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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祷告：主，我们为着你的同在感谢你，在你的同在里有满溢的喜乐。让我们一起来享受

耶稣，一起来仰望祂，祂正在向我们微笑，祂告诉我们祂是那位使饥饿的得饱美食。我

们再次来到祂面前就是为了饱得祂自己。让我们来注视这位神的羔羊。祂在等着我们，

神在遍地寻找这样的人：就是心里谦卑的人。我们来到祂面前，渴慕来认识祂。让我们

的每个气息都在呼喊，主啊，让我认识你！当我们看见主，就忘记自己。我们空着手来

到祂面前，手里什么也不带，就单单来到十字架面前来支取，在十字架里面我们找到了

生命，就是荣耀神的生命。哈利路亚！让我们的心在神面前俯伏，让你的灵如雨浇灌我

们，我们里面是干渴的土地，需要你的活水来滋润。我们才刚刚把脚沾着了水，好像以

西结，我们想要更多，要更进深，让水浸到膝盖，直到最后，成为可洑的水。让我们往

水深之处去，不要让我们停留在岸边。当我们在圣灵的水泉里忘掉自己，你的话应许说，

从我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我们要深深的饮取，满足我们的饥渴，一定要得着

你。主，我求你临到每一个课室，因你应许我们，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你就在我们当

中。主啊，我们在这里，来充满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你！活水，浇灌我们！让我们在

祂的同在里静默一会，安息在祂的爱里。 

 
o 诗歌：我爱你，爱你，我爱你，耶稣！主，我们爱你！你太好太奇妙！主啊洁净我们的

心。荣耀归给神。 

 

 
v 为我造清洁的心 

o 神看重我们的心。圣灵能显明我们里面的光景 - 通常会借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我

们在家里，跟家人在一起。常常我们里面的个性（nature）就会显明出来。在教会里面

人们看起来很属灵，但是在家里我们真实的本相才显明出来。这个真实的本相才是神所

看见的。从我们的内心显明我们的本质。（Out of our heart proceeds our real nature. ） 
o 經文(可 7:20-23 ) 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 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

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渎、骄傲、狂妄。 

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 

o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那么愿意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祂愿意用祂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心。

在睡觉前，祷告耶稣的血来洁净我，整夜的洁净我。是很好的操练。 
o 大卫在诗篇 51章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正

直”或作“坚定”）。」大卫得到启示看到他自己的心，他看到他里面的恶。这是他悔

改的祷告。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Creating me a clean heart. ） 「造」是一个很有

能力的词。（Creating is so powerful. ）当我们提到「造」，我们就想到神能够造整个

宇宙。如果神能够造宇宙，祂也能造一个清洁的心。这是否可以给你信心呢？在《马可

福音》，我们看到我们里面满了骄傲，我们需要神来洁净。 
o 在箴言也有这样的警告：(箴 16:18-19) 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心里谦卑与

穷乏人来往，强如将掳物与骄傲人同分。(箴 29:23 )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

的，必得尊荣。(雅 4:10) 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o 所有圣经的真理都是把我们引到耶稣的脚前。神把祂的真理启示我们，祂要我们抓住真

理。整个圣经里有很多的警告，对于骄傲的警告。传道人在这方面需要更小心。 

 

 



o 在哥林多书信里，我们看到，神允许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保罗说到这个原因，是免得他

自高。所以神允许这个刺来刺他。保罗 3 次求主把刺挪去，但是，神对他说:「我的恩典

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林后 12:9）保罗就不再求了。

保罗知道神使用这个刺，是为了使他降卑在耶稣脚前，能够来支取神的恩典。在他的软

弱里，能够来彰显神的能力。「软弱」就是成为一个倒空的器皿。慕安德烈告诉我们，

「谦卑」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倒空的器皿，完完全全的倚靠神。从这种完全的倚靠里，

神就彰显祂的能力。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就能够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

刚强了。所以保罗最后能够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v 神對付尼布甲尼撒的驕傲 

o 但以理他们被丢进火炉。你知道谁在火炉里吗？我们都知道那第四个人。就是主耶稣。

当你在火炉里，好像整个地狱都在攻击，因为你顺服神，神会与你同在。祂跟你一起在

火炼的试炼中。当他们从火炉里出来，王就说，没有神像你们的神！他就做了见证：(但
4:1-3) 尼布甲尼撒王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

意将至高的 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

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这是个奇妙的赞美！这位外邦的国王宣扬神的伟

大奇妙。 

 
o 后来尼布甲尼撒王讲到了他梦见的异象，（参照：但 4）(但 4:13) 我在床上脑中的异象，

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神知道我们心中隐藏的地方。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 

因这个梦尼布甲尼撒王很困惑。他召但以理来，「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

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异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当我们在世

上行走时，人应看见我们的不同，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灵。 

o 神看到尼布甲尼撒王的内心，神看到他的骄傲。但是神还给了他盼望。还给他存留了树

墩。（参照：但 4）(伯 14:7-9)“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其根虽

然衰老在地里，干也死在土中；及至得了水气，还要发芽，又长枝条，像新栽的树一样。 
o 多年前神用(但 14:9)的经文给我盼望。神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像是致命的一击。但是祂

说及至得了水气，水气预表圣灵，圣灵把生命赐给我们。还要发芽，又长枝条，像新栽

的树一样。当神呼召我们向己死，向我们己的骄傲死。 

o 骄傲有很多的表现：在彼得里面的自信，夸口，其他门徒的嫉妒，争论谁为大…，当神

治死骄傲，我们感觉快死了。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必须治死肉体的工作。当我们躺在祂的脚下觉得死了，圣灵的水会进来，还

要再发芽。谢谢主！谢谢你赐圣灵给我们。你叫人死，你也使人活。（You kill and make 

alive.） 
o (但 4:27) 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

你的平安可以延长。 这是但以理对王的谏言。我们知道这个王很成功，他的国很大，

非常兴旺，富裕。但是他对贫穷的人不一定有怜恤之心。我们对每个人都要存怜悯之心。

耶稣说，怜恤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怜恤。… 所以但以理劝告王，从罪恶中悔改，

除掉罪孽。 

 
o (但 4:28-34) 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 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原文

作“上”）。 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

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



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等

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

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

甲长长，如同鸟爪。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

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 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学习常常举

目仰望耶稣是何等重要！ 

 
o (但 4:35-37) 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

的意旨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作什么呢？」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

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

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

他所作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 

 
o 这是个非常好的例子给我们看。虽然王得到警告，有一段时间，他谦卑与神同行，从 29

节的经文可以看到有 12 个月，他谦卑与神同行。经过 12 个月，他忘记了神的警告。我

们需要警醒。时刻谦卑与神同行。我们需要有悔改的灵，对人保持怜恤之心，要怜恤是

需要有谦卑的，是需要有神的灵的。12 个月过了，他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大巴

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还在他口中，就有声音从

天降下，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神所说的一定会成就。  

 
o (但 4:34) 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诗人说，我要向天举目，我的帮助从何

而来，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祂的聪明复归于他了。他便称颂至高者。神在等着这个时

刻，神在等着我们来仰望祂。我们需要仰望耶稣。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需要转眼仰

望耶稣，祂在等着我们来仰望祂。祂会赐下巨大的释放，拯救。神的作为很奇妙，神恢

复了他的国，他的聪明复归于他。 

 

 
v 神乐意让我们倚靠他 

o 我们学到的功课是很清楚的 ：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

所作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那是他学到的功课。

如果我们自己下来该多好，谦卑在耶稣脚前。谦卑在主面前好过神兴起环境使我们谦卑。

神让我们经过试炼降卑，祂那样做因为祂爱我们。祂知道骄傲会毁了我们。神知道骄傲

正是地狱的气息，是撒旦里面的，是撒旦要放在人里面的，目的是为了毁坏。耶稣来是

要给生命，魔鬼来是为了毁坏杀害。所有的骄傲是从撒旦来的。耶稣要释放我们。 

 
o 神容许不容易的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被降卑，被羞辱。很多年前，我在工作，

我不是很清楚我该做什么，我在上司眼前非常狼狈，我的错误被显在众人面前，那时我

的心转向耶稣，我说真希望我死了，太难堪了！我只是在里面轻轻对主说。主说了一番

甜蜜的话，「对，你正在死去，你正在向己死去。」（well，you are dying, you dying to 

self. ）所以当我们很难堪的时候，神正在除去我们的骄傲。（So when we are 

embarrassed The lord is working to destroy our pride. ）我们应当说，耶稣，离开你我

什么也做不了。我非常需要你，我时刻需要你，帮助我。 

 
o 神乐意让我们倚靠他。因为祂爱我们。祂造了我们是为了成为属他的人。祂想把祂自己



的生命交通给我们。祂盼望我们倚靠祂。但是我们的己使我们独立不倚靠祂，说我们可

以做，没有祂我们也可以。我们这样去做就失败。祂在等着救我们“到我这里来，我会

照顾，我会帮助你”因为祂渴望与我们联合。我们可以享受安息，耶稣告诉我们祂会给

我们安息。He loves to have us dependent on him. He made us just to be his. He wanted 

to communicate His life to us. He wanted us to depend on him. But our own self makes 

us independent, saying we can do without him. Then we try and fail. He is waiting to 

rescue us. “come, come to me, I will take care. I will help you.”  because He wants us 

to be united to him. We can have that rest. Jesus tells us he will give us rest.   

 
o (路加 8:26-39)路 8:35 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

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在耶稣脚前是多么好的地方！就

如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他的聪明复归于我，他便称颂至高者。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人，

心里明白过来。哦，他坐在耶稣的脚前。哈利路亚！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耶稣的脚前。 

 
o 骄傲使我们意志很强（strong-willed，headstrong）。骄傲会拦阻我们的思想，骄傲会

阻碍我们的思考能力。耶稣要释放我们。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耶稣的脚前。被祂的圣灵充

满，圣灵就是谦卑柔和的灵。让祂洁净我们的心。不管多少仇敌的势力来攻击毁坏，耶

稣仅仅一句话仇敌就逃跑。 

 
o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幅很美的图画。(參路 8)格拉森的这个人和尼布甲尼撒王，他们嘴里满

了赞美。我们的嘴需要常常充满赞美的话，时时赞美主。有时候难处临到，我不知道怎

么做，我就开始赞美主：主啊，赞美你，我信靠你，相信你，你掌权在天，你有大能拯

救，在你岂有难成的事吗？我一生都活在骄傲中，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赞美你，感谢你！

这正是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他举目望天，赞美神。他的聪明复归于他。这个格拉森人

也一样，在那里的人看到他的改变，他穿上衣服了，心里明白过来了，他正坐在耶稣脚

前。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爱你，你的路超越我们的路，你给我们警告，审判，是因

为你非常爱我们，你不要骄傲毁坏我们。 

 
o JMI 成立之初周牧师仰望主这个事工叫什么名字。主说，是我的事工。耶稣的事工。不

是我们的事工。所以这个名字就是耶稣事工（Jesus Ministry）。从一开始周牧师就希望

讲《谦卑》这个课。因为骄傲会毁坏事工，不仅是毁坏基督徒生命，甚至是服事的人。

特别从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我们学到，当事工变大，成功，这时更当小心仇敌要毁坏神

的工作的计谋。我们就需要花更多时间在耶稣脚前。 

 

 
v 脫離属灵的野心和骄傲 

o 玛莎牧师认识的一个姊妹。她在事工上很成功，突然之间她被挪走，神开始制作她。在

这之前，事工就是她的生命。她在职场的时候，非常成功。因为神看到她里面的野心，

要成功要居上，通常这个野心也转化为属灵上的野心，想要为神成为大人物，为神做大

事。但是神让她看见她的心，这个野心必须被钉（nail down）在耶稣脚前。她的一个呼

求就是「哦，我要认识祂」（o, that I might know Him!）这个祷告一直持续到她回到

天家。她那么殷勤的祷告为骄傲和野心在神面前悔改。她也在读慕安德烈的《谦卑》，

每天都读，她逐句读并为此祷告。 

 



o 我遇见她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当时她非常安息，平安，充满了神自己，就是握手都能感

到她里面充满了神自己。神不仅赦免了她属灵的野心和骄傲，神还救了她神乐意让我们

倚靠他，完全的释放了她。因着她的得胜，神在她里面活出来（God manifest within her）。

很多人借着她找到耶稣。很多人找她，包括伟大的教师，传道人，她就为他们祷告，神

就在这些人里面做巨大的改变。神释放了她，住在她里面，在她里面活出来，祝福了很

多的生命。虽然这是 60 多年前的事，我还记得那种神同在的丰富甜美。 

 
o 现在主也呼召我们，神呼召我们离弃骄傲。记得耶稣讲道，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些在自

己里面无有的人（Those who have nothing in themselves）天国是他们的。温柔的人有

福了，他们不为自己求什么，(the meek seek nothing in themselves) 他们必承受地土。

这是登山宝训的头几条教训，这些教训到现在仍然是真理。我们需要为着我们觉得灵里

的富足和强壮悔改。求耶稣把祂的柔和谦卑穿在我们身上。（We need to be repent of 

being rich and strong in our own spirit. And ask Jesus to clothe us with His humility）

就像这个格拉森人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 

 
o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祂主动降卑（腓 2:5 ）。哈利路亚！在我们前面有得胜！

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赢得了，这个得胜是属于接受祂的人。祂说，到我这里来，我要

给你安息，我要释放你，把你从己的重担下释放出来，从骄傲的魔爪里释放出来，我用

我的谦卑给你穿上，你要学习常常坐在我的脚前。学我的样式，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就

必得享安息。我们必须记得，事工是主的事工，我们不过是倒空的器皿，我们唯一有的

是与祂的关系，服事是从这关系自然的流出。我们需要一直与主连接。 

 
o 禱告: 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给我们安息。当我们歇了自己的工，你就在我们里面活

出来。主，求你膏抹每个学员，充满每一颗心，让每个人里面有更大的渴慕要来坐在你

的脚前，让你以谦卑为衣服给我们穿上，哈利路亚！主，我们支取你的生命。耶稣，你

何等信实，你呼召我们，你必要做成。我们信任你！在每一位里面动工，帮助我们花时

间等候在你脚前，相信你就在我们里面改变，为着你自己的荣耀。奉你荣耀的名祷告。

阿们！ 

o 诗歌：《主活在我心》主活在我心，何等奇妙救恩，基督活在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