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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主啊，我们欢喜快乐聚集在祢的⾯前。哦，谢谢祢，
主，祢多么地爱我们。主啊，祢召我们来要成为祢圣洁的国民，君尊的祭司，完全属
于祢。主啊，谢谢祢，今天祢要⽤圣灵来充满我们，哦，祢要来成为我们的⽣命，祢
⽤圣灵来充满我们。主啊，祢要透过我们活出祢那荣耀、荣美的⽣命。谢谢祢，我们
为今天的聚会献上感谢与赞美。主啊，我们谢谢玛莎牧师。主啊，祢预备我们的⼼，
在主⾥彼此相交，⽣命彼此交流，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玛莎：哈利路亚！耶稣，祢真是奇妙，我们奉祢的名来聚集，祢应许说“两三个⼈
奉祢的名聚会，祢就在我们的当中”。今天早晨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祢。我们仰
望祢，从祢来得⽣命；我们仰望祢，为着我们⼀切的需要，祢是我们⽣命的⼒量，今
天我们要⽀取祢的⽣命。我们感谢祢，为着祢作在我们当中的，我们尤其感谢祢在凤
莲牧师⾝上所施⾏的神迹，谢谢祢，让她退烧了，谢谢祢，把祢的⽣命服侍在她⾝上。
我们感谢祢，我们不是靠着⾃⼰的⽣命⽽活着，我们是因信神的⼉⼦⽽活，祂是在我
们的⾥⾯活着。浇灌祢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带着极⼤的需要来到祢的⾯前，哦，
耶稣祢在她们的⾥⾯兴起，因祢的⼤能使她们⼼⾥的⼒量刚强起来。因为祢教导我们，
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哈利路亚！我们其余的在世界各地的家⼈，
在美国本⼟的家⼈们，在北美的家⼈们，在台湾的家⼈们，还有在⾹港，在⽇本的家
⼈们，在马来西亚的家⼈们，在新加坡的家⼈们，还有在欧洲的家⼈们，甚⾄还有在
⾮洲的，我们都是祢的孩⼦，不管我们住在哪⾥，我们都属于祢。今天早晨我们信靠
祢要浇灌祢那新鲜的膏油，祢应许我们祢必不撇下我们为孤⼉，祢会临到我们，在圣
灵的⼤能中祢会来服侍我们。主啊，充满我们的杯，充满直到满溢，我们要饮于祢的
圣灵，我们要在祢的宝⾎中得洁净。耶稣我们等候祢。祢应许我们并不徒然等候，祢
会临到我们，带着祢的⼤能和祢⾃⼰的同在，谢谢祢耶稣，阿们。 

⼤家早晨好！很⾼兴再⼀次跟⼤家在⼀起。 

盛秋姐妹是否今天早晨给我们唱⼀⾸歌？ 

盛秋：⼤本诗歌 24 ⾸，《得胜⽣命》。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的主是得胜的，我
们可以从主那⾥领受、来⽀取祂所赐给我们的得胜的⽣命，好，我们现在⼀起来唱。 

唱诗《得胜⽣命》。 

哦，主啊，我们赞美祢，赞美祢，哈利路亚！主啊，祢是得胜的君王，是得胜的
君王，主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不再惧怕，因为祢就是得救的主，祢是帮助我们
的神，我们可以在任何的事情上来依靠祢，哈利路亚！我们就凭着信⼼来接受，主祢
所要赐给我们得胜的⽣命，相信主必释放我们，从捆绑当中释放，释放我们要得到完
全的⾃由。主，我们感谢赞美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玛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祢，耶稣！何等奇妙！“凭信接受得胜的⽣命，
“我接受，祂赐给我那得胜”，我们伸⼿来接受从耶稣基督⽽来的得胜⽣命。我们何等
得到祝福，因着主耶稣在凤莲牧师⾝上所作的，她⼀直在接受从主来的复活的⽣命，
这个礼拜我们得到这个好消息，她的烧已经退了，她可以吃东西，但最奇妙的是她⼀
直在饮于那⽣命的泉源。这些⽇⼦我们都需要来饮于那⽣命的活泉——这就是我们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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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早上为什么聚集在这⾥，我们要来领受耶稣祂复活的⽣命。你是否愿意说：我来接
受这复活的⽣命呢？那得胜的⽣命就是耶稣基督的⽣命，祂在这⾥赐给⽣命。哦，赞
美祂的名，我接受、祂赐给，祂把祂⾃⼰赐给我们，祂是那⼤能的主宰。 

今天早晨我们来读约翰福⾳，约翰福⾳是⼀本奇妙的书，它讲到耶稣基督的内在
⽣活。在第⼀章我们读到这些话语，“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
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样不是藉着他造的。⽣命在他⾥头，
这⽣命就是⼈的光。”（约 1:1-4） 

听起来，约翰在谈到这“道”，当我们想到“道”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个物体，但在
第 2 节这⾥他称这“道”是⼀个⼈。他说：“他起初与神同在。”（参约 1:2）那就是主耶稣
基督，祂的名就是道，我们看到⽣命在祂⾥头。当祂的话语发表出来，那就是富有创
造⼒的道。 

神仍然在渴望，在我们的⼼⾥创造⼀个洁净的⼼。在祂的眼中，若有什么是不对
的，祂就要来改变它。所有祂需要作的就是⼀句话就够了。 

因为后来到了约翰福⾳⼗五章，祂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净
了。”（约 15:3）祂的话⾥带着⽣命，带着创造⼒。在第 3 节⾮常清楚说：“凡被造的，
没有⼀样不是藉着他造的”，这是⼤有能⼒的话语，“万物都是藉着他造的”。 

谢谢袮，耶稣！谢谢袮在我们⾥⾯造清洁的⼼。我们谢谢袮流出袮的宝⾎，使我
们得洁净。洁净我们的思想、洁净我们的话语、也洁净我们的⾏为，藉着使你的话刺
⼊我们的⼼。哦！哈利路亚！ 

在约翰福⾳很多的地⽅，我们都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命。在约翰福⾳⼗四章 6 节，
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命。”（约 14:6）耶稣就是来找到神的那条路，祂就是我
们所需要知道的⼀切关于神的真理，祂也就是我们所赖以活着的⽣命的本体。当我们
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接受祂的⽣命。祂渴望临到我们，也从我们的⾥⾯活出祂的⾃
⼰。 

就像刚才盛秋姊妹所唱的歌：“我凭信接受得胜的⽣命，那是耶稣基督的⽣命。”
这个礼拜我⼀直在读约翰福⾳，我想知道主要对今天的聚会说什么话？当我读约翰福
⾳第六章的时候，我找到这些话语。 

耶稣说：“我就是⽣命的粮。”（约 6:48）这是在祂喂饱五千⼈之后所说的话。那些
⼈回来想要得更多的⾷物，他们想要耶稣来供应他们⼀切⾁体的需要。但在第六章主
耶稣说：“我是⽣命的粮。”祂就是我们的⾷物、祂就是我们每⽇的灵粮。然后接着祂
说：“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命给世界的。”（参约 6:51）祂赐给我们⽣命，
并且继续不断地赐给我们。 

今天早晨，祂就在赐给我们祂⾃⼰的⽣命。我们需要来领受祂，我们⼤⼤地敞开
⼼门，我们对祂说：“哦！耶稣！我⾮常地饥渴！世界的事不能够满⾜我的饥渴。我所
要竭⼒完成的事情也不能够满⾜我的⼼。我带着饥渴来到袮的⾯前。”哦！祂就以祂⾃
⼰来满⾜我们。 

在约翰福⾳第六章主耶稣还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的⾁，
不喝⼈⼦的⾎，就没有⽣命在你们⾥⾯。吃我⾁、喝我⾎的⼈就有永⽣，在末⽇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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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他复活。我的⾁真是可吃的，我的⾎真是可喝的。”（约 6:53-55）你知道这让他们听
起来很困惑。 

他们就彼此对问说：“我们怎能吃他的⾁、喝他的⾎呢？”很多⼈就退去离开了耶
稣。他们不愿再跟从耶稣。（参约 6:60，66）如果他们留下来继续聆听，就会听到主耶
稣解释说：“吃我⾁，喝我⾎的⼈，他们会常在我⾥⾯，我也常在他⾥⾯。”（约 6:56） 

祂要在⼗字架上把祂的⾁、祂的⾝体赐给我们，在那⾥祂要流出祂的宝⾎，来为
我们的罪付上赎价。你知道罪的⼯价就是死。但耶稣的宝⾎把我们从死亡⾥救出来，
并赐给我们永⽣。耶稣对他们说：“永活的⽗怎样差我来，我又因⽗活着，照样，吃我
的⾁的⼈也要因我活着。”（约 6:57） 

我们需要来吃喝耶稣，祂就是我们每⽇的灵粮。不要忽略单独与祂同在的时间，
带着饥渴来到祂的⾯前，对祂说：“耶稣！我要跟袮⼀同坐席，我要饮于祢，和祢⼀同
吃喝。我要跟祢⼀起来交通。” 

如果我们来吃喝耶稣，祂告诉我们，我们就要活着，因祂将祂⾃⼰的⽣命注⼊我
们⾥⾯。“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吗
哪还是死了。”（参约 6:49-50）祂说：“吃这粮的⼈就永远活着。”（参约 6:51 上）这就
是为什么耶稣的门徒是如此的勇敢，不管他们是被鞭打、被砍头，还是被逼迫，他们
都是如此的勇敢，他们相信主，他们知道他们将永远活着，虽然他们亲眼看到耶稣被
钉在⼗字架上，被摆放在坟墓⾥，三天之后，他们也亲眼看到主耶稣从死⾥复活了！
“他们与耶稣同⾏ 40 天之久，耶稣向他们活活地显现。”（参徒 1:3） 

记得那⼀天早上，他们去打鱼，什么也没有打到。他们来到海岸边，耶稣对他们
说“把⽹撒在右边”，他们就捕到了很多的鱼。当他们来到岸上，他们就看见是耶稣，
祂在那⾥给他们作早餐。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餐”，约翰就认出，哦！是主！是
那复活的救主！（参约 21:6-7）祂渴望我们也来认出祂！祂要在我们⾥⾯，向我们显现
祂的⾃⼰。 

记得门徒们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去时，复活的主就近他们，与他们同⾏，他们没
有认出是耶稣，他们很难过，因为耶稣已经去世了。但耶稣就指着圣经上的话告诉他
们关于祂受害的预⾔，他们的眼睛明亮了，主耶稣就离开了。他们就回应说，“当祂与
我们同⾏的时候，我们⼼⾥岂不是⽕热的吗？”（参路 24：32）何等的美好，当我们⼼
⾥⾯是⽕热的！常常当我们这样聚集在⼀起时，我⼼⾥就满了⽕热，这是耶稣向我显
现祂⾃⼰的⼀种⽅式，祂也渴望对我们每⼀个⼈这样显现——祂渴望我们能意识到祂
的同在，祂要以祂的爱来温暖我们的⼼。 

哦，何等的宝贵，单单与耶稣同在！花时间跟祂在⼀起，告诉祂，你对祂的饥渴，
你要祂以祂⽣命的粮来喂养你，以祂⾃⼰的⽣命。祂渴望跟我们⼀起交通，祂说，“每
⼀次你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你们要记念我。”（参林前 11：24-25）我们每天都是
坐在桌前吃喝⾷物，那就是要记念祂的时刻。 

哦，赞美主！耶稣，加增我们对祢的饥渴。我们知道世上的⼀切都是虚空的，有
的时候我们⾏善以⾄于感到疲倦，帮助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来吃喝祢⾃⼰，来等候在祢
的同在中，祢就以祢⾃⼰的⽣命来充满我们，这就是得胜的⽣命。基督在我们⾥⾯活
着，我们带着虚空的器⽫来到祢⾯前，我们等候祢，以祢⾃⼰的圣灵来充满我们，祢
的灵就是⽣命，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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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翰的书信⾥（约翰⼀书第五章），他写道：“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这
永⽣也就是在他⼉⼦⾥⾯。⼈有了神的⼉⼦就有了⽣命，没有神的⼉⼦就没有⽣命。”
（约壹 5：11-12）我们的⽣命来⾃于拥有祂。我们是否意识到，离了耶稣，我们就像
死⼈⼀样在⾛来⾛去。当主耶稣把圣灵浇灌在门徒⾝上的时候，祂是把祂⾃⼰赐给了
他们。保罗写到，“那占有了耶稣基督的同样的灵，也必使我们必死的⾝体活过来。”
（参罗 8：11）我爱这句经⽂，他说，“那使基督从死⾥复活者的同样的灵，也必使我
们必死的⾝体活过来。”我们⼀直这样⼦为 FL 牧师祷告，那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命，
我们虽然好像死了，但我们是活着的，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是接受了祂
的⽣命。他这样说，“⼈有了神的⼉⼦，就有了⽣命。”为了使这个⽣命在我们⾝上显
现出来，我们需要放弃⾃⼰的⽣命；我们需要来弃绝我们的⾁体；我们需要对⾃⼰的
⽅式、⽅法说不；对我们的思想说不，尤其是对我们⾃⼰的意志。 

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强烈的意志要为别⼈作好事，在事⼯中的⼈们常常会过分⾏
善，我们要⼀直⼩⼼，我们需要作耶稣让我们所作的，也是在祂的时间⾥来作。也要
记得，除⾮我们从耶稣基督祂⾃⼰来领受，否则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给⼈的。那就是为
什么我们这个事⼯的重点是强调：要安静等候神，单独与神同在，坐在祂的同在中。
你不需要⼀直地谈话，你不需要⼀直⽤话语来祷告，就是坐在祂的⾯前对祂说，“主耶
稣，我饥渴地要祢，对我来说话，充满我，我要更多的祢。”哈利路亚！祂就会来到我
们当中。我爱祢耶稣！ 

在歌罗西书使徒保罗还有⼀句话说：“基督是我们的⽣命，当他显现的时候，你们
也要和他⼀同显现在荣耀⾥。”（参西 3:4）问题是：祂是我们的⽣命吗？保罗常常说：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活着。”（加 2:20）他说，基督是我们的⽣
命，当祂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和祂⼀同显现在荣耀⾥。他称基督是“我们的⽣命”！
当我们把私下⾥祷告的时间献给祂的时候，祂就向我们显现祂的荣耀。⾮常地奇妙，
当我单独与耶稣同在以后，我就可以作很多的事情。 

我们吃喝祂，我们饮于祂的同在，祂就把祂⾃⼰的⼒量注⼊我们的全⼈。我们是
否每天都吃喝祂⾃⼰呢？我们是否停留在祂的同在当中，好使祂的⽣命充满我们呢？
我们是否读祂的话语，好使祂的⽣命来传递给我们呢？就像约翰所告诉我们的——耶
稣就是那道。祂⽤话语创造了诸世界，祂也赐给了我们圣经——祂⾃⼰的话语。我们
绝对不可以忽略读圣经。 

在提摩太后书，当保罗被执死刑之前，他告诉提摩太说：“你要传讲真道。”（参
提后2:15）常常传道⼈会陷在传讲世界的事件当中，他们花很多的时间来谈论或祷告国
际的事务，甚⾄因各种不同政府的政策陷⼊争论。但，我们绝对不可以忽略神的话语。
我们需要跟⼈们传讲、谈论神的话语——圣经，我们需要使它成为我们的语⾔。当我
们帮助别⼈的时候，我们需要告诉他们神的话语。你永远不会读透圣经的，你需要你
的圣经。 

记得，我姐姐刚信主的时候，她每晚睡觉前都把圣经放在她的床头，她把圣经放
在枕头底下，她爱上了圣经。罗炳森师母说：“要学习爱慕圣经。”当你读经时对耶稣
说：“是的，阿们。”当你读神的话语时，神的话语就滋养你的灵魂。在圣经⾥⾯有⽣
命，因为约翰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道，祂的话语是带着⼤能的，圣经——所写出来
神的话语是有⼤能的。要活出圣经来，我们需要先来读圣经的话语。罗炳森师母说，
她把以赛亚书读了 25 遍，这本书才向她打开。我在加拿⼤的时候，有位圣经⽼师，他
是神的仆⼈。他在主⽇学教我们的时候，他会布置作业说：“这个礼拜你们要把创世记
读 20 遍。”读圣经，来聆听耶稣的声⾳，在耶稣的同在当中等候，对祂说：“向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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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你可以连续地读，像我这样读约翰福⾳⼀样，你说：“我以前已经读过了。”但，
当我们⼀再读的时候，就会有更新鲜、更活泼的话语出来，主就开我们的眼睛，祂就
许可我们在神的话语⾥⾯，来领受祂⾃⼰的⽣命。神的话，是圣灵的利剑，可以刺⼊
我们的灵与魂，祂是我们所⾯临每⼀个问题的答案，祂是永活的话语。⼈们想要把圣
经从我们⼿中夺去，但我们需要把神的话隐藏在我们的⼼⾥。 

过去的⼏个世纪，神⼀直在保守祂⾃⼰的话语。当我们读经时，让我们寻求并找
到耶稣。当我们读祂话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祂在喂养我们。当我们读祂话语的时候，
祂⾃⼰的⽣命就传递给我们。这是祂写给教会的情书。祂的话语带着⼤能能够洁净我
们，也为我们的新郎预备好我们。耶稣，祂⾃⼰宣告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净了。”（参约 15：3）在神的话语⾥⾯有我们所需要的⼒量，祂成为我们脚前
的灯和路上的光。所以不要被世界上所发⽣的事情占据——各种各样世界的政策、国
际的局势，让圣经成为你的引导。 

如果你不知道怎样祷告，你就⽤神的话语来祷告。在圣经⾥有很多祷告的话语。
耶稣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愿⼈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
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的饮⾷，今⽇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
了⼈的债。”（太 6：9-12） 

有⼀天在电话上，我听⼀个⼈说他不能原谅得罪他的⼈。我对他说，如果你不原
谅那伤害你的⼈，你就没有希望，因为神不会原谅我们。如果耶稣的灵在我们⾥⾯，
我们就会原谅别⼈。当耶稣被挂在⼗字架上的时候，祂还在饶恕，祂祷告说，“⽗啊！
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知道。“（参路 23：34） 

这同样的灵也占据了司提反，他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徒 7：
60）那是耶稣的灵在司提反的⾥⾯，使他这样⼦祷告的。是的，就着我们的天然，我
们不能够原谅⼈，但如果耶稣的灵赐给了我们，充满了我们，我们就能够原谅别⼈。 

还有⼀个⾮常奇妙的祷告是⼤卫在诗篇五⼗⼀篇所祷告的。他祷告说：“神啊，求
祢按祢的慈爱怜恤我”（诗 51:1），他说“求你洁净我的罪，涂抹我的过犯。求祢为我造
清洁的⼼，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参诗 51：7，10） 

在圣经⾥⾯，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祷告。让圣经成为你的引导。让它成为你脚前
的灯。让它带领你、把你引向耶稣。它会洁净你的思想，净化你的⼼灵，当你明⽩圣
经就是神的话语、神的道，神的道就是耶稣。这是祂每⼀天向你发出的信息，打开圣
经对祂说，“耶稣，请祢对我说话。我饥渴地要得着那永活的⾷粮。我在祢的同在中等
候。让祢⽤祢的⽣命来充满我。” 

哦，哈利路亚！感谢耶稣！谢谢祢！ 

让我们在主的⾯前等候⼏分钟。 

盛秋姐妹可以再唱⼀遍吗？哈利路亚！ 

唱诗《得胜的⽣命》。 

哈利路亚！得胜的⽣命在耶稣的⾥⾯。耶稣今天就要把得胜的⽣命赐给你。⽆论
你在什么样的试炼当中，⽆论是⾝体的或者是情感的，或者是仇敌的攻击，耶稣就在
你的⾥⾯。祂就是你的⽣命，祂对你说“平安！”。当门徒在加利利的海上起了风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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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在⽔⾯上⾏⾛，祂对门徒说“安静”，祂上了船。（参约 6:16-21）耶稣就在船上跟
你在⼀起。祂今天在对你说平安。祂要你认出祂就是你的⽣命，祂渴望在你的⽣命中
占有更多的领⼟，以⾄于你能够像保罗⼀样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
⾥⾯活着；”（加 2：20 上）基督是我的⽣命。祂是我的福分。我要祂来掌权。我要祂
成为掌权者。祂也说出祂的话语，成为我们灵魂⾥的平安。我⿎励你花更多的时间在
祂的同在当中，就是来仰望祂的荣脸，对祂说：“主耶稣，⽤祢的⽣命来充满我，我更
多地把我的⽣命降服于祢。我要袮成为我的⽣命。不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在我⾥⾯
活。我给祢权柄来接管我的⼀切，帮助我来吃喝祢的话语，正像祢对以西结所说的：
把神的话吃下去。” 

要知道神的话就是我们每⽇的灵粮，仇敌就要逃跑了，耶稣战胜仇敌的⽅法就是
拿出了神的话语。就从申命记⾥⾯拿出神的话语。如果耶稣需要借着神的话语来战胜
仇敌，那么我们若⾮借着神的话，我们怎能战胜仇敌呢？ 

⼤卫说，“我将你的话语藏在我⼼⾥，免得我得罪你。”（诗 119：11）请求耶稣对
你的⼼说话，以祂的话语对你说话，使它成为⾮常个⼈的经验。祂渴望在祂的话语⾥
⾯向你显现祂⾃⼰，让祂的话成为你的粮⾷。当你来领受祂的⽣命时，要知道那是祂
把祂⾃⼰赐给了你。哦，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谢谢主耶稣。 

哈利路亚，耶稣在这⾥！G 牧师是否可以跟我们分享。 

（G 分享） 

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是的，没有祢，我们就什么都没有。我们接受祢是
接受祢的⽣命，当祢来成为我们的⽣命，我们才能够活过来。感谢主，谢谢耶稣把祂
的⽣命赐给我们，但是这个⽣命是需要⼀直被维持，我们需要常常吃，常常喝，这个
⽣命才能够继续。 

FL 牧师前⼏天跟我分享到，她发烧了⼗天，已经⾮常⾮常衰弱。但是她烧退了之
后，她仍然不能吃东西，⼀点胃⼜都没有，所以她就感觉到更加虚弱，越来越虚弱，
真的，差点觉得主就要来把她接⾛了。所以我们⼤家迫切为她祷告，迫切为她祷告，
感谢主，主很奇妙地拯救了她，后来也开了她的胃⼜，她就开始能吃东西，所以她就
慢慢觉得有⼒⽓起来，当然主给她吃⼀些她需要吃的东西，开了她的胃⼜。所以她这
⼏天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不过她⼤概觉得她还⽐较瘦弱，所以她这个时候还不要
露⾯。但是我想我们很快就可以见到她。 

我就深深感到，我们的⽣命需要被喂养。我们不是说⼀次得着主，或者是曾经被
圣灵充满，我们就 OK 了。不是的！我们需要每天都来被喂养，每天都来被喂养。今
天玛莎牧师跟我们分享的，我想我们要得到更多主的⽣命，有两个重点：⼀个就是要
读祂的话，读祂的话。刚才玛莎牧师引⽤到，主耶稣说，我们因着祂的道就被洁净了。
我们被洁净也是天天要被洁净，我们⼀个不⼩⼼我们就会得罪神，不⼀定是作出来的，
在我们的⼼思意念⾥⾯，我们常常会有不是出乎主的，可能是从仇敌来的，仇敌来的
引诱、仇敌来的挑拨离间，或者是从我们的⾃⼰、那个⽼⾃⼰来的。我们⼀点点的不
是出乎神的，⽽是出乎⼰的，⽆论是妒忌、⽆论是跟⼈家⽐较、⽆论是⾃怜、⽆论是
⾃卑，或⾃⾼，所有这些，若是不靠着主，我们就很容易跌倒，就会中仇敌的诡计。 

但是，当我们每天读祂的话，读祂的话，我们就会常常被提醒，主就⽤祂的道来
洁净我们。所以玛莎牧师刚才提到，罗炳森师母也是这么说，很注重神的话。曾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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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她说，（因为她很注重安静在神⾯前）所以问她，“那你有没有时间读神的话？”
她说，“当然。”她每天花很多的时间读神的话。刚才我们听到，她读以赛亚书⼆⼗遍，
神才对她开启。玛莎牧师说她读约翰福⾳，就是在他们信⼼家庭的主⽇学⾥⾯，⽼师
布置的作业是，你这个礼拜要读⼆⼗五遍创世记。她⾃⼰读约翰福⾳也是这样，⼏⼗
遍，所以神才对她开启。我们读圣经，我⿎励初信的，或者不管你是不是初信的，没
有好好读圣经的，你真的起码要读⼗遍、⼋遍。整本圣经要读过好多遍，然后慢慢地，
照着圣灵的引导，我们要怎么样读。我们也可以像刚刚讲的，哪⼀卷圣经你觉得是神
要你读，你就把它读⼏⼗遍。可以读以赛亚书读⼀卷，以弗所书读⼀卷，提摩太书⼀
卷，就是这么⼏⼗遍地来读它，神就会⼤⼤地开启你。 

今天另外⼀个重点就是：我们需要花时间安静在主的⾯前。安静在主的⾯前，当
我们来到祂的⾯前跟祂⾯对⾯，祂当时就会把祂的⽣命倾注在我们的⾥⾯，这个时间
真是太宝贝，太宝贝了！你有这样作的⼈，你就可以来讲见证。真的，当我们安静在
主的⾯前时，我们得的益处是何等得⼤！当我们⼼⾥没有平安、安静不下来、⼼⾥在
翻腾、在恐惧、在烦恼、不知道这件事怎么办，当我们⼀来到主的⾯前，主真的会马
上赐下平安给我们。当我们不知道怎么作，我们⾸先安静下来，跟祂亲近，安静在祂
⾯前，就可以听到祂的声⾳。当然这个声⾳我们不⼀定听得见，某⼈说话的声⾳，可
能就是⼀个意念，⼀个感动；或者神把祂的话就拿出来，使我们就想起神的某⼀句话，
我们就得到平安，得到智慧。 

真的是极⼤的福分，就是我们来到祂⾯前。所以感谢主，今天对我们来说是极⼤
的提醒，千万千万不要让敌⼈夺去我们的圣经，千万不要让敌⼈夺去我们来到主⾯前
的时间，敌⼈可以⽤很多事情来引诱我们，甚⾄把⼀些好像是好的，是祂的事⼯——
⽆论是到处奔跑，这⾥服侍，那⾥服侍，或者是某些事⼯，甚⾄是祷告的事⼯，是讲
道的事⼯，有时候都不知不觉把我们该给主的时间夺⾛了，让我们的⼼思意念⾥⾯⽼
是充满了那些事情，但不是主⾃⼰——这就太可惜了！所以但愿我们今天都被提醒，
要把该给主的时间，该来领受祂话语的时间，千万不要让敌⼈夺⾛，哈利路亚。 

把时间交回给玛莎牧师。 

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祢是我们的⽣命。耶稣，我们相信祢，我们相
信祢今天要向我们每⼀个⼈启⽰，祢就是我们的⽣命。他们要转向⾥⾯，要对祢说，
“主耶稣，祢就是我们的⽣命，⽤祢的圣灵复苏我们的灵。”我们请求祢今天早上把祢
的圣灵倾倒在每⼀个⼈的⼼⾥，当他们在祢⾯前等候的时候，主啊，浇灌祢的⽣命。
当他们与祢单独同在，打开圣经的时候，单独地与他们每⼀个⼈说话，他们就会发现，
圣经就是永⽣神的话语，他们就会听到祢个别地对他们说话。我们喜爱祢的声⾳，我
们相信祢，主祢要帮助每⼀位来经历，祢向他们倾倒祢⾃⼰的⽣命。每⼀次他们读祢
的话，等候在祢的⾯前的时候，祢就在成为我们的⽣命，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神祝福你们！今天单独与耶稣同在，祂会更加地与你亲近，向你显现⾃⼰，对祂
说，“主啊，请说，仆⼈敬听。”阿们！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