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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課  認識寶血 

于宏潔弟兄 2013 年 8 月 18 日《新人門徒訓練》的信息整理文章 

 

背誦經文：「你們從前遠離 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裏，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

(弗 2：13) 

 

禱告： 

主，我們把這堂聚會交在你的手中，幫助我們，在這麼重要的真理上，讓我們不是以

為自己已經知道了。主啊，不僅讓我們明白真理，讓真理能夠叫我們得到自由，而且把我

們帶進真理，讓我們真是在這裡為耶穌基督做見證。謝謝主，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我想我們《新人門徒訓練》跟所有其他的課程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們非常強調實行。

我星期二禱告會的時候跟弟兄姐妹們講，馬克•吐溫曾經講過：螢火蟲尾巴所發的光跟閃

電所發的光, 相差實在太大了。同樣地，一個人有沒有熱忱（passion），會讓他所帶下來

的影響、能力、和程度有很大的差別，是沒有辦法擺在一起講的。 

同樣地，你只聽道而不行道跟真正行道之間的差別，就算不是天壤之別，但是我想跟

馬克•吐溫所講的也差得不遠。當你真正在生活裏面開始去實行我們所聽到的，你就會碰

到各式各樣的挑戰，然後你才發現原來這麼不容易。而且我們也才會發現爲什麽我們會軟

弱，然後我們就不敢隨便再把責任丟給環境、丟給教會、丟給周圍的人。因為我們會發現

在我們自己身上，很多的東西我們就是活不出來。所以，會讓我們在主的面前更加卑微，

也更加認真。這是我很盼望大家一起在主面前至少要有的領會。但是不要只停在這裡，我

們真的希望主把我們帶進一切的真理，帶進真理的實際。 

今天要講《認識寶血》。這個題目真的非常重要，就著我到現在已經信主了四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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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個題目是很多 神兒女們已經認為自己早就懂了的。“寶血”誰不懂呢？我們每個

主日都在擘餅，我們每次禱告都說：求主“寶血”潔淨我們。可是，從我們真正基督徒的生

命，跟生活裡面，你就可以知道我們對“寶血”的認識還是不夠。 

記得好多年以前當我講到《真道造就》，講“認識寶血”的時候。我說過有兩種的人都

是很容易持續地活在軟弱裡面：一種人就是根本不追求主，也不在乎主，在屬靈上馬馬虎

虎的。所以呢，基本上他的生活已經是屬靈遲鈍、屬靈麻木了。他犯罪、他撒謊，他沒有

感覺，已經是非常軟弱的一個人，而且長期活在這樣軟弱底下；他把主的施恩的血當作平

常，任意踐踏 神兒子。這種是隨便的人，這種是任意妄為的, 在主的面前活在軟弱、活

在失敗中。 

而另外一種活在軟弱裡面的，就是那些很追求主、很追求主，追求到似乎已經過頭的 

（原諒我這麼講）：就是他的良心敏銳到一個地步，或是良心軟弱到一個地步，他好像不

能夠容許一粒渣滓在他的生命裡面出現，他不能夠容許自己有任何的滑跌、有任何一點點

的失敗。只要有，他就過不去，而且他很長時間過不去。在我服事主的經歷裡面曾經就有

過好幾個這樣的人來跟我交通，他痛苦到一個地步，他沒有辦法聚會，他來到聚會裡面他

沒辦法喜樂，因為他三個月前撒過謊，他也已經跟主認罪了。我問他：“你跟主認罪了沒

有？”他說：“當然認罪了。”我說：“那你相信寶血潔淨嗎？”他說：“我相信。”我說：“你

爲什麽還控告？”他說：“沒辦法，我每次禱告，每次來到聚會，我就想：哎呀！我怎麼會

撒謊呢？”所以，他還一直活在那個控告裡面，活在那個走不出來的陰影跟壓力底下，所

以他長期就活在軟弱裡面。總要花個兩三個月把上一個東西對付完了，然後不久以後又倒

了。 

所以，這樣的人，其實也是不認識“寶血”。我也不能說他是非常追求，我只能說他是

良心過度敏銳的人，這也需要被主改變。希望等一下在結尾的時候，我能夠有機會讓弟兄

姊妹知道聖靈的光照、跟良心的指責、跟仇敵的控告，到底有什麽不同？然後, 我們應該

怎麼去面對它。 

那我們現在先來讀今天的背誦經文，以弗所書二章十三節：「你們從前遠離 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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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里，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請你們要知道，前面講到

遠離，跟 神根本無份無關。遠離 神，跟 神的諸約是局外人，所有的祝福都跟我們無份

無關。後面是講到跟 神親近，那麼中間的關鍵就講到什麽東西能夠架起了這個橋，讓我

們可以合在一起：「如今卻在基督耶穌里，靠著他的血。」這句話是不能少的。你可能

會問爲什麽要來這麼一趟呢？ 神是愛嘛，只要我們認罪、悔改， 神赦免我們不就好了嗎？

如果一個人的認罪是真心的，真的跟主認罪了，跟主悔改了。那麼， 神又是慈愛的 神， 

神就赦免人就好了，爲什麽一定需要“寶血”？ 

因為《聖經》上講到「罪的工價乃是死」， 神不光是一個慈愛的 神， 神也是一個

公義、聖潔的 神。所以「罪的工價乃是死」，就是在 神所定的規矩裡面，如果不藉著血，

罪就不得赦免。希伯來書九章二十二節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今

天我們所得罪的是 神（sin against God）。 

因此，你不能夠照你自己的觀念認為：我只要悔改、我只要認罪， 神就應該赦免我。

以前倪弟兄跟一個人傳福音的時候，那個人就一直爭辯，覺得人只要悔改就可以了。我們

弟兄就告訴他說，如果悔改就赦免，就什麽一筆勾銷了的話，那是不公義的。  

佛家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就忽略了公義的這一面：這裡只講到人，你只要悔改

就好了，不管你剛才殺了什麽人，你只要現在悔改，你在這裡你就可以成為佛。儒家的教

導說：知過能改，善莫大焉！不光過去的一筆勾銷，反而你是更大的善，你是了不起的人，

因為你知過能改。但是我們忽略了公義。我們忘記了我們犯罪是得罪 神，我們必須先要

滿足神對罪怎麼看，而不是滿足我們個人的看法。 

以前在美國讀研究所的時候，我有一個同學，她跑到 Walmart 買東西的時候，偷了人

家的東西。我們那時候是窮學生，買的是一個大八缸的車，是沒人要買的，因為那時候是

能源危機。79 年、80 年，美國人開始坐小車，這種八缸大車都沒有人要，所以都是我們

窮學生買。買了以後，一車八個人去買東西，然後，大家買完東西就結帳出來。我們走到

停車場一半的時候，一個警衛衝上來，就把一個小女生抓進去，說：“你偷了東西。”她一

直否認，他們就帶她去看錄影帶，把她的皮包打開來，果然偷了東西。我們那時候都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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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過，外表看不出來，家裡面很有錢。那麼，Walmart 就要用 Walmart 的方法來處理她，

因為她今天是偷了 Walmart 這家公司的東西。她不是偷了 Macy's，她不是偷了 McDonalds，

所以她不需要按照 McDonalds 的規定被處理，因為她沒有得罪 McDonalds，她得罪的是

Walmart。 

同樣地，今天我們犯罪，《聖經》上是說我們是得罪 神（sin against God）。所以，不

是地上的法律沒有找我，我就無罪。你可能做這件事情，沒有得罪地上的法律。你心裡面

對著一個婦女起淫念，沒有得罪地上的法律。你在這裡罵了人、你在這裡撒了一個謊，沒

有造成什麼傷害，你沒有得罪地上的法律。但是，我們犯罪是得罪 神。所以， 神對罪有

祂的要求，我們就必須照著 神的方法來解決。既然《聖經》上講到說：「若不流血，罪

就不得赦免了」，而「罪的工價乃是死」，所以 神的判斷就是你犯罪，要麼就是你接受

審判死掉，而且是永火的審判；要麼你就必須照 神的方法來解決你的罪。要滿足 神公義

的要求，就是藉著血，罪才得到赦免。舊約殺牛、殺羊、殺牲畜，贖罪祭、贖愆祭，各式

各樣的祭，它不過只是讓人的罪暫時得到遮蓋。詩篇三十二篇也說到：「得赦免其過、遮

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那個罪過只是暫時被遮掩。到了希伯來書的時候，才說到：

藉著耶穌獻祭，就贖了人在前約所犯的罪。所以，舊約的人是憑著信心用牛羊的血把自己

的罪遮蓋，但是沒有除去，也還沒有得到赦免，不過就是遮蓋。在新約耶穌一次完成了永

遠贖罪的事以後，就贖了人在前約所犯的罪，而且，這個血永遠有功效。 

所以，今天我們講到“寶血”，實在是非常重要的事。那我們底下因為時間的關係，我

們很快先來看到“寶血”至少帶給我們幾件很重要的事，它在我們身上該帶來的功效、該帶

來的祝福。我們先把它講完，然後我再來回答我剛剛所問的問題。 

 

1.使人得蒙救贖 

     第一個，在這裡講到使人得蒙救贖。那麼在使人得蒙救贖裡面，我把它分了三個小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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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解決了我們的罪，叫我們的罪得到赦免 

以弗所書一章七節講到：「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

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所以，在客觀的救恩和事實上，藉著耶穌基

督為我們流血，我們成為無罪的，也成為不再被定罪的蒙恩的罪人。所以，

我想你如果真認識“寶血”的話，你要知道不光是我們過去的罪，在我們認罪、

信耶穌以後被赦免，我們這一生的罪都被赦免了。因為在 神的眼中，我們

過犯得以赦免，我們得蒙救贖。 

《聖經》上好幾節的經文我們實在沒有空去看，大家把它寫下來。像希

伯來書九章十二節、二十八節，還有第十章十四節都講到 神的兒子祂一次

獻上就完成了永遠贖罪的事。是一次獻上就永遠完成（Once for All）。所以， 

神兒子給我們贖罪帶來的潔淨、帶來的赦免是一次獻上就永遠完成（Once for 

All）、是一生之久的。 

這個時候我們插進一個問題，因為這是很多福音朋友會問的問題。 神

赦免我一生的罪，那難道我就可以把施恩的血當作平常？我就隨便犯罪，反

正犯罪了，再認罪就好了。認完罪以後， 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要赦免

我的罪，洗淨我一切的不義。完了以後我又可以再去生活了。不小心犯罪了，

只要認個罪就好了嘛。所以，以前就有福音朋友跟我們講，他說：“這個 神

太不公義了。你們這些信耶穌的人也不見得比別人好，卻得救了，可以進永

生。第二個，你們又有寶血，一天到晚就說主潔淨你們，然後你們又可以去

犯罪。”我就跟他們講，我說：“你這是外行人說外行話。”我說: “我打一個簡

單的比方給你聽。”我說：“我三十年前，我有一次在一個朋友家作客，他們

知道我愛喝茶，所以那個女主人就去燒了熱水，然後泡茶給我們喝。她不小

心把剛燒開的水倒在我的右手上，那真的是非常痛。她就一直跟我抱歉，說：

“你不要擔心。不久以前人家剛剛給了我一種特別好的燙傷藥。”她把藥找出

來了以後，就馬上把藥膏塗在我手上最紅、最痛的幾個大的區，當場就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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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然後，在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的時候，我發現我所有塗過藥膏的

地方真的都不痛，但是當初被幾滴水濺到但沒有塗藥膏的地方卻痛得不得

了。 

那麼，請問有這麼好的藥膏，我放心了，我會不會一天到晚把熱水往我

手上倒？不會的！ 

每一次講到“寶血” ，我們要知道這是聖潔、無瑕疵、尊榮的 神的兒子

為著我們被罪惡玷污，因為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祂身上。一生的

罪孽，而且所有人的罪孽都在祂身上。你知道那對 神兒子造成多大的痛苦？

祂的痛苦還不是十字架肉身的痛苦，祂受的苦乃是祂從來沒有違背過 神，

從來不知道罪，從來沒有犯過罪，但是，耶和華使我們所有的罪，不管多髒、

多卑賤、多污穢的罪都歸到祂的身上，就如同是祂犯的。所以這個痛苦在 神

兒子的裡面。一個人如果真被救贖的愛摸著、拯救、感動，他不會任意犯罪

的，這個問題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 神的兒子一次獻上自己，就永遠完

成了贖罪的事情。 

我想這節《聖經》既然這麼重要，我們一起看一下，希伯來書第十章十

四節：「因為他一次獻祭，便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你敢不敢讀

這句話？赦免是一生之久的，不光是我從前的，乃是永遠的。這是寶血。然

後我們再看歌羅西書第一章二十節到二十二節：「既然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

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他叫萬有，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

己和好了。你們從前與 神隔絕，因著惡行，心裏與他為敵。但如今他

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們與自己和好，都成了聖潔，沒有瑕疵，無

可責備，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請問這些話我們敢不敢讀到自己身上？

「成了聖潔，沒有瑕疵，無可責備。」我想沒有一節我們敢讀到自己身上。 

我們或許還會承認自己有很多的美德、很多的性格，例如說：問你是不

是一個殷勤、勤快的人？我相信在座很多人會舉手，覺得自己是個勤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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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果問我們這個人是不是還算有憐憫？我相信我們可能很多人也會舉

手，覺得自己還是有憐憫的心腸。以前有個年輕弟兄看到螞蟻，我們要把螞

蟻拈死，他叫我們不要。結果我們還是動作太快了，把螞蟻拈死了。那個十

幾歲的孩子就哭起來了，他憐憫心太強了。但是當我們講到聖潔的時候，我

相信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聖潔。而保羅卻告訴我們，基督所完成的救贖叫我

們「成了聖潔，沒有瑕疵，無可責備」。 

這都是講到在基督耶穌裏面，祂的 “寶血” 所成就的，祂在十字架上所

成就的。祂真的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超過了我們所能夠相信的。所以我們

要知道當你每一次來到 神面前禱告的時候，當我們真正在這裡求主潔淨我

們，求主的“寶血”遮蓋我們。 我要稍微聲明一下：在舊約的罪是被遮蓋。那

麼，在新約的罪是被赦免、被洗淨，所以就著真理上，不需要再講遮蓋。但

是我們常常在禱告的時候說：“求主寶血遮蓋我們”，是因為我們要讓主的

血在這裡成為我們的保護，成為一個界限，使仇敵再也碰不到我們，仇敵再

也不能傷害我們。尤其在屬靈的爭戰、在醫病的禱告上，我們求主的“寶血”

遮蓋我們，是因為主的寶血就是一個最絕對的界限，是撒但跨都跨不過來

的。因為這是 神兒子的生命， 神兒子的聖潔、 神兒子的能力都在祂的血

裏面。 

所以，當我們每一次禱告來到 神面前的時候，不管你剛剛多失敗、不

管你自己感覺 神赦免你沒有，我們都應該求主潔淨我們，求主的 “寶血” 遮

蓋我們。你要知道“寶血”不是給你看的， “寶血” 是給誰看的？是給 神看

的。你看舊約逾越節，血是抹在哪裡？門楣上、門框上面，人是躲在房子裏

面的：這講到我們藏身在基督裏。然後當滅命的天使出來審判的時候，他說：

「我一見這血，就越過你們去。」所以，血是給 神看的，不是給我們看

的。當 神一見到這血，舊約是羔羊的血，新約是 神兒子聖潔無瑕疵的血。

所以，當 神每一次透過血來看我們的時候，看到我們就如同祂兒子一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3-08-18 

 

ND-202         Page 8 
 

 

樣，是完全聖潔、完全美麗，那樣吸引祂，所以祂愛我們、祂抱我們、

祂享受我們。很多的時候，我們就憑自己的感覺，我覺得 神赦免了，我才

平安。這是我們活在自己的感覺裡面。要在信心裡面支取“寶血”的功

效，不是在感覺裡面，不是在經歷裡面來支取“寶血”，請大家一定要

記得。 

當 神用洪水審判全地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可以逃避 神的審判，連天下

再高的山，水都淹過了。換句話說，你沒有辦法用人的方法去逃避 神的審

判，你說我跑到山上、你說我爬到樹上、你說我住在高樓上，沒有用。天下

最高的山都被水淹沒了， 神的審判是臨到全地的。沒有人可以逃避 神的審

判。但是，當我們藏身在基督裏、藏身在方舟裏的時候，水再高，方舟都在

其上。 

請大家要記得這就是我們偉大的救恩、全備的救恩，一次獻上就永

遠完成（Once for All）。仇敵再也不能傷害我們，連 神的審判都不能

再臨到我們，因為基督的“寶血”這麼完全。 

弟兄姊妹，這個是要用信心的，尤其當我們軟弱、失敗、犯罪的時候，

我們都不敢在 神的面前有這樣的坦然。所以，很多的時候，我們的事奉、

我們的能力、我們講話剛不剛強，都是根據我剛剛有沒有犯過罪。其實一方

面來説這是對的，犯罪要有感覺，我們要在主面前覺得虧欠。但是另外一方

面，如果我們真認識 “寳血”，知道自己不是故意犯罪，而且我們也真的主的

面前認罪，在主血的底下得到了祂的赦免、得到祂的寬恕，我們也悔改了。

我們就要知道，我們在仇敵面前是剛強的，我們甚至在  神面前都是勇敢的。 

所以，你看羅馬書第八章，我們很熟的《聖經》羅馬書第八章第三十二

到三十三節：「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衆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

和他一同白白地賜給我們嗎？誰能夠控告 神所揀選的人呢？有 神稱

他們為義了。（或作“是稱他們為義的 神嗎？”）」你就發現連稱我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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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 神都不能控告我們，因爲祂兒子的血是絕對的、祂兒子的救恩是

完全的，完全到一個地步，祂透過祂兒子的血看我們，代價已經付了，

公義的要求已經滿足了，連稱我們為義的 神都不能控告我們。 

底下接著講「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

裏復活，現今在 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有基督云云”，或作“是

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裏復活，現今在 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的基督

耶穌嗎？”）」（羅馬書 8：34） 

弟兄姊妹，我們首先要認識到 “寳血” 是太偉大的“寳血”，我們常常太

不認識 “寳血” 了，我們實在應該大大地感謝 “寳血”。然後，我們也絕對不

能糟蹋 “寳血”。 

約翰壹書第一章第七節：「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 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剛才我念的以弗

所書第一章七節是講到 “寳血” 在我們身上客觀的果效：事實上 “寳血” 讓

我們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而在這裡約翰壹書第一章七節是重在主觀的

經歷上，我們要活在光明中，藉著在光中與 神相交， 神兒子的血洗淨我們

所有的罪。 

因為常常在跟 神相交的裡面我們才會發現：哎呀，原來我今天講話的

時候，當時以爲沒什麽，現在  神讓我看到原來我的講話裡面充滿了肉體、

充滿了驕傲、充滿了誇口。在跟 神相交的裡面，神光照了我，我認識到我

有罪，我跟 神求赦免，求主潔淨我。所以，過一個無罪的生活，並不是說

我們的罪還一直在我們的身上。而是說，今天在跟 神相交、活在光明中的

時候， 神可以一路上顯明，照明在我們的身上。讓我們在主的面前不斷地

被潔淨、不斷地出來、不斷地潔淨，從而讓我們過一個脫罪的生活。所以，

逾越節完了以後，接著是七天的無酵節，就是過脫罪的生活。讓我們裡面不

光是藉著逾越節，罪得赦免，我們脫離了審判。而且我們開始在主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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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的光中過無酵的生活。 

 

2） 因信稱義 

羅馬書五章九節：「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稱義，就更要藉著他免去 

神的忿怒。」啓示錄七章十四節：「…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

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了。」 

弟兄姊妹，我們要知道今天沒有一個人敢憑著自己因行律法，或是自己

的行爲，在 神面前稱義。沒有一個！今天，你如果說一隊駱駝，誰能夠從

這個針的眼穿過去，牠就能夠倖免，不會被殺，你就知道沒有一隻可以穿得

過去。 

要我們這有罪的人能夠在 神的面前站立得住，說在我身上沒有瑕疵、

沒有得罪 神，我沒有犯過罪，就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難。沒有一個人敢這

樣講。但是，今天就是在耶穌基督的寶血裡面，我們能夠這樣講，因為 神

兒子的聖潔成為我們的聖潔，這就是哥林多前書第一章三十節說的：「 神又

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是祂成為我的聖潔。這就是

因信稱義。 

 

3） 與 神和好 

藉著“寳血”，我們不光能夠與 神和好，跟 神親近，以 神為樂；而且

至終我們可以來事奉 神。我在這裡列了几節經文，其實本身念過去就已經

很有力了、很重要了。歌羅西書一章二十節：「既然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

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他叫萬有，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

和好了。」羅馬書五章十一節：「不但如此，我們既藉著我主耶穌基督得

與 神和好，也就藉著他以 神為樂。」然後，希伯來書十章十九節到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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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著他給我

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祂是用祂自己的血把這條路給我們買回來

了。 

祂是一條又新、又活的路，所以當我們每一次走在上面的時候，“寶

血”新鮮的能力，“寶血”潔淨我們、讓我們被更新的能力都在我們的

裡面，祂是又新、又活的。我們每一次親近 神，踏在這個血的路上，

讓我們可以進到至聖所，來到至高 神的面前。 

希伯來書九章十四節說：「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

獻給 神，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

奉那永生 神嗎？」所以整個救贖最後的根基，讓我們不光因信稱義、跟 神

和好、以 神為樂，而且到最後，我們能夠事奉永生 神。 

從前有個小小的故事，講到有一個非洲的小黑奴，他在那裡伺候他的主

人。有一天在休息的時候，他在玩彈弓，結果那個彈弓 “叭” 一下出去，就

把家裡面的一隻鴨給打死了。他就嚇壞了，看看旁邊沒有人，他就在樹旁邊

挖了一個洞，把這個鴨子埋下去了。埋下去了以後，那天傍晚廚子開始做飯

的時候需要生火，他就把這個小黑奴叫來。他說：“你去幫我生火去。”那個

小黑奴想說這個廚房的事是你的，我是做別的事，你幹嘛叫我呢？他說：“你

幹嘛叫我呢，這些又不是我的事。”他說： “你不要忘記樹旁邊埋著那隻鴨子。”

他一聽，臉色就變了。他以為沒有人知道。結果沒想到被廚子知道了。他就

只好去幫他生火。等到晚上都吃完飯以後，那個人又來找他。 “去給我洗碗

去。”他說：“洗碗不是我的事啊。”他說：“你又忘了樹旁邊的那隻鴨子嗎？”

所以他又只好去洗碗去了。所以，他天天就被這個人這樣控告他、逼迫他，

天天就活在恐懼的裏面，活得很辛苦。有一天他實在是受不了了，他也覺得

對不起主人。主人說：“鴨子到哪去了？”他就去跟主人認罪，主人赦免了他，

說：“你下次不要再這麼調皮了，但是你很誠實，我原諒你了。平安地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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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他從主人那裡走出來的時候，那個廚子又叫他：哎呀，你給我過來，

去做什麼事情。他就根本不理他，廚子說你不要忘了樹旁邊的那隻鴨子。怎

麼樣？（So？）你又能拿我怎麼辦？他就說我已經跟主人認罪，主人都赦免

我了。 

弟兄姊妹，當我們的罪在我們身上不過去的時候，仇敵可以一直控告我

們。當我們認罪，我們跟 神就和好。當我們跟 神和好的時候，我們看到祂

就不再害怕了，我們能夠享受祂的同在，享受跟主人一起的歡樂。然後，我

們可以很自由、很釋放地來事奉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見整個過程沒有？

“寳血”讓我們罪得赦免，因信稱義，與 神和好，以 神為樂，到最

後事奉永生 神。我們的罪被赦免，我們除去所有的死行，為的是叫我

們侍立在這位永生 神面前來事奉祂，那這是最尊貴、最榮耀的價值。  

 

2. 寶血賜給人永遠的生命。 

主耶穌在地上的時候，祂特別說到：「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他裏面。」什麽東西能夠在祂裏面、祂又在另外

一個裏面？除非他們是聯合的。這裡講到我們跟主之間，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不光

是有份于 神永遠的生命，而且是跟主完全地聯合。 

弟兄姊妹，在這裡講到吃喝，一方面講到享受，另外一方面講到聯合。我所吃的

所喝的，化成我的生命，化成我的力量。很多人都聼不懂這句話，說這話甚難，所以

就離開主，不再跟隨耶穌了。但是，我們這些得救的人都知道這是指的什麽。吃主的

肉、喝主的血，講到祂的生命，有份於祂永遠的生命。吃的肉、喝主的血，講到

跟祂完全聯合。這是一個最親的關係。 

所以我們每次擘餅聚會都希望大家能夠來，能夠好好在每個禮拜的開始，

禮拜天第一個的聚會裡面，我們在主桌子面前，藉著吃主，藉著喝主，一方面記

念耶穌為我們受死，為我們所成就的救恩，另一方面我們在這裡藉著吃主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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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祂有完全的聯合。讓我們在這條去而不返的路上，讓我們力量可以復原。 

 

3. 是立永約的憑據 

在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八節，跟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四節，主在設立餅杯的時

候都說到：「因爲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所以主在這裡告

訴我們，祂的血不光洗淨我們、讓我們的過犯得以赦免，而且祂用血跟我們立了一個

約（covenant），是永遠不改變的。人可以失信，這又何妨呢？豈能夠因著人的失信，

就廢掉 神的信實嗎？這是主耶穌的偉大。祂用祂自己的血跟我們立約。 

古代那些印第安人部落之間，他們要立約的時候，或是這種幫派結盟的時候，都

要割血，表示真誠。主耶穌是用祂自己整個的生命、用祂的血來跟我們立約，告訴我

們，祂永遠愛我們。 

希伯來書第九章二十節也講到「這血就是 神與你們立約的憑據。」然後在哥林

多前書十一章二十五節，跟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第二十節，主在設立餅杯的時候，一共

《聖經》上四次提到主設立餅杯的事，三次是在四福音，一次是在哥林多前書。那麽

前兩次，馬太福音跟馬可福音是說：「這是我立約的血。」但是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二十節跟哥林多前書十一章二十五節，祂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強調我

們握到這個杯，是一件很榮耀的事情。所以雖然服事的同工把杯子拿到我面前，我還

是忍不住想握它一下。因爲這是祂用血跟我們立的新約。整個新約裡面所有的應許和

祝福，都在這個杯的裡面，是祂用祂的血跟我們立的。 

所以，擘餅聚會其實是很榮耀的。不光讓我們碰到祂跟我們立約的血，是立

的永約，是用祂的命，用祂的聖潔的血跟我們立的約。而且，祂用祂的血跟我們

立了一個新約，所有新約裡面的福分都是我們的。所以當這個杯傳到我手上的時

候，當我手上握到這個杯的時候，整個新約所有的應許、所有的祝福、所有偉大

的計劃，我都跟它們發生關係了。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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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讓我們可以勝過仇敵 

你要知道，仇敵一直來控告我們，仇敵非常會控告我們，牠是晝夜在控告我們。

所以在啓示錄十二章十一節說到：「弟兄勝過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

所以藉著主的 “寳血”，讓我們勝過仇敵的控告。藉著主的 “寳血”，我們接受了最安

全、最安全的保護，所以仇敵不能夠控告我們。而且我剛才講過，主的血說明了主的

生命，說明了主一切，祂的聖潔、祂的能力，祂所有的東西都在祂血的裏面，因爲利

未記十七章告訴我們，他說：「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活物的生命是在血裡面。後面

的時候就講到：“血裏有生命”。 

所以當我們講基督的 “寳血” 在我們身上，仇敵跨得過來嗎？跨不過來。英文也

常常講一句話，你要先跨過我的身體才能過去。對不對？你如果想要去打他的話，你

先從我身上踩過去。這就是保護，對不對？你要做這件事情，你從我身體踩過去。那

麽，今天 “寳血” 在我們身上的意義就是這樣。哪一個仇敵，可以跨過 神兒子的 “寳

血”，才可能夠碰到（reach）我們，才能摸我們？而主的寳血是絕對的聖潔，你想有罪

的撒但怎麽可能敢碰？而且主的生命是絕對的全能，你想撒但怎麽跨得過去？ 

這就是爲什麽我們在爭戰的時候說要用 “寳血”，任何爭戰、任何服事都要靠 “寳

血”。你再得勝，就算你最近已經幾個月從來沒有失敗過，從來沒有被定罪過，你來到

主的面前服事，還是要靠“寳血”。沒有一個服事，沒有一個爭戰，沒有一次蒙 神

悅納，不是靠“寳血”。一定要有這個認識。 

如果你覺得你最近得勝，就比較敢服事，就比較敢大聲講話，比較敢講重話，你

還是不認識 “寳血”；如果你最近比較失敗，比較軟弱，比較跌倒，就不敢坦然來聚會，

不敢唱詩，不敢禱告，也是不認識 “寳血”。我們要知道，“寳血” 遠遠、遠遠大過我

們的經歷，大過我們所能活出來的，大過我們所有的感覺。這個在客觀的裡面、在主

觀的裡面，都應該是這樣。仇敵怕 “寳血” 怕得不得了，但是我們用 “寳血” 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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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是這麽少。 

所以，賓•路易師母在她晚年病重快要走的時候， 神的兒女們正在唱一首詩歌，《有

一血泉》—— 等下我們會後結束有空可以唱。當人正在唱的時候，有人突然想說要換

一首詩歌，結果沒想到賓•路易師母在她最後臨終之前，她說：“不要更換 神正在使用

的兵器。” 因爲她在面對死亡，最後這一關要過去的時候，別人在她旁邊唱這首詩歌，

她就覺得 “寳血” 實在是她最需要的。別人可能想換一首比較榮耀、去見主啦、喜樂

的詩歌，她就跟人家說：“不要去更換 神正在使用的兵器。“寳血”永遠是我們爭戰

的兵器。 

「弟兄勝過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啟 12：11）我們所能見

證的道，永遠是在後面。不是說我們見證的道不重要，而是真正的根基是羔羊的血，

能得勝是因為羔羊的血。所以，在祂血的裡面，有絕對的聖潔，有完全的能力，有

絕對的愛，有絕對的順服，這都是仇敵所沒有的，仇敵所怕的。“寳血”實在是

仇敵所最怕的。 

 

5. 讓我們能夠體會神聖大愛 

啓示錄一開始就說到「他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罪惡。」所以當我們

每一次講到血的時候，你就算什麽都忘記了，你要知道在血的裡面有完全的赦免，你

要知道在血的裡面碰著 神的大愛，碰到羔羊捨命的愛。你在血的裡面，碰到 神兒子

那個完全榮美聖潔的生命。每次講到血，你至少碰到這三件事情，碰到祂完全的

寬恕和赦免，碰到祂絕對的愛、那個捨命的愛，碰到祂那個得勝的能力、聖潔得

勝的能力。這是我們每次講到血的時候，我們都要有的感覺。 

羅馬書五章八節說：「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

在此向我們顯明了。」所以，詩篇二十三篇講到「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

一方面講到 神愛我們，在爭戰之前，先吃。地上人打仗都是打贏了才吃慶功宴，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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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兒女們是先吃慶功宴才去打仗。你看他們進迦南的時候，在耶利哥平原就吃逾越節

的筵席，不是吃一般的筵席，也不是吃住棚節，也不是吃什麽節的，他們吃的是逾越

節的筵席。換句話說，在仇敵面前， 神為我們擺設的筵席，就是祂兒子捨命的大

愛。所以我們每個禮拜在這裡，講到在仇敵面前，祢為我擺設筵席，主的身體、主的

餅、主的杯在這裡。講到祂愛我們，祂為我們死，祂為我們流血，祂為我們成就了一

切。在這個杯的裡面，所有的祝福都在裡面，整個新約都在裡面，在這個餅的裏面，

祂的生命全在裡面。所以我們藉著吃主喝主，有份于偉大的得勝。 

 

 如何支取基督寶血的功效？ 

我們現在講在生活裏面我們怎麽樣來支取主“寳血”的功效。我這裡提到了三個

點。 

1） 憑信心來支取 

我剛剛其實都已經講過了，“寳血” 一定要在信心裡面來支取，而不是憑著

感覺，不是憑著自己的經歷，不是憑著自己的得勝或失敗，來決定 “寳血” 的功

效。知道 神的兒子已經流血了，祂聖潔的血在我們身上， 神一看見這血就過去

了，血是給 神看的。所以當你禱告完，真正認罪完，悔改了，求主的寳血潔淨

我們。我跟你說，你就是要向 神坦然無懼。不管你感覺如何，不管仇敵又怎樣

控告你，不管你自己又怎麽樣地懊悔，那只是你個人的感覺。但是在 神的眼中，

你是完全得勝的，這需要用信心。 

（1）對 神 

所以，當 神赦免我們的時候，《聖經》裏面講得很清楚：祂不光

是把我們的罪丟在背後，踏在腳下，而且沉入深海，祂永遠不再記念。

所以當你真正認罪悔改的時候，在寳血的裏面你已經被洗得乾乾淨

淨，如果你再去為同樣的罪去認罪， 神就說你在講什麽？因爲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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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完全沒有了，比錄音帶洗掉了還要乾淨，因爲在 神兒子的血裏面

是完全的潔淨。這要用信心來支取。 

（2）對著撒但 

對著撒但，我們要拒絕牠的控告，仇敵就是一直要控告我們。等

下我要講到，聖靈的責備跟仇敵的控告有什麽不同。 

（3）對自己 

我們中間一些良心特別軟弱的人，裏面會有很多的定罪。我們不

能不注意良心，良心是 神所造的。但是自從人類墮落犯罪以後，這

個良心就一直被破壞，所以每一個人良心的標準不一樣。你的良心標

準跟我的絕對不一樣，可能有很多的事情上一樣，可是也有很多的事

情不一樣。中國人的良心標準跟外國人良心標準又不一樣，對不對？

你可能撞了車，一看沒有人看到你就趕快跑：“哎呀，天賜良機。” 我

們家的鄰居倒車時不小心撞到我的車，就留個字條在我車上說：我不

小心撞到你，我現在沒空，請你有空的時候跟我聯絡，我願意賠你錢。

我上次講的香港那個黑社會的頭子，他說：我一輩子憑良心行事，因

爲我賣的毒粉從來不摻假的，是真的。 

所以，每一個人良心標準是不一樣的，已經不能夠成爲標準，不

能夠成爲 神審判我們的標準。但是，你受良心的控告，良心總是一

個提醒。保羅也提醒我們，要常常存著無虧的良心。他說良心裏面如

果有破洞的話，那你在 神的面前就好像船壞了一樣，它早晚是要沉

的。你沒辦法再繼續往前，它一定會帶來傷害、帶來攔阻、帶來停頓，

你沒辦法在主面前自由地往前。所以良心的責備是需要解決的。 

2） 在愛中來領受 

剛才已經講過了，我們要在愛中來領受 神捨命的大愛，祂永遠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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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要把主施恩的血當作平常而任意犯罪，反而應該藉著常

常吃主喝主，與主聯合。 

我們現在來問一個問題，就是怎樣分辨 聖靈的光照、良心的責備、還有 仇敵的

控告。這三個是不一樣的，我剛才已經講到良心是不標準的，但是良心有它的功用，至

少是人第一道的保護，如果良心有責備，要去面對它，不是說不要管它，你不要昧著良心

做。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良心並不標準, 並不是良心沒事了，你就沒事了。 神的光照、基

督的生命是遠遠超過良心的，遠遠超過是非善惡的。 神不要我們吃分辨善惡樹的果

子，不是叫我們不要去分辨善惡是非，而是你光分辨完了，你沒有能力去活出來又

有什麼用？ 神要我們吃生命樹的果子，因為這個生命本身就已經知道什麼是善、

什麼是惡，它本身不僅知道，而且能夠活出來 神所要的。所以 神叫我們不吃分辨善

惡樹，不是只是去講對錯、講是非，而是要叫我們活在生命的原則裡面。這個大家要搞清

楚。 

雖然良心的指責被破壞、不標準，但是它還是有它的價值。那麽聖靈的光照呢，就是 

神親自來光照我們，讓我們知道我們錯在哪裡。這個東西遠遠超過是非標準，遠遠超過道

德標準。這是跟 神的生命性情、跟 神自己本身聖潔的要求發生關係。在別人來説，完全

沒問題（totally fine），甚至在你良心標準裡面來説，我沒有犯錯，但是 神仍然可能光照

我們。例如說：明明是羅得錯，亞伯拉罕沒有錯，但是 神可能感動亞伯拉罕，叫他要去

救羅得。明明是他錯，是他中傷我，他在背後説謊言，他破壞我，我裡面憤怒、生氣，但

是 神卻居然叫我去跟他和好。這個是違背常理的，違背良心的，違背道德標準的，所以

聖靈的光照是超越的。 

弟兄姊妹，聖靈的光照是從 神來的，祂遠遠超過良心，永遠超過道德，永遠超

過人的理由、人的疆界。祂來的目的是為了要叫我們被改變，叫我們能夠像耶穌；

祂來的目的是叫我們得生命。祂光照我們，祂責備我們，是要叫我們這個人得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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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祝福。目的是正面的，結局是正面的。 

而仇敵的控告，是要來破壞我們。牠的目的是要破壞我們跟 神之間的關係；

牠的目的是要叫我們沒有辦法在 神面前繼續坦然地來事奉 神。所以，牠整個的目

的就是要來破壞。牠用的方法的確是藉著我們所犯罪的事實，牠嘮嘮叨叨地一直控告，一

直重複（keep repeating）。連你在 神面前認完罪了，牠還來控告。有點像箴言說的，（對

不起啊，你們姊妹們不要生我氣，這是所羅門說的。）好像嘮叨的婦人、像屋檐下滴滴答

答一直在滴的雨滴一樣。牠老是不停，滴滴答答……講完了又來。你早上起來，牠也在滴

滴答答；白天做事，牠也在滴滴答答；晚上想睡覺了，牠還在滴滴答答地一直說：“你犯

罪了，你對不起主，你不配服事主，你這個人怎麼可以這樣。”牠就這樣一直控告，讓你

不能平安。 

所以，我們要接受聖靈的光照，但是，我們要拒絕仇敵的控告。你就算分不清楚

任何東西，你就在主面前禱告，你說：“ 神，我現在在這裡。求祢藉著聖靈來光照我。讓

我知道我的惡行，到底我在什麽地方我得罪了祢。我口中的言語、心裡的意念、或是我所

說、所行，有什麽地方是不蒙祢悅納的，求祢光照、求祢顯明。” 所以，你不需要自己分

析，你讓聖靈來做。當 神光照顯明哪一個點，我們真的也承認錯了，我們就在主面前向

主認錯。而且，非常真心、誠懇地向主認罪，求主赦免。不光求主赦免，而且我們採取悔

改的行動。我們願意在主的面前從錯誤裏面出來。然後，我們就感謝祂的赦免；感謝基督

的寶血；感謝 神在基督裡面給我們新的機會。你就平安地往前。當你往前去的時候，仇

敵的控告還是不會停的。牠還是會來說：“不要忘記了樹旁邊那隻鴨子。”牠會常常提醒你

說：“你看看，你前兩天做的事情，你怎麼好意思？如果別人知道了，你還敢服事嗎？” 牠

常常就會在這裡講: “像你這樣的人，如果大家知道了，誰肯讓你服事？誰肯聽你講道？”

你整個良心就會垮下去。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憑信心拒絕牠。拒絕所有仇敵的控告。 

所以，你要知道撒但的控告跟聖靈的光照源頭不同、目的不同、方法不同，通通都不

一樣。一個是從撒但來的，一個是從 神來的。仇敵的控告是要毀壞我們；摧毀我們跟 神

的關係；敗壞我們，讓我們不能事奉 神。但是，聖靈的光照是叫我們可以事奉 神。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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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潔淨我們、改變我們、讓我們更可以來事奉 神。用的方法也不一樣：聖靈的光照就

是清清楚楚的，對就是對、錯就是錯，那麼清楚地讓我們知道。而仇敵的控告可能加這個、

加那個。當然很多是事實，但是，更重要的是牠從來不停。你如果不拒絕牠，牠不會停的，

會一直來，把我們這個人至終打垮。仇敵在你沒有犯罪以前，牠會淡化犯罪的結果，牠會

鼓動你犯罪；等到你犯罪以後，牠就是第一個回來控告你。 

我以前講過一個小故事：一個小女孩，媽媽離開家的時候告訴她說不可以偷吃糖。這

個媽媽沒有好好讀羅馬書七章：非因律法說不可以起貪心，人都不知道什麽是貪心。如果

你不告訴她說不可以吃糖，她就不知道家裡有糖。媽媽離開後，那個糖的誘惑就一直在她

裏面攪動她。你可以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來由不得我。她就想：“糖到底在哪裡呢？” 就

在家裡翻箱倒櫃，最後找到了在一個瓶罐子裏面，六顆很大的糖。各種不同顏色 —— 紅

色、藍色、綠色、紫色，吸引她得不得了。她就看著糖，想到媽媽說的不可以吃。又看著

糖，糖一直 “呼召” 她。撒但有辦法，就跟她講：“你不要吃嘛，你舔一口總可以吧。”她

一想：“對哦，我不要吃，我舔。”她就拿出來，舔了一口，發現還是一樣大，顏色還是一

樣的顏色。她就把那其他五顆全部舔過一遍。舔完一遍，發現還好好的啊，看不出來。開

始舔第二回合、第三回合、第四回合。然後，說時遲那時快，幾個回合過去了以後，糖都

變小了，顏色開始改變了。然後，仇敵就在她裏面說：“反正媽媽回來一定會發現的，挨

打是早晚的，乾脆吃了吧。” 所以，她就把它們全部吃掉了。吃完以後，整個人就恐懼，

想到媽媽回來要生氣、要責打，就活在壓力底下。媽媽回來也不敢去開門，也不敢像從前

一樣去親近媽媽。你就發現主觀上，各方面她通通就落在仇敵的網羅裡面。 

這雖然是一個小小的故事，但是這確實就是仇敵在我們身上的工作：之前誘惑我們、

淡化犯罪的結果，讓我們輕看犯罪的結果，甚至幫我們想辦法犯罪。可是等到我們犯罪的

時候，牠是第一個回來控告我們。 

所以，我們需要在主的面前求 神幫助我們：在信心中支取“寶血”的功效，在

愛中來領受。每一次講到“寶血”，碰到祂的愛，碰到 神、碰到主耶穌神秘的大

愛。而且，我們不糟蹋“寶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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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唱《聖徒詩歌》第 90 首：《有一血泉》的一、三、四節 

 

有一血泉 血流盈滿，流自耶穌肋旁。 

罪人只要 投身此泉，立去全人罪愆。 

立去全人罪愆，立去全人罪愆。 

罪人只要 投身此泉，立去全人罪愆。 

 

被殺羔羊 祢的寶血，永不喪失能力。 

被贖教會 洗得清潔，永遠與罪隔離。 

永遠與罪隔離，永遠與罪隔離。 

被贖教會 洗得清潔，永遠與罪隔離。 

 

藉著信心 我見此泉，從祢傷痕流出。 

救贖的愛 成我詩篇，一生銘刻肺腑。 

一生銘刻肺腑，一生銘刻肺腑。 

救贖的愛 成我詩篇，一生銘刻腑肺。 

 

禱告： 

主，我們的心何等地感謝祢。是的，被殺的羔羊，祢 “寶血” 永遠不失去祂的

能力。祢所賜給我們的潔淨、祢賜給我們的拯救乃是一生之久。因著祢一次獻上自己

就完成了永遠贖罪的事，使我們在祢的面前得以成聖、得以完全直到永遠。 

主啊，祢這麼偉大的愛，這麼偉大的救恩，實在遠超過我們所能明白，甚至從

我們很多時候的失敗和軟弱中，都可以顯明我們對祢的 “寶血” 認識得是何等得少。

主啊，讓我們不敢輕看祢 的 “寶血”，不敢把祂當作平常。更不敢在祢的血中來任意

犯罪。主啊，但是我們也求祢賜給我們剛強、賜給我們單純的信心，讓我們不再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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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軟弱所困，讓我們更來拒絕仇敵給我們所有的控告，讓我們在基督耶穌裡，在祢

血的底下，我們能夠坦然無懼地來到 神的面前。就算我們軟弱了，失敗了，跌倒了，

犯罪了，我們更需要在祢血的底下，再回到 神的面前。 

主啊，幫助我們。讓我們知道如何使用這得勝的兵器。主啊，我們知道我們能勝

過仇敵，就是因著祢的血和我們自己所見證的道。主啊，剛強我們。不管是在這裡聽

見這篇信息的人，就連在所有透過網路聽到這信息的人；不管我們身上有多少的污

穢、敗壞、軟弱、失敗；不管我們過去有多麼不堪回首的歷史；主啊，也不管仇敵怎

樣地傷害、破壞、控告我們。但是，主，讓我們今天在祢血的底下，我們再一次得到

更新；再一次在祢血的底下，我們得到完全的平安。也更是在祢血的裡面，讓我們來

摸著這偉大的愛；在祢血的底下，讓我們來有份于這偉大的生命。好讓我們真是不僅

僅罪得赦免，也讓我們能夠過脫罪、無罪的生活。謝謝主，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