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8: 32）哈利路亚！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把祂赐给我们。当
施冼约翰认出了神的儿子的时候，他就呼喊着说：“看哪，神的羔

羊，”（参约 1: 29）他可以认出来耶稣就是神的羔羊，到底谁告诉
了他耶稣是羔羊呢？因为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羊羔是一个动物，

他们都要把羊羔献在祭坛上，为了要赎罪。但是施冼约翰却称呼神

的儿子为羔羊。施洗约翰他在母亲的腹中时就被圣灵充满，所以他

能够看出来，并且说：“这就是神的羔羊，祂是为了除去世人罪孽

的。”（参约 1: 29）这是不是一个很奇妙的启示？ 

在施洗约翰之前七百年，以赛亚也讲到神的羔羊。这是在耶稣

出生 700 年之前，以赛亚写下了《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三章，有关
耶稣上十字架：“祂为我们的罪孽受害，因着祂的鞭伤我们得医

治。”（参赛 53: 5）所有有关耶稣上十字架的事，以赛亚早就预言
了。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

的罪孽都归在祂身上。祂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祂像羊

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祂也是这样不开口，”

（参赛 53: 6- 7）在这里我们看见，这羔羊祂要被牵到宰杀之处。我
们都知道,这是耶稣的故事。 

当耶稣站在彼拉多面前的时候，祂也不开口。当动物被宰杀的

时候，通常都会叫，但是羊羔却是安静的，它安安静静地受苦。当

耶稣被诬告和被审问的时，祂也是这样不开口。如果我们也跟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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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羔羊，有的时候祂也是希望我们不开口。有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

想要为自己辩护，想要为自己辩护，但是耶稣就像那只羊羔，祂不

开口。因为神祂会来为我们辩护，所以他希望我们跟祂一样不开口。

有的时候祂藉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不要说什么。”耶稣

就是这样在地上活了祂整个 33 年半的时间，因为祂顺服父神的旨意
一直受苦，使我们可以得自由,因为祂希望把我们从撒旦而来的骄
傲的势力里释放出来，使我们得释放。 

新妇与羔羊的谦卑有份  

在《启示录》十二章 11 节，这里说：“弟兄胜过它,就是胜过撒旦，
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参启 12: 11）因为祂的宝血
是没有带着任何骄傲的，祂希望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浸透在祂的宝血

的泉源里，我们就能够得洁净，跟我们的新郎联合。因为新妇她是

跟随着羔羊。无论羔羊往哪里去，她就是被称为羔羊的新妇，她不

是称为自己﹑自我的新妇，而是羔羊的新妇。这新妇她有跟羔羊一

样的性情——就是柔和谦卑，因为她与祂的谦卑有份，因为新郎祂

完全地在祂的新妇的心里掌权。 

当新妇完全的降服时，祂就可以在她的心中掌权和带领，就像

耶稣如何让祂的父来带领祂一样，耶稣就是这样来让父来引导祂，

带领祂，而且祂完全地顺服天父。当我们来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

看见祂是完全地顺服。就是因为在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的不顺服，

把罪带到世界上来。但是耶稣来了，祂要完全顺服父的旨意。我们

能够跟随祂是何等的美好奇妙！让我们能够在顺服中跟随祂。 

有人说骄傲一共有 4 种，那就是：面子中的骄傲，种族上的骄
傲，地位上的骄傲，恩典中的骄傲。 

面子上的骄傲  

我们许多的人想要用各样的方式来使我们更好看，也就是说使

我们的面子更好看。尤其是女士们姐妹们，我们都喜欢让自己更好

看。 

种族上的骄傲  

有些人他们就选择跟他们自己的种族,或是他们同一国家的人来
往。当我跟周牧师、师母一起到亚洲的时候，我发现中国人当中也

有很多不同的，有些中国人是从台湾来的，有些中国人是从马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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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来的；就是在中国，也有南方人北方人。很容易的，我们就只跟

来自于自己同乡的人来往。在美国也会一样，我们有时候甚至于唱

歌：我以我是美国人来自傲。但是这不是耶稣的态度，因为耶稣来

是要拯救全世界。祂来到祂自己犹太人的当中，但是他们却不接纳

祂，但是约翰却说：“那些接纳祂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

女。”（参约 1：12） 

得救重生的基督徒，是属于一个完全新的族类，是属于耶稣基

督的族类。我记得有一次周牧师在一个地方讲道，他说：“我们必

须要从彼此、对方的身上看见耶稣。”因为我们都是属于耶稣基督

的一个新造的族类，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可以彼此有交通。就像

我是一个美国人，但我却跟许多的中国的弟兄姐妹有美好的交通；

最好的朋友是中国人，因为我们都爱上同一位主耶稣。 

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但是神的爱使我们合一。

我们必须被神的爱充满，就可以跟任何一个被宝血所洁净的儿女有

交通。或许他们的习惯，他们的语言跟我们的不一样。当我们被神

的爱来充满，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彼此交通,是何等美好。如果你呼
召做宣教士，你就必须要跟那些来自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人在一

起。可是在世界上，人都是喜欢要跟他们自己相同的人在一起，这

是因为我们有从种族来的骄傲。 

地位上的骄傲  

还有从地位来的骄傲。我们在今世的地位，或许神给我们在地

上有一个权柄的地位，必须常常提醒，而且记得：我们所有的都是

领受的。我们必须都常常像一个倒空的器皿，叫神可以来充满我们，

来使用我们。如果我们有地位的话，这地位让我们有责任要来服侍

别人。我们最高的呼召就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记得耶稣

怎样拿起了水盆来洗门徒的脚？祂说：“我在你们当中好像服侍人

的。”(參路 22: 27)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呼召，让我们在基督徒中间
是服侍人的。 

恩典中的骄傲  

第四种的骄傲就是：在恩典中的骄傲。或许我们不会对我们的

外表很感到骄傲，或许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种族而骄傲，或许我们

不觉得我们有某种的能力或是地位我们可以引以为傲的，但是在这

里却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骄傲的力量就是：因着恩典来的骄傲。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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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骄傲很不容易辨别出来，因为它常常都隐藏在一个虚假的谦卑

里面,而且在心里不容易察觉,就是我们感觉到我们比别人好。 

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感觉我们可能比别人知道的多一点，而且

我们会感觉到当被别人尊重或是被别人称赞的时候，就引以为傲。

但是这样的骄傲却阻挡我们，使我们没有办法成为耶稣希望我们成

为的耶稣希望我们成为的，因为祂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在。 

讓耶穌的光显出我们深处的骄傲  

耶稣希望从我们活出祂的生命，祂希望成为我们的谦卑。但是

我们必须先承认我们的心中充满了骄傲，圣灵祂希望把事实和真理

启示在我们的心里，仇敌却常常要我们被欺蒙，牠的工作就是要来

欺骗我们，但是圣灵要来光照我们的心。让祂的光进来照着我们的

心，那光可以显出我们深处的骄傲。 

神就是一点一点的启示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可以承担的，但是

祂要我们知道祂有能力可以释放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从亚当来的，

有亚当的骄傲在我们的里面，它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

血液里面。但是当我们重生的时候，那是一个完全新的生命，因为

我们从圣灵而生，我们在祂的宝血里面被洁净了，而祂的血液里面

充满了谦卑。 

我们需要被祂的宝血来遮盖，向祂求让祂的宝血来洁净我们。

让我们来快跑地向耶稣，来向祂求:“主啊，洗净我！洗净我！让祢
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我相信如果我们不让耶稣的谦卑住在我们里

面，我们自己是没有谦卑的，祂必须来到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生活。

当我们每一天向祂降服的时候，祂就每一天活在我们的心中。哦，

哈利路亚！ 

属灵的骄傲  

我们必须要小心,有一种所谓的‘属灵的骄傲’，让我们感觉我
们比别人更高。有的时候当我跟一些牧者，或是教师们谈话，有一

些教会的领袖们，而且我也是在这里讲我自己,我们不应该企盼有特
殊的待遇，或是特殊的认可。在美国有一些的牧师，我们叫他是主

任牧师。他们在教会里面，都有自己的停车位置；当他们进来的时

候，每一个人都站起来欢迎他们；或是当他们去参加葬礼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座位。有的时候,这是对的，我们必须要表达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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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尊重。但是如果我们接受到这样特殊的待遇，必须要记得：其实

不是我们，而是主耶稣被尊重。要记得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耶稣连

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参太 8: 20）祂把自己倒空，完全没有任何的
尊容。 

所以当我们这些神的仆人，我们要小心不要让神藉着我们的工

作,而使我们来接受这尊容。要记得我们靠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只
有神的圣灵能够把人吸引到祂那里。我们在上这一堂课的时候，我

们的祷告就是让圣灵来吸引每一位到祂自己那里。我们要祷告让祂

为我们披上祂的谦卑，让我们能够从骄傲里面释放出来，让我们不

轻看他人。一旦我们真实的看见自己的光景，像耶稣看我们一样，

我们就不可能再轻看他人。 

圣灵祂有时让试炼临到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光景和我们的

需要，就像保罗他说：藉着这启示，因着祂的启示，神不要让他自

高，这样神就给他身上有一根刺——这就是撒旦的差役，他曾经向

神求三次挪去这根刺。为什么神允许这根刺临到他？免得他因着启

示而自高自大。我们在圣经里读到保罗他曾经受了许多的苦，被鞭

打而且被下监，而且曾经被石头打得几乎要死，他受了许许多多的

苦。因为神要他能够像耶稣的馨香，所以他能够说：“ 我与基督同
钉十字架。” （参加 2- 20 上）所以他能够说：“ 如今活着的不再是
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参加 2: 20）因为他想要成为耶稣
羔羊的馨香。 

在谦卑的道路，我们可以遇见祂  

当耶稣祂洗门徒的脚的时候，祂并没有接受人来的称赞和肯定，

祂把人所有的注意力都转到祂天父那里，祂说：“我所做的其实是

父的工；我所说的话都是父的话。”祂想要教导门徒：一切的事都

是从父来的。然后祂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要学我的榜样，顺

服天父。”所以我们也要同样行，要跟随羔羊，无论祂往那里去，

每一天祂会带我们上加略山。 

祂跟祂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他们就必须要舍己，背

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什么是十字架呢？就是父神的旨意。这

就是一个十字架的记号，我戴在身上。其实这就是一个直线，就好

像这是我的道路，但是神却把它切断了。祂来把它切断了，把我们

的意思和道路切断了，所以神的旨意跟我们的旨意交叉，把祂的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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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跟我们的旨意交叉，从此祂来带领我们的道路。耶稣上了十字架，

所以祂会带领我们走向谦卑的道路，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遇见祂。 

耶稣祂在上加略山之前，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背十字架了，祂

的一生都跟随了天父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刚好跟人的性情、天性

是交叉的，但是耶稣每一天都选择来顺服父神的旨意，祂并没有花

太多的功夫要想来取悦别人，因为祂最大的心愿就是来讨祂天父的

喜悦，祂说：“我做一切事都是为了讨天父的喜悦。”所以能够带

给神最大的喜悦就是谦卑。 

今天耶稣在天上是谦卑的，并且祂还把祂的谦卑带到世上，把

祂全备的救恩、谦卑带到我们心里，祂要求我们的就是要舍己，舍

掉我们自己。有很多的时候，人说我知道我要什么！但是如果我们

能够向神的旨意来降伏，我们就可以找到最大的安息和喜乐，就像

耶稣说：“你们要来学我的样式。”因为我们是何等的背重担，何

等的劳苦，但是祂说：“我会使你得安息。”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因为温柔的人，他们

不求自己的益处，他们在凡事上都依靠神，在凡事上依靠神。哈利

路亚！当我们服侍祂的时候，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泉源一

切来源于祂。 

祂已经战胜了一切的骄傲  

       我的牧师曾经教导我们，谦卑能够把我们生命里面的一切压
力挪去。我们就不会被野心来驱使；也不会为讨人的喜悦而忙碌；

或是被我们一个野心——想要成为伟大的人而驱使。就像在圣经里

说：你们要为自己求大的事吗？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答案说：“不

要求那些事，我们要寻求的是能够带给我们喜乐平安的事,就是完全
地降伏。神祂希望先来征服我们，然后差遣我们出去作得胜者，我

们愿意来到祂的面前降伏於祂吗？ 

保罗在写给腓立比的人第二章，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

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人不要

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祂

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

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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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 2: 3- 8）因着祂谦卑，祂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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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骄傲。“所以神将祂升为至高，又赐祂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

一切因着耶稣的名都屈膝。”（参腓 2: 9- 10） 

何等奇妙的救主，为著我们祂已得胜，所以我们要跟随羔羊，

无论祂往那里去，一天又一天祂会带领我们到加略山。我们必须背

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祂。祂希望我们下到谦卑的谷里，因为祂就

住在那里。有的时候，我们感觉神离我们很遥远。或许祂现在，正

在这个谷里在等待你下来。哦，何等的美好，如果我们可以找到祂。

祂在等候祂的新妇。这新妇的名字叫作‘羔羊的新妇’，因为她有

羔羊的性情。 

耶稣是被殺的羔羊——被罪而杀的，而且祂有著羔羊的性情。

羔羊的特征就是温柔，而祂告诉我们：“我心里柔和谦卑。”祂完

全地依靠天父，来完成祂的旨意。祂没有自己的意愿，祂只是单单

地跟随天父的旨意。如果我们是祂的门徒，祂也呼召我们来跟随,祂
就应许，祂要使我们心里得安息。当约翰在异像中看见了耶稣在天

上,当时，他被下放到拔摩海岛上。但是，他却看见了神儿子的启示。
他看见，整个天上都在敬拜祂。他说：“祢配得一切的颂赞，祢就

是那位，为我们被杀的羔羊。”而这羔羊坐在天父的右边，因为祂

已经战胜了一切的骄傲。而且祂现在在那里等待，藉着我们，再一

次地战胜骄傲。 

所以，我们何等的需要每一天向祂祷告：“主啊！让我下来，

让我下来。让我下来，来到祢的脚前。”在我们生命中，带来何等

大的改变。“主啊！我必须要下来！改变我，释放我，让我得自

由。”我们何等地需要宝血的全能，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而且，

羔羊的血得胜,所以，我们可以也跟那些得胜者一样，可以看别人比
自己强；我们说话的时候，会注意；而且我们把自己，从心中的宝

座中挪掉。我们就可以向耶稣说：“主耶稣，祢在我心中坐王，祢

在我心中坐王！让我成为祢顺服的门徒、顺服的仆人！为着祢的荣

耀，我要成为祢的新妇——是羔羊的新妇；我要跟羔羊一样，有温

柔和谦卑。新妇是完全地与新郎联合，现在祂就要把我们跟祂联合，

使我们可以与祂的性情有份。我们在羔羊的宝血中被洗净，骄傲在

我们心中不再有地位。就像保罗说：“让祢的生命在我里面活。” 

禱告 :改变我，释放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的羔羊！哈
利路亚！神的羔羊！耶稣我们来敬拜祢！主耶稣感谢祢！祢赐下宝

血来洗净我们。谢谢祢邀请我们来到祢的脚前。因为祢要释放我们，

因为祢希望祢的谦卑可以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主耶稣我们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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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把我们的骄傲放下。主啊！我们现在祷告，让祢把我们心中自

我的偶像打破。把他从我们心中的宝座上拿下来。我们要向祢说：

“主耶稣，祢来我们的心中作王！祢来我们的心中完成祢的旨意！

我们要跟随祢，我希望能够讨祢的喜悦，我希望与新郎联合。我们

可以合而为一。主耶稣，我们求祢现在这个时刻就来到每一个学员

的心里，来到我们每一个人当中，让祢谦卑的灵充满我们。给我们

一个更强烈的心愿，让我们愿意下来。主啊，显明给我们看：祢看

见我们心中的骄傲。主啊，释放我们。主啊，我们相信祢会作祢的

工。主啊，今天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跪在祢的面前。让

我们可以练习，我们下来！让我们可以练习舍己。因为祢告诉我们，

“若有人愿意来跟随我，他必须舍己。”让我们背起父神的旨意来

跟随祢。让我们顺服，而且依靠祢的圣灵。主啊，现在祢来造访每

一颗心。祢来改变我们。主啊，祢进来，进来，来洁净这个器皿。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的羔羊那位奇妙的，背负众人罪孽的，

我们的心要跟随祢。哈利路亚！ 

求耶稣把骄傲从你的心中连根拔出  

耶稣在这里，祂在这里寻找那些因着爱祂，而愿意降服一切的

人。你愿意跟骄傲说不吗？那就求祂把骄傲从你的心中拿走。骄傲

深深的扎根在我们心灵里面，我们求祂把它连根拔出。 

“藉著圣灵的大能,祢可以把牠连根拔除。主啊，祢深深的来在
我们心里面挖掘，释放我们。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哈利路亚！奇妙的耶稣。主啊，我们爱祢，主啊！我们希望祢

能够作成祢的工。祢对我们的心中说平安。当我们在祢的同在中，

降服俯伏的时候，祢可以作成这样子的改变。让我们荣上加荣的，

被改变成为祢的形状，如同主的灵变成的。圣灵我们谢谢祢，因为

圣灵，耶稣说：圣灵祂不凭着自己做什么，祂是来为耶稣作见证。

主，我们要来高举祢，耶稣。我们希望成为那高举耶稣的人。主啊，

我们说：祢是我心中的王，我们要与祢联合成为祢的新妇，每一天

无论羔羊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祂，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祝福你们。今天花一点的时间，跪在耶

稣的面前，让祂来帮助你能够下来，来到主的脚前。因为祂与心灵

痛悔、谦卑的人同住，祂与那些忧伤痛悔的心同在，让我们都去寻

找祂，阿们！神祝福你们！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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