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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祂的圣洁有份 1-1 

2021-09-03周五	玛莎	
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今天来到祢圣洁的同在中，我们在祢的⾯前下拜。因着

祢为我们所流出的宝⾎，我们来到祢⾯前。我们请求祢，今天带领我们进⼊祢的⾄圣

所，以祢⾃⼰的宝⾎洒在我们的⾝上。主耶稣，我们爱祢，我们恋慕祢，我们想要荣

耀祢。因为祢是圣洁的。今天早晨让我们来经历祢的圣洁，我们渴望毫⽆遮掩地看见

祢！我们祷告，主⽤祢的宝⾎来洁净我们，好让我们清楚地看见祢。我们感谢祢的同

在，我们感谢祢邀请我们来享受祢的同在。惟有祢是圣洁的，没有⼈能像祢。今天早

晨我们要来靠近祢。对我们的⼼说话，开我们的⽿朵，使我们听见祢的声⾳。哈利路

亚。 

唱诗《我爱祢，耶稣》。 

哈利路亚！主，我们荣耀祢的名，祢的名是圣洁。祢的荣耀在我们的⾝上。我们

因着祢的圣洁⽽喜乐。今早我们要来领受祢的圣洁，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请胜秋姐妹给我们唱⼀⾸很宝贵的圣诗，让我们来敬拜祂。哈利路亚！ 

唱诗《圣哉圣哉圣哉》。 

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我们的主是⼀位圣洁的神。众天使围绕在祂的宝座前，

也在唱同样的歌，圣哉圣哉圣哉，主神全能者是圣洁的，祂的荣光充满全地。何等福

⽓，祂与我们同在，倾倒祂的荣耀在我们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聚集在祂⾯前。

祂在寻找那些完全降服于祂的倒空的器⽫，祂渴望以⾃⼰的荣耀来充满我们，祂渴望

把祂⾃⼰更多地倾注与我们。这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荣耀的主要把祂⾃⼰的荣

耀来充满我们。 

这个礼拜我收到⼀位朋友的信息，她说，神把祂⾃⼰的荣耀倾倒在她的⾝上，她

刚开始就是想要在祂的同在中哭泣，然后她就想要在祂的同在中⼤笑。当神向我们启

⽰祂⾃⼰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经历。哦，我们今天早上祈求祂临到我们，向我们每

⼀个⼈来显现祂⾃⼰，以祂的灵来膏抹我们，透过我们来说话，打开我们的⼼，好让

我们成为再也不⼀样的⼈。当耶稣来到，我们的⿊暗就变为光明，祂渴望把祂的荣耀

倾注在每个⼩组，不管我们住得多么远，⽆论我们所说的语⾔是什么，祂渴望给我们

圣灵新鲜的膏抹、新鲜的灵浸，以祂⾃⼰圣洁的灵施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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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翰⼀书第⼀章我们读到：“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祢们的信息。神就是

光，在他毫⽆⿊暗。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暗里⾏，就是说谎话，不⾏真理

了。我们若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耶稣的⾎也洗净我们

⼀切的罪。”（参约壹 1:5-7） 

主耶稣今天在这⾥要洗净我们⼀切的罪。圣灵是那⼀位，祂要把我们⼼中的罪显

给我们看。当我们来到祂的同在中，祂就向我们曝露⼀切祂所不喜悦的罪。是的，祂

就是世界的光，我们在圣经⾥读到，祂是住在⼈不能靠近的光⾥。（参提前 6:16）祂

是如此的圣洁，以⾄于⼈们靠近祂的第⼀反应就是仆倒在祂⾯前，⾯伏于地。像摩西、

约书亚这样的古圣先贤，还有旧约⾥的以赛亚，甚⾄亚伯拉罕（你也常常看到他⾯伏

于地），在新约⾥我们看到，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来到变像⼭上，他们也在神的

光中⾯伏于地，他们看见了那耀眼的⼤光，圣洁的⽕焰落在他们⾝上，他们看到了我

们的神就是烈⽕，祂要烧掉⼀切的渣滓，祂要吸引我们进⼊祂的光中。 

我们怎样才能靠近祂呢？我们的主耶稣预备了那条路。 

彼得前书三章 18 节：“因基督也曾⼀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

我们到神面前。按着⾁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 

耶稣来到，是为引我们到神的⾯前。⽆论⼈类怎样尝试着要成为圣洁，他们仍然

发现他们是不洁的，所以耶稣来到为我们预备了道路，好让我们能够亲近神。神命令

我们要圣洁，因为祂是圣洁的。神从来不会赐下⼀个命令⽽不给我们那遵守命令的能

⼒。但是，惟有主耶稣能以圣洁公义站在⽗的⾯前。神伟⼤的计划是要把祂圣洁的灵

赐给我们，就是那占有了主耶稣的同⼀位灵。我们圣洁的程度永远不会超过我们拥有

神祂⾃⼰的程度。耶稣来了，要引我们到神⾯前，祂为我们铺平了那条圣洁的⼤道，

是藉着祂全然顺服于⽗神的旨意。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能作到这件事，祂全然顺

服以⾄于死，且死在⼗字架上，今天祂的⾎也在为我们说话。哦，哈利路亚！祂的⾎

为我说话。（参来 12:24） 

⾮常奇妙，如果你能够记得⽤耶稣的⾎来遮盖⾃⼰，即使当你晚上上床睡觉的时

候，“哦，耶稣，⽤祢的宝⾎来遮盖我。我所说过的、作过的是否有不讨祢喜悦的事？

⼀整夜都⽤祢的宝⾎来洗净我。”祂就会这样作，因为祂应许说“祢们求，就给祢们”，

祂的旨意就是让我们在祂的眼中成为清洁的，即使我们今晚就离世，我们也知道我们

已经被祂的宝⾎遮盖了。早晨起来我们也可以对祂说：“主啊，⽤祢的宝⾎来遮盖我这

⼀天，我出我⼊、都⽤祢的宝⾎遮盖我。继续不断地洗净我，主耶稣，在祢那奇妙宝

⾎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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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未记⼗⼀章 44 节，神对以⾊列的百姓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

要使自⼰分别为圣，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使⾃⼰分别为圣”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要降服，把我们⾃⼰奉献给神。我们不再属于⾃⼰，乃是成为⼀个倒空的器⽫，

预备好了要来承接主所要给我们的⼀切。祂的愿望就是使我们成为圣洁，正如祂是圣

洁的⼀样。当我们让位给祂，把我们的⼰⽣命弃绝给祂的时候，祂就把祂⾃⼰赐给我

们，祂应许我们，我们的⼀举⼀动将有新⽣的样式。 

我们之前也学习过这些：基督徒更深⽣命的第⼀步就是作⼀个完全奉献，把我们

⾃⼰分别为圣，献给主耶稣基督，这是第⼀步。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19-20 节：“岂不

知祢们的身⼦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来，住在祢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

自⼰的⼈，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也要在你们的灵里荣耀

神。”因为他们都是属于神的。在祢们的⾝⼦上、在你们的灵⾥荣耀神，他们是属于神

的，我们是祂的产业，祂渴望拥有我们的灵魂体。⼀旦我们向祂作了这样完全的奉献，

祂就开始在我们⾥⾯⼯作，祂就开始来清洁我们，清除掉我们⾥⾯⾁体和⼰⽣命的⼯

作，祂这样作是为了使我们更多领受祂的⾃⼰，祂渴望把祂⾃⼰的性情赐给我们。 

我们在希伯来书⼗⼆章读到这句话（12:10，我是在这⾥找到我们今天课堂的主

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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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你记得你们的⽗母常常会纠正你们，好使你们学会作对的

事情。我记得我的母亲⽆数次纠正我、教导我，有的时候她必须要打屁股，因为她不

愿意我⾛错了⽅向。 

我们的天⽗更是这样了，因为祂要把我们塑造成祂⾃⼰形像，⼀旦我们向祂这样

完全地降服，祂就开始⼯作。祂愿意我们与祂⾃⼰的性情有份，祂要把祂的圣洁分享

给我们。我们认识到我们有这样极⼤的需要，被祂圣洁的灵来占有，没有别的路径能

使⼈类达成圣洁。有些⼈想要使⾃⼰看起来圣洁，在旧约中有很多成圣的规条律法，

但那些都不能改变⼈⼼，必须要有更多的⼯作。神付上了重价，祂是以祂⼉⼦耶稣基

督的死为我们被罪恶充满的天性付上了赎价，好让神使我们成为在耶稣基督⾥新造的

⼈。 

哦，哈利路亚，我们要成为基督耶稣⾥新造的⼈，旧事已过，在基督⾥⼀切都更

新了：所有我们过去习惯作的事，所有我们说过的谎⾔，我们⼼中的嫉妒、红眼，渴

望成为那最重要的⼀个⼈物——骄傲总是喜欢抬起它丑陋的头。耶稣来了，要除掉魔

鬼的作为。（参约壹 3:8）祂来了要释放我们，只有当我们把⾃⼰完全献给祂，祂才能

这样作。圣灵来了，向我们显明⾥⾯还有哪些地⽅需要更深度的洁净，祂曝露我们⾥

⾯⼀切的⿊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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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个礼拜以前，我和我先⽣有机会去纽约的营地，我们在那⾥庆祝纽约营地

建⽴ 75 周年。因为有⼈取消了他们去营地的预约，我们就有了⼀个名额得以成⾏。在

聚会中圣灵如此彰显了神的同在，带领聚会的牧者让我们在神的同在中安静，神奇妙

的⼤光充满了整个房间。当神在祂的荣耀⾥彰显祂⾃⼰的时候，祂显⽰出我们⾥⾯不

讨祂喜悦的东西。有⼀天早上，那个房间⾥⾮常得安静，我感觉好像只有我⼀个⼈和

神在那⾥。我好像听到神对我说，祂要我单单为着祂，要我更多地把⾃⼰奉献给祂，

更多地分别⾃⼰完全归于祂，我看见祂来的⽇⼦近了，祂要在我们的⼼⾥⾯⼯作好使

我们预备好。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祂在呼召⼀群百姓是从世界出来分别为圣归给祂

的。哈利路亚！ 

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16 节：“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神的

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

作我的⼦民。’” 

第 17-18 节：“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我就收纳你们。我要作你们的⽗，你们要作我的⼉⼥。’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接下来，第七章 1 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除去

身体、灵魂⼀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所以，祂赐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我们要作祂的⼉⼥，但祂要我们分别出来，单单

归给祂。这个应许是在旧约以西结书中就赐下的，“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

民。”（参结 36:28）然后利未记也应许：“我要住在他们里面，在他们中间来往。”（参

利 26：12） 

让我们来看⼀下旧约所建造的会幕，我们就看见它是预表我们灵魂的⼀幅图画。

我们有外院，就是我们外在的⽣命，就是每个⼈都能看见的、是显⽽易见的；我们还

有内院，就是我们⾥⾯的⼈；在我们⾥⾯全⼈的最深处，是神所居住的地⽅。我们已

经邀请耶稣作我们的救主，神的灵就进⼊了我们全⼈的最深处。只有⼤祭司能够⼀年

⼀次进⼊第⼆层帐幕，并且是⽤⽆瑕疵的羔⽺的⾎洒在其上。只是⼀年⼀次。然⽽耶

稣藉着祂在加略⼭上所流的宝⾎，为了我们所有的⼈开了⼀条进⼊⾄圣所的路，我们

每天都能来到⾄圣所，我们每天任何时候都能够来到⾄圣所。我们极⼤的特权就是，

每天都可以进⼊内室，在我们圣洁神的同在中等候、侍⽴。我们进⼊内室好来领受祂

的灵，我们来领受祂的圣洁，我们来领受祂的谦卑，我们也来领受祂的爱。 

当我们在⽇常⽣活中顺服主的灵的时候，我们就许可祂把我们从所有的拦阻中分

别出来——那些都是我们婚纱上的污点，任何不圣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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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常⼩⼼谨慎，我们每天在⽹络上、在电视上所看到的东西，如果我们

看那些邪恶的东西，会影响我们的灵。我们的眼睛是灵魂的窗户，很容易我们就会被

世界沾染。如果我们拿起⼀本杂志、⼀份报纸，你很难不发现⾥⾯有⼀些邪恶的东西；

有时在我们的⽹络上这些不洁的东西也会闪现，也许我们正在搜索⼀篇⽂章，突然⼀

个⼴告就出来，我们必须⽴即快速地转离开，因为它们可以成为我们婚纱上的污点。 

我们必须选择等候在神的同在中，好让祂在我们的⼼⾥⾯开始⼯作，祂会使我们

的眼⽬⼀直聚焦在耶稣的⾝上，祂会保守我们⼀直地注视耶稣。我们就被改变成为祂

的形像，荣上加荣，是藉着主的灵变成的。祂的灵是圣洁的灵，是纯洁的，是清洁的，

正如主耶稣在登⼭宝训上教导我们的“清⼼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你可能

记得我多少次说过，我喜欢把这句经⽂倒过来说：“持续注视神的⼈有福了，因为他们

的⼼就成为清洁的”。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地重要，我们要花时间单独与神同在。祂是那光，能够刺⼊我

们⾥⾯的⿊暗，祂的光照进我们⾥⾯，显明我们何等需要祂来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

洁⽩的。让祂来鉴察我们的⼼，给祂时间，祂就使我们变成像祂⾃⼰⼀样。只有当我

们花时间等候在祂⾯前，我们才能够真的认识祂，有时候就是在静默中敬拜祂，不是

说很多的话，就是来等候祂向我们启⽰祂⾃⼰。 

我们尝试很多的⽅法想要认识神，有时候我们参加特会，我们读市⾯上最新的书，

我们也努⼒着要活跃于事⼯，⽽不是花时间等候祂像我们显现祂的⾃⼰。当我们花时

间单独与祂同在，我们就会找到祂。启⽰录是约翰单独在拔摩海岛上所写出来的，想

象⼀下，如果我们更多单独花时间与祂在⼀起，祂会赐下多少启⽰给我们。有⼀⾸古

⽼的诗歌说：把世界关在门外，单独与祂同在，单独与祂同在，哦，有福的退隐，单

独与祂同在，藏⾝在祂的⾥⾯，与祂交通何等⽢甜。 

是的，祂常常在门外叩我们的⼼门，但我们却忙于其它的事情⽽不回应祂，祂并

不会把祂⾃⼰强加于我们，祂等候着我们回转向祂，与祂同去。记得在雅歌⾥⾯说，

祂在门外叩门，但是新妇不愿从她正在作的事情中转离出来，当她终于站起⾝来开门

的时候，良⼈已经⾛了。我们必须要来聆听祂叩门的声⾳，并且来回应祂，快快地开

门，就是溜出去与祂单独同在，祂说：那寻求我的，就必寻见。（参耶 29:13）是的，

有⼀个⼩组是⼀件有福的事，我们可以⼀起来寻求祂，⾮常地蒙福，我们彼此⿎励。

但有很多的时间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内室⾥单独与神同在。我们记得主耶稣在福⾳书⾥

说：“祢祷告的时候，要进⼊内室，关上门。”（参太 6:6） 

当我最初遇见我先⽣的时候，我们跟很多⼈在⼀起，⾮常有趣。但我最享受的是，

当他把我带回家只有我们两个⼈在⼀起的时光，在那样的时间⾥，我更多地认识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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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也渴望跟你这样地亲密。祂仍然在对我们说：“我的佳偶，起来，与我同去！”

（参歌 2:13）但你对祂说：“哦，我正在忙着这个事⼯。”但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更多

花时间跟祂在⼀起，事⼯⾃⼰会照顾⾃⼰的。 

今天早上我读到⼀段很奇妙的经⽂，关于约瑟。时候到了，他就要来服侍法⽼，

法⽼听说约瑟是⼀个会解梦的⼈，但约瑟说，“梦的解释不在乎我，是神能够赐给你答

案。”（参创 41:16）这对我是⾮常美好的话语，就是我给⼤家带来的教导，那不是出于

我，是神⾃⼰来服侍祢们。我的翻译和我昨晚⼀起祷告，圣灵要⾃⼰对你们说话，祂

不需要⾔语就能说话，祂把我们吸引到⽗的⾯前，祂打开我们的⼼。哈利路亚！谢谢

祢，耶稣。 

祂等候着我们来转向祂，与祂同去。我也想起，这就是周牧师怎样进⼊他的服侍

的，每⼀天上午他花时间单独与主同在，他就个⼈更亲密地认识神，对祂熟悉。我相

信这也是他后期所过的⽣活，他花时间秘密地与神独处。让我们不要忽略那隐秘的处

所，在那⾥我们能够⾯对⾯遇见我们的神。 

神常常许可试炼和试探临到我们，来炼净我们的⼼，祂促使我们看到我们何等需

要被祂来改变。当祂对我们的⼼说话时，是带着祂⾄极的爱和渴望，渴望我们的眼⽬

能瞥见祂⾃⼰，来敬拜祂。我们是为了祂⽽被造的，祂能够以祂⾃⼰完全的丰满来充

满我们，是照着我们⽣命所能领受的度量，祂赐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但我们是否愿意

完全地降服与祂？是否容让祂的灵来鉴察我们的⼼，搜出⼀切拦阻祂的东西，搜出⼀

切拦阻圣灵浇灌下来的东西？ 

哦，主耶稣，祢来鉴察我们，认识我们，试验我们，把我们从⾁体、灵魂⼀切的

污秽中洁净出来。我们渴望领受祢的圣洁，我们知道我们的⽗渴望领许多的⼉⼦、许

多的⼥⼉进荣耀。我们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有多少，才能属于祢有多少。主耶稣

祢进来，更多地来占有我们。我们祷告，今天早晨向祢打开的每⼀颗⼼，都能领受更

多的圣灵。如果在我们的⽣命中有任何拦阻祢的东西，我们祷告祢来挪去它，任何玷

污我们结婚礼服的东西，任何吸引我们从祢⾯前转离的东西，藉着祢圣灵的⼤能砍断

它，使我们与之分别，今天在我们⾥⾯作这样的⼯作，我们要成为圣洁的⼦民，我们

惟有宣告祢⾃⼰的圣洁，更多更多地占有我们。哦，哈利路亚！ 

让我们来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祂是美善。（参诗 34:8）祂呼召我们要圣洁，

因为祂是圣洁的，祂⾃⼰就是我们的圣洁。当我们靠近祂、逗留在祂的同在中，带着

渴慕注视祂的荣美，我们就返照祂圣洁的荣美，那就是我们如何能够与祂的圣洁有份，

就是坐在祂的脚前，深深爱祂，敬拜祂，恋慕祂。哦，来啊，让我们来崇拜祂，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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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预备好了成为圣洁的路，是藉着我们⾥⾯内住的基督，哦，主耶稣从我们⾥⾯活

出祢的⾃⼰，在⼀切的事上凭祢意⾏。哈利路亚！ 

唱诗《主活在我⼼》。 

圣洁会使我们跟⼀切⾁体的拦阻和⾃爱分别出来，⾃爱很容易控制我们，所以，

主耶稣说“要舍⼰”。当我们舍⼰时，我们就得到⼀种⾃由，能够提升我们更靠近主，

当我们致⼒于被祂的灵引导的时候，我们就跟我们所爱的主合⽽为⼀，我们就拒绝⾁

体和⼰⽣命⼀切的⼯作。为什么我们还在让祂等待着我们的注意⼒呢？为什么我们还

让祂⼀直等着我们完全地降服、回应祂呢？有⼀天我们也许会发现我们错失了那美好

的机会来跟祂合⽽为⼀，与世界、⾁体和⼰⽣命分离。让我们祈求祂来唤醒我们，向

祂成为圣洁的呼召苏醒过来，让我们回应祂，在祂的⾯前下拜，等候祂成全祂的应许，

藉着内住的圣灵使我们成圣。 

主耶稣，我们今天早晨在这⾥为着祢，我们向祢回应，我们向祢说：是的，主，

鉴察我，认识我，看在我⾥⾯有什么恶⾏没有！在祢的宝⾎⾥⾯洁净我，不要让我忽

略这么⼤的救恩。帮助我们使⽤这极⼤的权⼒，能够单独与祢同在，吸引我们，我们

就快跑跟随祢。哈利路亚！ 

我想要邀请其它的⽼师，如果主有感动，请你们来祷告。我们就来等候主来带领。 

赖牧师：是的，主啊，愿祢吸引我们，使我们快跑跟随祢。主啊，愿祢⽤祢那纯

全的爱，时刻吸引我们，使我们竭⼒来被祢的圣灵所引导。主啊，带我们⼀步⼀步进

⼊与祢合⽽为⼀，那真实的喜乐⾥。主啊，来吸引我们，直到我们的⾃⼰消失在祢的

光中，直到祢在我们的⼼⾥全然成为宝座。主啊，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切祢以外的

事物，都渐渐的黯淡消失不见了。哦，主耶稣啊，使我真实的被祢的爱所充满，⽽⾃

⼰欢喜乐意分别归于祢、属于祢。主啊，多么渴望这与祢全然联合的⼤喜乐。主阿，

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林牧师：主我们要感谢赞美，若我们不被祢吸引，我们⽣命⿊暗的地⽅，⽆法被

圣灵光照。主，祢应许我们寻求，祢就要被我们寻见，我们扣门，祢要为我们开门，

乃是要接纳我们跟主祢有更深的连接，好使我们的⽣命看见⾃⼰的⿊暗，看见⾃⼰的

不⾜，看见⾃⼰实在不能，不连接于主耶稣基督的⾝体上。主啊，通过今天这个信息，

这个教导，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等候主，因为当等候的时候，主祢就光照我们，当我

们给主时间更多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知道，我们被主祢得着我们了。主啊，我们谢谢

赞美，我们若不被祢占有，那⾃然⼈的⽣命就占有了我们，主啊，我们将来如何能与

祢⼀同坐王。主，我们谢谢祢，通过今天的这个课程，让我们再⼀次被提醒，让我们

再⼀次能够让⾃⼰更深的连接在基督，让我们⾃⼰也能够知道惟有渴慕、惟有跟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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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的、深深的关系，否则我们⾃⼰不能救抜⾃⼰，因为这救赎是从祢⽽来的。感谢

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郭牧师：亲爱的主耶稣，感谢祢，赞美祢，是祢⾃⼰⽤祢的宝⾎买赎了我，也是

祢⾃⼰拣选了我们。祢让我们来归于祢，得祢的圣洁的⽣命，主啊，我感谢祢，赞美

祢，我赞美祢，我谢谢祢，要把祢的圣洁赐给我们。主啊，我再⼀次的把⾃⼰献上，

完全属祢，祢可以任意在我们⾝上来作祢要作的⼯，把⼀切不属于祢的去掉，拿掉，

⽤祢圣洁的⽣命来充满我们。哦，主啊，我们要每天来到祢的⾯前更多俯伏在祢的⾯

前，完全地向祢降服。对祢说，主啊，这⼀个器⽫是属于祢的，祢⾃⼰来洁净，祢⾃

⼰来充满。当我们安静在祢⾯前，完全向祢降服，毫不反抗。主，祢⾃⼰就来作，祢

⾃⼰就来作，因为我⾃⼰没有办法作，我没有办法让⾃⼰成为圣洁，但是我们⼀降服，

我们⼀降服不反抗，不与祢相争，祢就可以来作。主耶稣，是的，我要向祢降服，在

祢所给的每⼀个环境，⽆论是我们最不喜欢最受不了的，我们都要降服，都要降服，

都要说 yes。主啊，这是祢所安排的，这是祢可以作⼯的环境，主啊，祢就来作，把我

们⼀切不属于祢的，不洁的东西都去掉，哪怕是⼀下⼦我们有⼀个不属于祢的意念，

主啊，祢都来去掉，祢都来去掉。让我们⼼⾥完全被祢充满，我的灵魂体完全被圣洁

的灵来充满。我所思、所想，我所说、所作，完全就是耶稣。哦主啊，祢来作，我渴

慕祢来作，我渴慕祢来作。主耶稣，祢现在就来作在我们⾝上。当我们对祢说 YES，

当我们向祢打开我们的⼼。主啊，祢就来作。祢就来作，这个时候祢就来光照，这个

时候祢就来洁净，这个时候祢就来充满，⽤祢圣洁的灵来充满我。主耶稣！每⼀天每

⼀天当我们来到祢⾯前，我们的膝盖降服下来，我们的⼼降服下来，我们向世界说 no，

我们对祢说 YES 的时候，主啊，祢⾃⼰就来作。祢就来作，祢每天都来作⼀点，祢每

天都来作⼀些，让我们越来越被洁净。越来越满有耶稣圣洁的灵。哦，主耶稣，感谢

祢！赞美祢！是祢许可我们这样祷告。是祢要我们作这样祷告，⽽且当我们祷告的时

候，祢就会听、祢就来作，谢谢主！主我们相信，我们相信祢的应许，我们相信，当

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祢就会来作，我们就会越来越像祢。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

名祷告！阿们。 

哈利路亚！哦，耶稣，祢是我们⼀切需要的答案。祢赐给我们命令，也给我们遵

⾏的能⼒。在每⼀个房间⾥，在每⼀个⼩组⾥，⽤祢圣洁的⼿按⼿在每⼀个⼈的头上，

⽤给祢的圣灵充满我们，这些⽇⼦我们必需要拥有祢。我们纪念那些在狱中的家⼈，

愿祢造访他们。那些为祢名受苦的⼈，按⼿在他们每⼀个⼈的⾝上，祢可以在地牢中

成为那光照出来。按⼿在我们每⼀个⼈的头上，使我们能够⾯对⾯看到祢，服侍我们

每⼀位。为着耶稣的缘故。 

祂正在更多地倾倒祂⾃⼰。领受！哈利路亚！不是藉着⾃⼰的义，乃是藉着内住

的基督。让我们带着信⼼相信，主耶稣正在⼯作，正在我们⾥⾯⼯作。即使你们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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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夜晚，祂可以整夜在睡眠中⼯作；我们这些在北美、在⽩天的，我们相信祂可以

⼀整天保持我们在祂的同在中。继续吸引我们的⼼来跟随祂，祂是我所需要的⼀切，

耶稣就是我所需要的⼀切，我们只是倒空的器⽫，被耶稣充满，单单被耶稣充满。耶

稣，我爱祢。 

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但你可以继续停留在祂的同在中。有⼀⾸诗歌，“成圣须要

⼯夫”，你可以在⽹上搜索它。需要花时间、花⼯夫领受祂的圣洁。今天花⼀些时间，

在祂的同在中，相信祂在作那奇妙的⼤改变，祂在更多地拿去你⾃⼰，也把祂⾃⼰更

多地赐给你。 

主耶稣，谢谢祢，今天跟我们在⼀起，我们宝贝祢的同在，我们爱慕祢的圣洁，

我们相信祢正在改变我们，改变我们每⼀位，预备好祢的再来，为我们披上祢⾃⼰公

义的外袍，好使我们站⽴在祢的宝座前。我们感谢祢耶稣，谢谢祢把祢⾃⼰给我们，

祢开了这条路，好使我们与⽗同在。阿们！ 

爱你们！谢谢你们跟我们在⼀起。谢谢你们的祷告，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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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祂的圣洁有份 1-2 

2021_09_04_周六班_玛莎	
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耶稣，我们爱祢！主耶稣，我们仰望祢，我们转眼来仰

望祢，我们要看见祢，我们愿意像那些希腊⼈⼀样，说：主啊，我们要来看见耶稣。

主耶稣，只要瞥见祢⼀眼就能改变我们整个的⽣命。我们认识祢是圣洁的，祢是满了

光明，祢是充满了荣耀，我们敬拜祢。开我们的⼼来承接祢这样的荣耀。哦，今天早

上来触摸每⼀个⼈，我们在等候着祢按⼿在我们⾝上，好让我们再也不⼀样了。我们

聚集在这⾥就是要来听祢，主啊，请说，仆⼈敬听！哦，荣耀归给耶稣！谢谢祢，主，

谢谢祢触摸我们，我们也要伸⼿来摸祢。我们欢迎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归

给耶稣！ 

有⼀⾸歌的歌词不断地来到我⼼⾥：“祂摸我，哦！祂摸我，何等喜乐满溢我⼼。”

当耶稣触摸我们的时候，就有⼀些奇妙的事情发⽣。哦，祂是那平安之王，祂是荣耀

之主，祂今天早上要把祂的荣耀分赐给我们。哦，赞美神！哈利路亚归给耶稣！ 

我们请胜秋姐妹来唱⼀⾸美丽的歌，当她唱诗的时候，让我们的眼⽬⼀直注视在

耶稣的⾝上，哈利路亚！ 

胜秋：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今天早上再来到主的⾯前，我们将⾃⼰交给主，

哈利路亚！哦，主啊，是的，赞美祢，赞美祢，主我们说我们需要祢，哦，在这⼀条

成圣的路上，⼀直不断地与主同⾏，让主祢成为我们的帮助。哈利路亚，赞美主，赞

美神！好，我们⼀起来唱这⾸歌。 

唱诗《成圣须⽤⼯夫》。 

哈利路亚！主啊，赞美祢，赞美祢！哈利路亚！就好像周牧师常跟我们说的，他

说：如果我们对神认真，神也对我们认真。是的，在⾛这⼀条路上，我们必须要花功

夫，我们必须要对神认真。哈利路亚！主啊，求祢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常常能够

警醒在祢的⾯前，常常与恩主这样紧紧地绑在⼀起。主，我们相信祢是我们得胜的主，

祢是帮助我们在各样事情都能够得胜的。主，我们赞美、称颂祢的名，谢谢主，谢谢

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玛莎牧师：哈利路亚！这⾸诗歌的歌词⾮常美好。“成圣须⽤⼯夫”，世界⼀直在

忙碌着，我们单单要在密室中花时间跟耶稣在⼀起，藉着注视耶稣你就会像祂⼀样，

我们的亲友看见我们的⾔⾏就看见耶稣。在最后⼀句歌词，“成圣须⽤⼯夫，内⼼须宁

静”，每⼀个⼼思、意念、情感都让祂来管理，这样被圣灵引导，引到爱的泉源，很快

你就被预备好配来服侍天上的救主。是的，成圣需要花⼯夫、花时间，我们需要花很



JMI 2021 秋 网校 《与祂的圣洁有份》 玛莎 

11 

 

多的时间单独与主同在，我们需要住在祂的⾥⾯，单单地寻求耶稣，当我们注视祂的

时候，祂就来改变我们。 

你知道我最喜爱的⼀节经⽂就是哥林多后书三章 18 节，藉着注视祂，我们就被改

变，荣上加荣。我们就被改变成祂的形像，荣上加荣。 

主耶稣今天早上跟我们在⼀起（我知道对你们中间很多⼈是在夜晚的时间），祂

蹿⼭越岭⽽来，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圣洁”，神要我们来领受祂⾃⼰的

圣洁。 

我们中很多⼈已经认识到，在我们⾃⼰⾥⾯没有圣洁。在以赛亚的年代，有些⼈

他们以为⾃⼰是圣洁的，他们感到⾃⼰有⼀种优越感，他们甚⾄这样说：离开我吧，

因为我⽐你更圣洁。他们犯了极⼤的错误，因为神显明他们是何等地缺少了真正的圣

洁——最圣洁的⼈总是最谦卑的⼈。看⼀看我们的主耶稣，祂是纯洁、圣洁的，然⽽

祂倒空⾃⼰，取了奴仆的形像，祂在每时每刻都容让⽗神的灵来占有祂、管理祂。神

的灵是圣洁的灵，我们的神是⼀位圣洁的神，众天使都在祂的⾯前歌唱：圣哉、圣哉、

圣哉，主神全能者，全地都满了祂的荣光。今天早上我们也祈求祂把祂的荣耀充满在

我们当中，祂在寻找那些倒空的器⽫，等候着被祂的灵来充满，祂渴望把祂⾃⼰更多

地传递给我们每⼀位。 

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是希伯来书第⼗⼆章 10 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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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祂要我们

来领受祂所有的纯洁、圣洁的性情，祂是住在⼈不能靠近的⼤光之中。当我们读整本

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他们在毫⽆遮掩的光景中看到了神，神耀眼的⼤光

是如此地带着⼤能，以⾄于他们就仆倒在地。摩西看到了那圣洁的⽕焰，就在祂的⾯

前仆倒。哦，当我们来靠近神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是唯⼀的⼀位，可以使我们变得

更圣洁。 

在彼得前书第三章 18 节，我们读到，“因基督也曾⼀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

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祂

使这条路成为可能，让我们能够靠近神，祂是藉着祂的灵完全降服于神，⽽使这条路

成为可能——祂在客西马尼园把祂的意志完全地降服；祂在加略⼭⼗字架上，把祂⾃

⼰完全地献上；祂是那位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神的羔⽺；祂代替我们把⾃⼰献上，

祂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祂打开了那扇门，让我们能够亲近神。 

“这就是我们从神所听见的好信息、又报给你们的：神就是光，在他毫⽆⿊暗。我

们若说是与祂相交，就必须是在光明中⾏。我们若在光明中⾏，就如同他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神⼉⼦耶稣的⾎也洗净我们⼀切的罪。”（参约壹 1:5-7）哈利路亚！神赐



JMI 2021 秋 网校 《与祂的圣洁有份》 玛莎 

12 

 

给我们命令要圣洁，因为祂是圣洁的，但惟有耶稣能以公义、圣洁站在⽗的⾯前，我

们拥有圣洁的程度永远不会超过我们拥有神祂⾃⼰的程度。神伟⼤的计划就是要把祂

⾃⼰的灵赐给我们，我们称这灵是圣洁的灵——圣灵。但祂在寻找那些⼈，愿意倒空

他们⾃⼰。 

在利未记⼗⼀章 44 节有这些话语：“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分别为圣，

把自⼰奉献给我，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使我们⾃⼰分别为圣，这意味着什么

呢？就是要降服⾃⼰，把⾃⼰完全奉献给神。我们不再属于⾃⼰，我们是⼀个倒空的

器⽫，预备好了，要来承接祂的灵。当我们把⾃⼰让位给祂，弃绝我们的⼰⽣命时，

祂就把祂⾃⼰赐给我们，祂促使我们在新⽣的样式中⾏⾛，祂渴望来使我们成圣。 

在歌罗西书第三章第 5-9 节：“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

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样。因这些事，神的忿怒必临到那悖逆之⼦。

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切的事，以及

恼恨、忿怒、恶毒、毁谤，并⼝中污秽的⾔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

和旧⼈的⾏为。”这⾥保罗解释，我们要把旧⼈和旧⼈的⾏为完全脱去。你知道我们现

在⽣活在⼀个淫乱的世代，甚⾄在事⼯⾥都有不洁的事情，有邪情、恶欲和贪婪，我

们的经⽂告诉我们，因这些事，神的忿怒必临到他们。保罗也提醒我们，我们也曾经

在这些事中活着，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临到，洁净了我们，把我们从⾁体的⼀切

污秽中洁净出来。但他继续说，现在你们仍然要继续弃绝这⼀切⾁体的天性。我们的

天然⼈很容易愤怒，这类的事情必须被脱去：愤怒变成了恼恨，继续会有恶毒、毁谤，

成为污秽的⾔语，这些都是我们天然⼈的表现。 

所以，⼀直都有这样的需要——我们要被洁净，在祂的宝⾎中被洗⼲净。有的⼈

说：“我就是很容易⽣⽓，对我来说不耐烦是很⾃然的事，我天然⼈就是这样的；我就

是喜欢批评，因为我觉得我是完美的，我看到很多的事情都不完美。”我们就容许了⼀

个批评的灵。但我们的主，要在我们的⼼中作更深的⼯作，祂要把我们从⾁体⼀切的

情欲中清洁出来，祂已经在我们中很多⼈的⾝上作了这样的⼯作。 

在这些⽇⼦，祂在寻找基督的新妇，祂渴望在我们的⽣命中作更多清洁的⼯作，

更加地完全；祂渴望来改变我们，祂要把我们模塑成祂爱⼦的形象。所以，祂的呼召

仍然是：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的爱⼦是圣洁的；你只要来到我的⾯前，我就

来清洁你，使你成为圣洁的。 

仇敌尝试要我们忙于作很多其他的事情，有的时候是⼀些很好的事情。但我们不

要忘记，只有当我们单独与神同在的时候，神在我们⾥⾯作的是最⼤的⼯作。那就是

为什么耶稣说：“当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内室，关上门，单独与我同在，让我向你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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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你自⼰真实的样⼦。”当我们在祂的同在中，祂就把我们天然⼈的本性显露给我们看，

祂就向我们显明：也许我们说了⼀句不仁慈的话，或者我们论断了别⼈。祂这样作是

为了要洁净我们。祂也会许可试炼临到我们、试验我们，要来炼净我们的⼼，让我们

看到我们何等地需要祂。 

当祂对我们的⼼说话时，是带着祂⾄极的爱和渴望，祂渴望我们的眼⽬能够瞥见

祂⾃⼰，就要来敬拜祂。我们是为祂⽽被造的。祂完全能够按照祂⾃⼰所有的丰满来

充满我们，是照着我们⽣命所能够承接的度量，祂赐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但我们是否

愿意把⾃⼰完全地降服于祂呢？我们是否许可祂的圣灵来搜索我们的⼼，搜出所有⼀

切拦阻祂圣灵浇灌的东西呢？ 

只有当我们花时间等候在祂同在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的认识祂，有的时候就

是静默地敬拜祂，就是等候着祂向我们显现祂⾃⼰，当我们花时间跟祂单独在⼀起的

时候，我们就能找到祂。我们很多的时候以为需要参加⼀些特会，或者读市⾯上最新

出版的书，或者我需要去帮助这个⼈，⽽不是来等候祂⾃⼰来引导我们，把祂⾃⼰显

现给我们。是的，祂常常在我的⼼门外叩门，我常常都是像马⼤⼀样，我不是很快地

⽴即地回应祂，祂并不把祂⾃⼰强加于我们，祂⼀直在等着我们转回与祂同去。哦，

当我们真的回应祂时，哦，祂就把我们抱在祂的怀抱⾥，以祂的喜乐和平安充满我们。 

你们都听说过周牧师是怎样开始他的事⼯的。⼤概五⼗年以前，他辞职，整个上

午都关着门，单单地与神同在等候神，那是他怎样能够这样个⼈亲密地认识神的。让

我们不要忽略了那隐秘的处所，在那⾥我们可以⾯对⾯地看见神，有的时候我们并没

有很美好的情感或者感觉到什么，但是，祂看见我们，祂知道我们在那⾥等候祂，过

了⼀段等候神的时间，祂就会突然地向我们显现祂⾃⼰。 

最近我在纽约的营地⾥参加了⼀个祷告会。过去的⼏年⾥，我发现很多⼈在聚会

结束后仍然会留下来祷告，有些⼈祷告⼤概⼗到⼗五分钟以后就离开，尤其是那些员

⼯他们需要去⼯作，但是还有⼀⼩部分⼈会继续留下来，慢慢地，他们也会离开。那

我的责任是要把聚会厅⾥的灯关掉，所以，我就继续逗留在那⾥，可能当时只有⼏个

⼈在，就像你们的⼩组⼀样只有⼏个⼈，突然之间神的荣耀就充满了整个房间——祂

就教导我的⼼，需要停留更多的时间，我需要向主显⽰出我对祂的饥渴，因为祂应许

祂要使饥饿的⼈得饱美⾷。 

最近，我在清晨的时间等候神，⼀段时间后，我没有感受到祂的同在，有⼏次我

就睡着了，⼏个⼩时过去了，我觉得该结束祷告、开始准备⼀天的⼯作了，当我站起

⾝来、正要离开的时候，耶稣来了！我知道祂会来触摸我们，就在⼏分钟的时间内，

祂就改变了我们，祂以祂的荣耀充满我们，祂清洁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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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祂赐给我们这命令，我们要圣洁、因为祂是圣洁的，祂是在渴望以祂的圣洁来

充满我们，以祂的纯洁充满我们，以祂的谦卑充满我们，若不拥有祂，我们就得不到

这⼀切的好处；祂是我们⼀切所需的泉源。 

祂要求我们把⾝体献上当作活祭，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殿与旧约的圣殿是⾮常相似的。如果我们看⼀下旧约的会幕是怎样建造的，它实

在是我们灵魂的⼀幅图画：我们都有⼀个外院，那是我们外在的⽣活，⼈们都可以看

到它；我们还有内院，就是我们⾥⾯的⼈；但是在我们全⼈的最深处，神就居住在那

⾥，只有⼤祭司⼀年⼀次才能进⼊⾄圣所，是带着⽆瑕疵的羔⽺的⾎洒在其上。是的，

耶稣藉着祂在加略⼭上所流的宝⾎为我们每个⼈预备了那条路，可以坦然⽆惧地进⼊

⾄圣所，我们有这伟⼤的权利，就是每⼀天都可以进⼊我们的内室，在那⾥等候侍⽴

在我们圣洁的神⾯前，在那⾥我们可以领受祂圣洁的灵，当我们在每天的⽇常⽣活中

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就容许祂把⼀切拦阻圣灵浇灌的东西分离出来，所有那些玷污

我们新娘礼服的东西，祂要把它除掉。 

我们必须要选择在祂的同在中等候，好让祂来⼯作。当我们在⼩组中聚会的时候，

我们要相信祂正在我们⾥⾯作那改变的⼯作，不⽌是来感受到祂的荣耀，更是⼀个时

间来相信祂在改变我们，祂就是那光，能够刺⼊我们的⿊暗，祂向我们显明我们多么

地需要祂来洁净我们。藉着祂的光，照在我们的⾥⾯，使我们成为清洁的、洁⽩的。 

主耶稣上⼗字架之前，祂祷告说：“⽗啊，求祢使他们成圣，以真理使他們成圣。

藉着祢的真理使他们成圣。”当祂在约翰福⾳⼗七章向⽗祷告的时候，祂说：“祢的道

就是真理”。当我们花时间读神的话，许可圣灵来光照、使我们知罪的时候，那是圣灵

的⼯作使我们知罪。主耶稣对⽗神祷告：“主啊，是的，⽤祢的真理来洁净他们，清洁

他们，使他们成圣。” 

当我们读祂话语的时候，对祂说：“主耶稣，对我说话”；当我读到像歌罗西书这

样的经⽂时，我就要问到：“在我⾥⾯有愤怒吗？在我⾥⾯是否有⼀些论断的态度呢？”

神是那位审判官，如果我们觉得别⼈作的事情有⼀些不对，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作

为⼀位⽼师，我们要⾮常地⼩⼼，当我们与⼈交接的时候，我们需要蒙圣灵的引导去

说⼀些话或是不说话，总是要保持跟圣灵合拍。圣经⾥的每⼀句话都是圣灵所默⽰的。

当我们读圣经的话时，要记得罗炳森师母的教导，她说：“圣经中的每⼀项真理，都是

引导我们来到耶稣脚前的⼩径。”圣经⾥的真理是把我们引到耶稣的脚前。 

纽约营地的创始⼈吴⽼牧师曾经这样说：“我可以尝试着使⾃⼰成圣，但我永远不

会⽐现在的光景更加圣洁，我永远不可能改变我⾃⼰。然⽽当神来改变我，当耶稣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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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来改变我，祂这样作是藉着临到我、住在我的⾥⾯，我就成为圣洁。”我就发现唯⼀

能够成为圣洁的路，是藉着耶稣基督居住在我的⾥⾯。 

有些⽇⼦我们许可祂来完全地掌管我们，另外⼀些⽇⼦是我们⾃⼰在掌权——那

就是我们失败的时候。所以我们要飞奔向耶稣，对祂说：“主耶稣，从我⾥⾯活出祢⾃

⼰。”这是神伟⼤的呼召，让我们⼼⾥容许耶稣占有更多的空间，更多的地位。每⼀次

我们顺服祂的时候，祂就占领更多的领⼟。我们是为了祂⽽被造的，除⾮找到祂，我

们的⼼永远不会安息。祂呼召我们要圣洁，因为祂是圣洁的。祂⼀直在作⼯，把我们

模塑成祂⼉⼦的形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若⾮圣洁，没有⼈能见主。当我们向圣灵

的声⾳降服的时候，这样的改变就可以每天发⽣在我们⽣命中。 

耶稣是那⼀位带领我们靠近施恩座的。祂是那⼀位遍察全地，寻找那些愿意被改

变成为耶稣样式的⼈。那是⼀副美丽的基督新妇的图画，没有玷污，没有皱纹，她已

经被羔⽺的⾎洗净。在启⽰录第⼗九章第 6-8 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的声

音，⼤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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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我们⾃⼰的义，不过是破烂的⾐

服，但我⾮常被⿎励，当主称亚伯拉罕为义的时候。在罗马书，祂把亚伯拉罕的义和

他对神的信⼼连在⼀起——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这是我们的呼召，要来

相信神。 

如果我们看⾃⼰，看我们何等缺少圣洁，我们就被试探进⼊绝望中。我认识⼀个

⼈，他⼀直在因着他的脾⽓⽽挣扎。他很失望灰⼼，他说：我永远不可能变得更好。 

哦，我们必须⼀直地来到耶稣⾯前，我们必须相信我们是祂⼿中的⼯作，我们要

相信祂呼召我们成为圣洁，祂已经把祂圣洁的灵赐给我们，那就是我们的救恩。但我

们需要在我们的⼼中腾出更多的房间，好让祂的圣灵来充满——不仅是受圣灵的洗，

更是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每⼀天蒙圣灵的引导，在我们的思想、⾔语、⾏为中，

圣洁就会渐渐⽣长。 

圣经是神所⽤的⼯具，来显⽰出我们⽣命中真实的需要。圣灵赐给我们亮光。祂

曝露我们的⿊暗。当我们读祂话语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是那⼀位改变我们成为

祂的形像，我们是祂⼿中的⼯作，祂在我们⾥⾯作⼯，使我们被模塑成祂爱⼦的形像。

我们所有的公义就是来相信祂，继续不断地相信祂正在作⼯。当我们等候祂的时候，

祂就⼯作。那就是为什么是何等有必要，我们学习在祂的同在当中等候。安静地坐在

祂⾯前，让祂把我们放在祂的⼿中，就如同窑匠把陶器放在他制作器⽫的轮⼦上，任

由他模成他要的样式。祂正在⼯作，把我们变成基督的新妇——她是那⼀位深深地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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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耶稣，她说：在耶稣之外，她没有⾃⼰的圣洁。只有藉着耶稣内住在⾥⾯，才成

为她的义。祂以祂的爱充满新妇，祂使新妇能以爱那些很难爱的⼈。祂赐给她喜乐，

即使是在她被⽆理对待的时候。这都是因着新妇在等候祂的时候，祂所作的⼯作。 

在启⽰录的经⽂⾥，它没有说新妇以⾃⼰的劳苦赢得了细⿇⾐，⽽是说：这是神

赐给她的，她蒙了神的恩典，得穿光明洁⽩的细⿇⾐，这细⿇⾐就是圣徒所⾏的义。

（参启 19:8）这细⿇⾐是神所赐给她的。 

是的，我们可以顺服祂。每⼀天我们都有很多的选择——我们是要顺服圣灵还是

忽略圣灵？当我们顺服祂的时候，我们就在显⽰我们相信祂，我们承认，凭着⾃⼰什

么都不能作，我们⼀⽆所有。但神这样地爱我们，祂愿意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

我们越被倒空，就越意识到我们这样极⼤的需要，祂就更快速地以祂⾃⼰来充满我们。 

我相信这是吴⽼牧师⼀个不同寻常的宣告：“我永远不能改变我⾃⼰，是耶稣基督

祂来临，居住在我的⾥⾯来改变我。”这就是内在⽣活，这就是在我们圣殿⾥⾯的⾄圣

所。我们外⾯的⼈虽然毁坏，⾥⾯的⼈却⼀天新似⼀天（参林后 4:16），是藉着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命、被祂复活过来。 

何等奇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住在我们⾥⾯的内室。我们可以请求祂以祂⾃⼰

充满我们的全⼈，接管我们的思想，接管我们所说的话语，接管我们对别⼈的情感，

接管我们的⾏程，让祂带领我们，⽆论到什么地⽅去，使⽤我们的⼿来作祂要我们作

的事。 

你们读过《荣耀的光辉》，就知道这也是罗炳森师母所经历的。她把她⾃⼰完全

地献给神，作为⼀个倒空的器⽫。时候到了，主耶稣祂⾃⼰就来占有她，祂以祂⾃⼰

完全地充满了罗炳森师母。如果我们忠⼼地容让祂随意管治，祂也乐意对我们每⼀个

⼈这样作。我知道她最喜欢的诗歌之⼀是：从我活出祢的⾃⼰，⼀切事上能随意。所

以，当我的先⽣向我求婚的时候，我想到以这⾸歌作我们婚礼的进⾏曲——“从我活出

祢的⾃⼰，⼀切事上能随意。”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 

今天早上我们有⼀个特别的祝福，我们请 Emma 姐妹给我们分享神所带给她的⼀

个经历。 

（Emma 姐妹的见证，略。） 

赞美主！哈利路亚！奇妙的耶稣！耶稣⼀来，试探者的能⼒就被砍断了。祂除去

⼀切的阴影，以荣耀充满我们的⽣命。当耶稣临到、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切都被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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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哦，耶稣，我们恳求祢，以祢的荣耀倾倒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制作出对祢更

⼤的信⼼。 

我们何等地爱慕祢向我们的显现。但有的时候，祢呼召我们在⿊暗中也要信靠祢，

正如在光明中⼀样。让我们时时都相信祢、就是继续不断地相信。祢的话是信实的，

寻找祢的就必寻见，“凡来到我⾯前的⼈，我总不丢弃他”。 

当祢再来的⽇⼦渐渐临近的时候，主啊！预备我们的⼼。当我们聚集在袮⾯前的

时候，让我们是带着这样的期待，祢会在我们⾥⾯⼯作，来相信祢会作那奇妙的⼤改

变！更少的⾃⼰，更多的祢！在袮的⾯光当中。哦！耶稣！帮助我们更深地爱上袮⾃

⼰，我们信靠袮！袮已经呼召我们成为袮的新妇，袮呼召我们，在我们灯⾥要预备油，

被圣灵充满。哦，耶稣！我们现在就恳求袮浇灌袮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让圣灵的⽕

焰落在我们每⼀个⼈的⾝上。 

主耶稣！我们要被袮⾃⼰来充满，满满的充满，好让袮的光从我们的⽣命中照射

出来，照亮我们周围还不认识袮的⼈，他们能够在我们⾥⾯看见基督。他们就会想要

发现，我们怎么可以这样的喜乐，在难处当中还是可以常常喜乐，那是因为我们是与

王同⾏，我们在信靠祂。我们相信所有的⼀切，都在祂的掌管之中。我们也容让祂来

掌管我们这个⼈、掌管我们的思想、掌管我们的⾔语、掌管我们的感情、掌管我们的

热情。哦！耶稣！从我们⾥⾯活出袮的⾃⼰。从我们⾥⾯活出祢的⾃⼰。 

唱诗《主活在我⼼》。 

让这⾸歌成为你的诗歌。哦！耶稣！从我⾥⾯活出祢的⾃⼰。不⽌是为⼀个⼈，

⽽是为很多⼈预备的。荣耀归给祂的名！荣耀归给祂的名！ 

凤莲牧师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爱袮！我们要告诉袮，我们爱袮！因为没有

袮，我们什么都不能！就像如果枝⼦离开葡萄树，枝⼦就不能结果⼦。主啊，我们要

永远地住在袮的⾥⾯。谢谢袮今天给我们话语，好叫我们跟祢的圣洁有份，主啊，只

要我们亲近祢、只要我们来爱祢、只要我们来等候袮、只要我们紧紧地抓住袮，主啊，

我们就跟祢的圣洁有份。主啊，我们⾃⼰不能够改变，我们看⾃⼰真的是⼀⽆所是，

我们真的不是好的，但是主啊，因为祢是我们荣耀的盼望，袮就这样住在我们的⾥⾯，

愿意把袮的⽣命赐给我们。主啊，谢谢袮，谢谢袮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

恩惠！因为祢愿意住在我这个罪⼈⾥⾯，因为祢愿意⽤祢的⾎把我们赎回来，把我们

洗⼲净，然后祢愿意住在我们的⾥⾯，来在我们的⾥⾯作⼯。我们感谢袮，主啊，我

们要与袮的圣洁有份。今天我们求祢帮助我们！我们每⼀位在这⾥领受袮话语的⼈，

让袮的话语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叫我们能够因着袮的话语，得洁净、得改变，

让袮的灵更多地充满我们！哦！主啊，我们感谢袮，感谢袮，感谢袮天天与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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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祢天天让我们知道，袮是爱我们的。噢，今天我们在这⾥，我们要再⼀次地说：

“我们要等候袮，我们要爱袮，我们再⼀次地把⾃⼰交托。”求袮祝福线上的所有的家

⼈们，哦，祝福每⼀位更深地爱袮、更多地得着袮、更深地认识袮、跟袮的圣洁有份，

我们感谢袮！感谢祢！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 

荣耀归给主，谢谢袮耶稣，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感谢袮！我们祷告，袮保守我

们每个⼈，当我们不在⼀起的时候。我们下周见，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