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9 日 網校課程: 谦卑 

瑪莎牧師         袁姊妹筆記 

o 耶稣呼召我们成为快乐的基督徒, 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他要用他的荣耀充满我们，

我们要常常喜乐，即使他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本相，看到我们的失败。求主开我们的眼

睛，让我们看到自己真实的本相，看到自己缺乏谦卑，看到自己容易生气，我们就服

在主的脚前，请求主原谅我们，请求他来洁净我们，用他的灵充满我们。求他不断的

在我们身上做工，荣上加荣地改变我们。 

o 今天改变一点，明天再改变一点，直到我们跟祢面对面的相见，直到不再是我，乃是

基督在我里面活著。（加拉太书 2章 20 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

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

己。」）以至于他可以在我里面，活出他自己的生命。 

 

❖ 把自己完全交給耶穌 

o 早晨一醒来，我们就当提醒自己：耶稣，祢就住在我里面。 

o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一直注视耶稣，仰望耶稣， 在他的荣美里更多看见他，深深的

爱上他。他是神的谦卑，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谦卑。他要把这个谦卑启示在我们里

面。我们里面有多少耶稣，就有多少谦卑。所以我们要求他的灵，更多的充满我们。 

o 耶穌是主的仆人。《腓立比书》二章说：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

式。他倒空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也鼓励我们要自卑。

《雅各书》告诉我们要在主面前自卑。这不是把自己看低了，常常数落自己。有些人

常说我不能做这个，我不会，事实上注意力是在他们自己身上。 

o 保罗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是因为不依靠自己，而是依靠住

在我們里面的基督之生命，所以我们应当停止注意我们的软弱或缺乏。 

o 你以为这样注意自己的不足就是谦卑，但有一位老师说：「忘记自己！不管是好的自

己，还是不好的自己，只专注在耶稣身上。」专注在主是多么的奇妙！让自己消失在

主里面，借着赞美，借着以神为乐，我们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主，成为一个倒空的

器皿，好让他来充满。这是多么的重要--我们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耶稣！ 

o 十几年前我对耶稣说： 「主啊，我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你。我完完全全的属于

你，我把我的灵，魂，体，全人都交给你。」不管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试炼临到

我，我都有这个坚固的磐石站立⋯⋯我属于耶稣。我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是完全属于耶

稣基督。在这里鼓励大家与主耶稣立约, 把自己完全的交给耶稣：「我是你的！」这

样，我们就可以支取《罗马书》8章 28 节应许：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

处。 



 

 

o 当有试炼难处的时候，我们的锚就抛地稳稳的。完全是为主。主对属于他的人照顾的

那么好，当我们对主耶稣说：「我完全是您的。」让主耶稣有完全的自由来照顾我

们。祂在等我们选择他。神给我们有自由的意志，而人选择按照自己的意思活，是多

么悲哀的事情。 

o 能把我们的一生交给主，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对主耶稣说：「你来为我选择, 按照

你看为好的。」即使有难处有试炼来, 我们知道他会让万事互相效益，让爱神的人得

益处 

 

❖ 在神的訓練學校裡 

o 主常常使用环境在我们里边做工。大卫的故事就是这样。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

看人心。大卫在野地放羊的时候，在那里敬拜弹琴歌颂神。神也看见我们，看见你的

心来敬拜，充满了对他的爱对他的尊重。大卫被膏作王，当时并没有坐上王位，神还

有很多的功课让大卫学习。神有一个训练的学校。你在神的训练学校吗？神用在我

们周围发生的事情训练我们，为的是让我们更多的像耶稣。 大卫杀死大巨人，

神的灵在大卫身上，扫罗嫉妒大卫，神要对付大卫里面的扫罗，就是神要把大卫里面

的「己」完全地除去。 

o 《诗篇》提到大卫所经历的，是那么多的试炼。但这些试炼都把大卫带到神面

前，越受苦他越靠近神。我们也应当如此，奔向耶稣，可以说我是被呼召作王的。 

有些人说我是被呼召作传道人的，可是我们不晓得要作传道人在这条路上要经过很多

的苦难。在大卫登上宝座这段路程经过很多的苦难。结果是使我们有更多的怜恤的

心。 

o 苦难是神的工具，能把我们从世界里释放出来，预备我们合乎主用。这就是为什么保

罗说我要夸自己的软弱，因为主让他看见他什么时候软弱了，他就什么时候剛强了。

在他身上有一根刺，他三次求主耶稣把刺除去。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

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学习神的道路，在使用我们之前他需要装备我们。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花了 30 年在神的训练学校裏学习，他才服事了三年半，是他服事

时间的 10 倍。所以我们要在神的训练学校里面有耐心。他要更多地让我们看见自己

的本相 。 

o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要大家祷告：「主啊，求你让我看见我自己，好像你看见我

那样。」 主就会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有怒气，我们的不耐烦，我们的自负，自大，

自满，批评论断的灵， 渴望被人认可，或者是落入一种沮丧，气馁，我们的不顺

从，嫉妒，想要控制，贪婪的欲望，谎言（不说出完全的真实）⋯⋯。 

o 在一次的课堂上，圣灵让一个姐妹看见她在说谎。中国人不愿意伤害别人，当别人问

他们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说实话，主让她看见，她就一直在哭泣，说：「我

一生都在说谎话⋯⋯」有人问我:「你喜欢我穿的衣服吗?」我们要特别小心要说实



 

 

话，我们可以在爱心里边说诚实话，你也许可以这样讲:「我觉得另外一件穿在你身

上会更好。」  

 

 

 

❖ 從「己」裡釋放出來 

o 主也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自私，自怜，自义，常常觉得我做的都是对的，别人都是

错的，自我的意志很强， 非常敏感…。主要把我们从自己里边释放出来。这些东西

的根就是骄傲，是从亚当和夏娃遗传下来的，而他们是从撒旦那里得到的。 

o 可是现在我们里边有另外一个生命，是基督的生命。当我们接受他的生命的时候，我

们就领受了他的性情，成为新造的人。是基督自己的生命胜过了一切的骄傲， 存心

顺服以至于死， 赢得了完全的得胜。他迫不及待要跟我们分享他的得胜，完全的得

胜。 

o 我们渴望那样的被耶稣充满，那样深深的爱上耶稣，完完全全的向祂降服。讓我们一

起呼求：「从我活出你的生命，耶稣你来掌权，我要你在我的心里边作王，我要你从

我里面完全活出你自己的生命。」 

o 凡是祂让我们看见的，祂就给我们。他所是的，他都愿意完全的给我们。我们里边有

多少耶稣，我们就有多少的谦卑。我们一日复一日在他的同在里生活，支取他的

生命-他的灵，不再被自己的己生命来占有。 

o 我们如果被自己完全的占有，我们就不能得自由；但如果里面满了耶稣，更多的看见

耶稣，就很自然的会在他的面前低伏。在这条路上耶稣一直都呼召我们，他一直不停

的做工，荣上加荣的改变我们，像他自己的样子。 

 

❖ 除去身上的糠秕 

o 我们在保罗的身上看见保罗经过很多的苦难，一直渴望被做成耶稣的样式。《以赛亚

书》28:28-29 提到，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的。这个磨也有「压伤」的意思。耶稣

在地上的时候称他自己是生命的粮，他这样说是因为他会成为我们的食物。耶稣刚出

生的时候，他们把他放在马槽里。马槽是给动物放食物的地方，预表耶稣是我们的食

物。我们吃他，就得喂养。他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食物。 

o 如果神呼召我们成为传道人来喂养人，他使我们成为那个被喂养的人的粮食，穀粒需

要被压碎，磨成粉，所以我们发现神也容许我们被打碎，被压伤，好叫我们能够成为

粮食。如果我们跟随耶稣，他呼召我们受苦。《以赛亚书》28:29 给我们带来盼望，

他不是一直打，也不是用很重的器具压伤。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在炼净我们的



 

 

过程中，他很小心的注意着，在每一个仆人的身上很小心的看着，他只容许这

么多的压伤打碎临到我们身上，借此把我们身上的糠秕除去。你可能觉得我们

身上没有什么糠秕，可是神看见了。好像他在大卫身上所看见的。他也一直在预备大

卫，使他有一天能够作王。他用这样的难处来预备大卫。 

o 神常常容许人们对我们做出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为着把我们更多地带到他的脚前。

很多时候，我们会责备那些他所使用的人，对他们有不好态度，觉得他们伤害了我，

他们对我做错了，我们忘记了我们是完全属于神的，他是我们的好父亲，这一切都是

他所容许的，并且他所容许的压伤是有限度的。 

o 他是一位满了爱的父亲，见我们身上有糠秕，尤其是那些服事神的人，他看见他们里

面的骄傲，自义， 自信……就像他对待彼得一樣。彼得没有看见，但耶稣看见他会

否认主耶稣。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后，主转过身来看彼得，他那样温柔那样慈爱的眼

光，使彼得的心都碎了……彼得服下来，完全的悔改。主用这种方式把彼得里面的骄

傲完全打碎，为的是他可以被圣灵充满，可以这样的使用他。 

o 保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耶稣，他问主：「你是谁 ？」耶稣告诉他：我就是你

所逼迫的耶稣，他永远不会忘记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他就卑微在主的面前。神容许

保罗经过许多的苦难，所以到最后他可以说：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

面活著，因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果神呼召你来服事他，要有一个很有果效的

服事，要有准备，让圣灵来对付你。他会使用其他的人，各样的环境，来帮助

你降卑在他的面前。 

o 當你需要更多的下来時，你觉得好像被压伤了。不要看那些神用来治死你的工具，不

要对那些神所使用的工具有态度，要认识神在制作我，因他看见我们没有看见的。他

在大卫身上看到大卫所不知道的，大卫经过这些试炼，于是大卫被改变了。在《诗

篇》里边大卫很受伤，可是在结尾的时候都是以赞美结束。他把他的注意力从问题身

上，从敌人身上，转到颂赞神的身上：「我的盼望在于你，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我

要敬拜你，我要向你欢呼，因为你是我的得胜……」。我们可以学到神做事的法则。 

o 当我们想要全然的归与神，我们就是给他权利，让他把我们制作的像他的形象，荣上

加荣的改变我们。我们被压伤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忍耐的心。有些人天性非常

敏感，很容易受伤。我的一个老师，主告诉她，有一个天性里最主要的罪：敏感（很

容易被冒犯），主告诉她如果她不处理这個，她就没有办法服事。她祷告求神释放

她， 每一次当她的敏感的态度出来的时候，她会去向那个人请求原谅，原谅她的过

于敏感，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这样来操练， 主就让她完完全全的得释放了。 

o 你也许還不知道你最主要的天性的罪是什么，也许是怒气 ，也许是你的很强的意

志，一定要按照你的方法来做，要求你的配偶一定要照你的方法做，否则你就会生

气…..这时候就是你要祷告求主来释放的时候。让圣灵作你的好朋友，你就不再

想要按着自己的意思了。如果你深深的爱上耶稣，我们就不會按照我们自己的



 

 

意思了。 完全的降伏于主是何等的喜乐！可以帮助我们从己生命中完全的被释放出

来。这些本性的罪，或者外边的罪，带给我们多少痛苦，耶稣来使我们得到自由。 

 

❖ 身上帶著主的印記 

爱尔兰的宣教士贾艾梅的诗篇：你怎沒有傷痕？（Hast Thou No Scar？） 

（一）你怎沒有傷痕？沒有傷痕在你肋旁？你名反倒遠播四方，你光反倒照射輝煌，你怎沒

有傷痕？ 

（二）你怎沒有傷痕？我是受迫掛在樹上，四圍儘是殘忍狂妄，我是受盡一切創傷，你怎沒

有傷痕？ 

（三）怎能你無傷痕？僕人該與主人同樣！本該與我同受創傷，而你卻是完整無恙！怎能你

無傷痕？ 

（四）怎能你無傷痕？他們為我受人捆綁，枷鎖監禁，並且流放，或是捨身，喂獅廣場，怎

能你無傷痕？ 

（五）你是沒有傷痕！我受摧殘，飲人鋒鋩，他們忍受忌恨、刀棒，你卻平安，不缺甯康，

你卻沒有傷痕！ 

（六）你卻沒有傷痕！是否你向世俗依傍，你怕自己利益失喪，遠遠跟隨，不甚明朗，所以

沒有傷痕？ 

（七）你怎沒有傷痕？沒有疲倦，只有安享？能否有人忠心，受賞？能否有人跟隨羔羊，而

他沒有傷痕？ 

o 保罗说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他要我们变成主的形象，我们必须学主的道路。耶稣

要我们否认自己，要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祂。当事情发生不顺我们心的事時，可能就

是神要我们下来，低伏在祂脚前，不再依靠自己，乃是依靠主的良善，求主来改变我

们。 

o 另一个例子是约瑟的故事，《创世记》37 章：他是父亲的宠儿，哥哥们嫉妒他，把

他卖为奴隶。39:2-3＂約瑟住在…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做对的事，

却被诬告；下在监狱里，主都与他同在。當時约瑟才十七岁。约瑟在神训练的学校里

学习，学习信靠神。因我们知道所信的是誰，并知道他必能成就他所要成就的。

40:14-15 约瑟说:”…记念我…施恩与我…提说我…救我…我实在是…我在这里…把

我……”這個 7 次提到「我…」，可是最后酒政却忘了他。过了两年，神让约瑟等了

两年，主知道多久是最好的。過了兩年酒政才想起約瑟。 

o 18 岁時主呼召了我, 主花了 40 年来制作我，才有机会去国外侍奉，这些年來，我一

直祷告求主改变我…。这两年主在约瑟身上做了什么? 41:16 法老召约瑟，约瑟回答



 

 

法老说:＂ 这不在乎我, 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 两年前的那个我不见了，神

被高举，这就是主在做的。 

o 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在主来之前, 神正在预备他的仆人。他要我们成为一个有用的仆

人, 他要改变我们, 当我们看见祂时, 我们要像祂。祂要荣上加荣地改变我们。让我

们注视他，仰望他，一直地注视耶稣, 完全降服, 把我们自己完全降服于主。“ 

❖ 禱告:  

主，我在这里，我是属于你的, 照我的本相接纳我, 把我制作成你所要的样子。让我

不要看环境, 不要看人, 让我一直看见你是那位让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你的人得益处

的。为着你的荣耀, 从各样的拦阻里释放我，让我看见我本性里的罪是什么，

给我一个顺服的心, 真实的悔改, 可以全然信靠你。主，你能改变我，是你呼召

了我们要全然属于你， 求你不要让我毁了你所交给我的服事，求你挪去任何拦阻你

旨意的。主耶稣，我们要你恋慕你，你是那么美丽，那么谦卑！你愿意进入我们的

心，让我们全然相信，你正在我们身上做工，你必完成你的工作，使我们更多低伏在

你脚前。主啊！谢谢你浩大的爱,，没有让我们照自己的意思活。今早你那么恩慈地

将你的心意交通给我们，为了让我们完全得着你。主啊！你有能力做成，你是信实的

主, 我们全然属于你，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完全成全你的旨意！你现在就按手在我们

头上, 让我们看见你, 将更多地爱浇灌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爱你更多, 爱你远远过于

爱事工，像玛利亚一樣将珍贵的香膏倾倒在你身上, 用眼泪湿了你的脚, 用头发擦

乾，不管别人怎样讥笑, 批评论断, 我要與你一同享受这香气。主啊, 我们要一同领

受, 让你同在的香气安息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你的爱人, 让我们从自爱中出来，

让我们全然爱你。主啊, 预备我们, 在你来之前, 你那么愿意临到我们, 把你的同在

向我们启示,  设立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尝尝你的滋味, 便知道你是美善。让我们有

更大的饥渴, 吃你, 喝你, 成为你甜蜜的爱人. 主啊, 我们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