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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18日			週五班			玛莎牧師	Martha	Weldon	 谦卑与更深进入主的爱	3	
	
	
親愛的主耶穌,	我們歡迎祢!	我們謝謝祢，因爲祢就與我們同在。一直在等候著我們,	從每
一個地方,	每一個角落。我們就是來到祢的面前,	為著祢。主阿,	我們求祢將祢的聖靈澆灌
下來。我們是很有需要的一群百姓,	我們知道我們是何等,	何等的需要祢。我們就是來信靠
祢。祢自己將聖靈澆灌在每一個課室上面。我們知道祢就行走在我們中間。我們要伸出我

們的手來摸著祢。喔,	將祢的靈澆灌下來,	在我們裡面作那改變的工作。我們渴望活著不再
是我們,	乃是基督活在我們裡面。…	方言…我們就這樣單單的來信靠祢。喔,	願祢再充滿每
一個課室。祢應許我們,	祢的聖靈要自己來教導我們。喔,	向我們說話,	讓我們不會錯過。
謝謝祢,	主耶穌!	阿們！	
	
大家早!	是個很美麗的早晨！對有些學員可能是你們晚上的時間。這裡有一個很美麗的太
陽,	照得很亮。事實上,	主耶穌渴望將祂的光,	照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就這樣子來等候祂！哈
利路亞！在這兩個禮拜,	我盼望跟大家來分享關於謙卑!	對主耶穌來講，謙卑是非常心上
的事	。也許你們當中有人讀過這本書,	書名叫	謙卑,	是慕安德烈寫的。很多很多年以前,	也
許已經 50年前了,	我有的這本書。當我在讀時,	裡面充滿了祝福。如果你們帶著禱告的心
來研讀,	主會把祂的真理注入在你的心裏。,因為這本書是在很大的恩膏之下寫出來的。	在
今天的書店很少有書是要教導人關於謙卑,	可是我們可以把這本書當作教科書,	鼓勵大家來
讀,	如果你們沒有這本書的話,	可以在 Amazon那裡訂購,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起看一下第五
章那裏,	在接下來的一個禮拜裡,	大家有時間可以把這裡這一段讀一讀。這邊講到在主耶穌
門徒中間,	他把這一章主要的經文,	他說你們中間誰為大,	就當作眾人的僕人。這是在路加
福音那裡第 22章 26節那裡出來的。你們中間誰要為首的,	讓他作眾人的僕人。主耶穌不
但教導門徒這樣,	他自己的生活就這樣行出來。我們看到他在聖經裏面記載最後表現出來,	
他所作的榜樣。當他們一起在那裏吃晚餐,	主耶穌拿一盆水開始洗門徒的腳。他的 12個門
徒都在那裡,	甚至有一個人把祂當作敵人的賣耶穌的猶大。可是我們看見主耶穌在這裡給
我們一個圖畫	：他好像跪在那裡,	一個一個門徒他為他們洗腳。它給我們一個圖畫來向我
們描繪出他向著我們每一個人的呼召	-	他說誰為首領的,	要像服事人的。你們看到我所做
的,	你們稱呼我夫子、稱呼我主,	而我是那一位為你們洗腳的。何等奇妙的耶穌,	祂是我們
寶貴的主。他是神的兒子,	一切的權能都是賜給他的。然而他呼召我們,	來到他面前來得著
他的謙卑。他知道要活一個最快樂的生活。當我們開始在研讀著謙卑的時候,	我想先跟大
家來述說到底當我們讀謙卑最後的結論會是什麼？我們能夠謙卑的程度不會超過擁有主耶

穌祂的生命在我們中間,	在我們裏面,	活出來的程度。我們會發現在我們自己裡面沒有謙
卑。當亞當、夏娃他們犯罪的時候,	驕傲進到他們的裡面,	所有一切的難處就開始了，我們
今天看到一切的問題世界上。撒旦把它裡面的驕傲，種在我們的裏面。我們唯一可以得勝
的路就是來接受主耶穌祂的聖靈在我們裡面。主耶穌告訴我們,	你們這些勞苦擔重擔的人
要到我這裡來,	你們心裡必得享安息。你們要學我的樣式,	我心柔和謙卑。當主耶穌跟他的
門徒到房間樓上一起用最後的晚餐時候,	他的門徒中間,	這些門徒是將來要成為未來領袖
的。在主耶穌上十字架之前,主耶穌教導他們一個最重要的功課,	你們看到我為你們所做的,	
你們也要在你們中間如此行。知道這些門徒裡面的驕傲,	他們是作領袖的,	他們是主耶穌的
門徒。我想把慕安德烈對他們的描述,	讀給大家聽。這些人他們已經丟下一切來跟隨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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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甚至天父也向他們指示來顯明主耶穌基督,	他們已經相信了主耶穌,	他們也愛他,	他們
遵守了主耶穌的命令。他們撇下了一切跟隨了主耶穌。當眾人有一些人他們退後不跟隨主

的時後,	這些門徒還繼續的跟從。甚至有人說,	他們即便為主而死,	他們都願意。可是在這
一切事情的底下,	在他們的深處裡面,有一個很深的驕傲藏在那裏。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個黑
暗,	這個驕傲所帶來的。可是這個驕傲要被治死,	需要被趕出去。他們不能夠來帶著聖靈的
能力來為主作。今天也是一樣,	其中有人是服事主的,	也許有人是作教授的或是傳福音的或
是主的工人或是作宣教士的或作教師的。那些恩賜顯然在這些器皿身上,他們是祝福的管
道對許多人來講。可是當真正的試煉來時,	更深的來認識這個人的時候,	常常我們痛苦的發
現這些人沒有謙卑的恩典。讓我們來認識到謙卑這件事情,	實在是最重要的,最緊要的。唯
有當聖靈帶著祂豐滿的能力臨到我們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得著。這好像解答了我們一切的
問題。我們擁有謙卑多少就反應我們擁有主耶穌多少,	祂使我們能夠在祂裡面的主耶穌性
情有分。主耶穌渴望從我們裏面活出祂那謙卑的生命。我們不需要太沮喪,	當我們發現裡
面充滿了驕傲。就有一個很偉大的答案就是藉著聖靈的大能,	祂能夠改變我們。哈利路
亞！哈利路亞！喔,	主耶穌我們感謝你,	祢已經為我們付了代價。主啊,	祢渴望澆灌凡有血
氣的,	祢渴望將祢那神聖的性情來裝滿我們。你渴從我們裡面活出您那謙卑的生命,	我們就
好像一個倒空的器皿來到你面前。	喔,我們求祢來改變我們,	使我們成為祢所要的樣式。預
備我們來作祢的新婦。喔,	能穿上祢的謙卑,	來準備好迎接祢的再來。噢,奉主耶穌的名我
們禱告。	
	
讚美主,	在彼得前書有一段經文彼得前書第五章,	當我們讀福音書的時候,	我們知道彼得為
大為首的人,	他希望能夠成為眾人的首領。你們記得他如何的誇口,	即便眾人都離棄你,	我
卻永不離開你。在五旬節那一天,有一個奇妙的大改變發生。當他講信息時,	那天講道上千
人都信了主。這也教導了我們,	我們多麼需要聖靈的大能。他晚年的時候,	他寫了他的書信
給那些做首領的,	做長老的。第五章第一節,	我這作長老的作基督受苦的見證,	同享後來所
要顯現之榮耀的他。告訴這些長老們,	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的旨意照管
他們,	不是出於勉強,	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為了貪財,	乃是出於樂意。也不是轄制所託
付你們的羊,	乃是作群羊的榜樣。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	你們必得永不衰殘榮耀的冠冕。美
麗的描述,	他在對做領袖的人說,	這邊說長老,牧者。他說要牧養他們,	而不是轄管他們,	乃
是作他們的榜樣。當主耶穌來的時候,	這位牧長顯現的時候,	他會讓你得著那不能衰殘的榮
耀冠冕。第五節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	。就是你們眾人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
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	施恩給謙卑的人。所以你們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時候祂必
叫你們升高。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	祂必顧念你。我們看到彼得何等樣的改變在他
的心裡,	他曾經想要做首領,	這時候他說你們彼此要做僕人。我知道在華人中間常常我們被
教導,	我們年幼的要順服年長的。第五節這邊講到我們眾人也都要彼此的順服。無論你是
教會做首領的或是你是一個學生。我們需要學習彼此的順服,	有些時候學生們有很好的建
議，我們需要聽他們的。我們必需要學習,	我們不需要都作老闆,	不要轄管他們。有些人他
們會有比較好的建議,	不要覺得我們都是比他們好。這裡第五節講到我們要以謙卑來束
腰。主耶穌很想讓我們穿上,	披上謙卑的衣袍。	
	
我們看到啟示錄的第三章,	我們來讀主耶穌告訴老底嘉教會。我們一起來讀啟示錄第三章
第 14-17節。你要寫信給老底嘉教會的使者說,	那為阿們的,	為誠信真實見證的,	在神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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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為元首的說。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你既如溫水不冷
也不熱,	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	卻不知道你
是困苦、可憐、貧窮、瞎眼,	赤身的。我們在之前的幾堂課講到說,	我們向主耶穌求他向我
們顯明真實的自己。就好像這一段經文所描述的,	不知道我們是可憐的,	貧窮的,	赤身的。
當我們來到主耶穌同在的中間,	他打開我們的眼睛來看,	我們是多麼的需要祂。可是他沒有
要把我們留在那裡面,	留在絕望的光景。第 18節祂馬上說,	我勸你向我買火鍊的金子,	又買
白衣叫你可以穿上。我們把剩下的幾節都讀完,	18	我	勸	你	向	我	買	火	煉	的	金	子	，	叫	你	
富	足	；	又	買	白	衣	穿	上	，	叫	你	赤	身	的	羞	恥	不	露	出	來	；	又	買	眼	藥	擦	你	的	眼	
睛	，	使	你	能	看	見	。	
19	凡	我	所	疼	愛	的	，	我	就	責	備	管	教	他	；	所	以	你	要	發	熱	心	，	也	要	悔	改	。	
20	看	哪	，	我	站	在	門	外	叩	門	，	若	有	聽	見	我	聲	音	就	開	門	的	，	我	要	進	到	他	那	裡	
去	，	我	與	他	他	與	我	一	同	坐	席	。	
21	得	勝	的	，	我	要	賜	他	在	我	寶	座	上	與	我	同	坐	，	就	如	我	得	了	勝	，	在	我	父	的	寶	
座	上	與	他	同	坐	一	般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凡有耳的都應當聽。哈利路亞！主耶穌
就是那個答案。他說你就來我這邊,	來跟我買白衣,	你來穿上我的謙卑。噢,	讚美主！我們
盼望穿上白衣,	我們想要作新婦。我們想要那個白衣,	所以我們必須向祂直奔而去,	好叫祂
用祂的義給我們穿上,	好叫我們可以披上祂的謙卑。我們在彼得前書讀到也是這樣。對於
我們每個做老師的,	我們中間做老師的很好的一段經文。我們都需要穿上,穿上謙卑。我們
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時候他要叫我們升高。這些都是神的恩典,	是他手中給我們美麗
的禮物。我們要更加發現我們自己沒有謙卑,	我們有多少的謙卑就是從我們裡面讓主耶穌
的靈活出有多少。		喔,	讚美祂的名!	我們來仰望祂,	主耶穌現在就來充滿我們。用祢的靈來
充滿我們!	我們看見我們深深的需要,	好像你說的我們是困苦的,	可憐的,	瞎眼的,	不管我們
是多年輕或年長,	不管我們是做老師的或做學生的,	你都向我們顯明,	我們真的需要。我們
就來到你的面前,	向你求一個新鮮聖靈的洗。用你的聖靈來充滿我們,	開始在我們裡面作那
大的改變。我們單單的注目祢身上。就如祢的應許，當我們敞著臉來看你的時候,	你就來
改變我們,	榮上加榮。讓我們常把祢擺在我們的面前,	好叫我們可以反映祢的榮形。你呼召
每一個人來做你祢的見證人。當中已經有許多人撇下一切來跟從祢了。很多人就像 12個
門徒中間的一個,	我們離開了我們世上的工作。甚至離開我們親愛的親戚家人,	我們為了要
跟隨祢。我們渴望能夠來作一個教導的人,	能夠作服事主的人。可是我們何等需要祢的聖
靈,	我們要切切渴望聖靈來掌管我們的生活。好叫我們能夠像使徒保羅來宣告説,	活著不再
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阿們！唱歌：	主活在我心,	噢何等奇妙救恩,	基督活在我

心。阿們！哈利路亞！這是主耶穌幫我們存留的安息,	當我們卸下自己工的時候。他實在

應許我們,	他的軛是容易的,	他的擔子是輕省的。你想要一個輕省的擔子嗎？阿們!	我們從
祂那裡來接受。讓我們花一切的代價來追求,	接受一切的機會使我們能夠謙卑。這些事情
會更清楚的教導我們在衪裡面的地位。我相信謙卑也是一個教會能否可以合一的重要關

鍵。我知道你們當中有些人作領袖的,	作工人的。我們知道在作神的工的時候,	常常遇到一
個很大的攔阻,	眾人不能夠同心。在美國我們有個口號說,	當我們聯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

就站立得住？當我們合一的時候，神的工作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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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看到路加福音第 22章的時候,	24節起了爭論他們中間誰為大，這些事情在門徒中
間發生,	這些門徒在爭論中間他們那，一個人可以算為大。主耶穌說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
理他們,	權管他們成為恩主。但你們不可以這樣,	反過來,	你們裡頭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
為首領的倒要像要服事人的。是誰為大?是坐席的,	還是服事人的。不是坐席的大嗎？我在
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人的。大的要服事人的。在這個爭論中間,	他們彼此的爭吵。就像剛剛
提到慕安德烈的書,	他在那裡寫出來我們在事工裡面最大的一個問題,	那些爭論都是從驕傲
來的,	我們常常覺得我們自己的意見是最好的。在許多的教會他們有分裂,	他們沒有在同心
合一,但願主耶穌來幫助我們!	在主耶穌向我們呈現的圖畫。我們也可以用慕安德烈的書,	
來作我們的教科書。這本書實在是在恩膏裏寫出來的。當然主耶穌把自己的話藉著聖靈的
恩膏教給我們。我們來看一下,	在腓力比書第二章第一,二節的經文,去年有讀過這一章,如
此觸動我的心。所	以	，	在	基	督	裡	若	有	甚	麼	勸	勉	，	愛	心	有	甚	麼	安	慰	，	聖	靈	有	甚	
麼	交	通	，	心	中	有	甚	麼	慈	悲	憐	憫	，2	你	們	就	要	意	念	相	同	，	愛	心	相	同	，	有	一	樣	
的	心	思	，	有	一	樣	的	意	念	，	使	我	的	喜	樂	可	以	滿	足	。是保羅的一天呼召,	使我們能夠
有一樣的心思,	有一樣的意念。凡事不可結黨,	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	個人
看別人比我們自己強。各	人	不	要	單	顧	自	己	的	事	，	也	要	顧	別	人	的	事	。當你們以基
督耶穌的心為心。我們繼續讀到第 12節,	我們從第五節開始讀:	5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
為心 6	他	本	有	神	的	形	像	，	不	以	自	己	與	神	同	等	為	強	奪	的	；7	反	倒	虛	己	，	取	了	奴	
僕	的	形	像	，	成	為	人	的	樣	式	；	
8	既	有	人	的	樣	子	，	就	自	己	卑	微	，	存	心	順	服	，	以	至	於	死	，	且	死	在	十	字	架	上	。	
9	所	以	，	神	將	他	升	為	至	高	，	又	賜	給	他	那	超	乎	萬	名	之	上	的	名	，	
10	叫	一	切	在	天	上	的	、	地	上	的	，	和	地	底	下	的	，	因	耶	穌	的	名	無	不	屈	膝	，	
11	無	不	口	稱	耶	穌	基	督	為	主	，	使	榮	耀	歸	與	父	神	。	
12	這	樣	看	來	，	我	親	愛	的	弟	兄	，	你	們	既	是	常	順	服	的	，	不	但	我	在	你	們	那	裡	，	
就	是	我	如	今	不	在	你	們	那	裡	，	更	是	順	服	的	，	就	當	恐	懼	戰	兢	做	成	你	們	得	救	的	
工	夫	。這裡是我們的主耶穌他如何的降卑我們沒有像他的心這樣想到。祂要我們以祂的
心為心,	有他的態度。他虛己,	存心卑微以至於死。第 12節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繼續常

順服的,	不但我在你們那裡,	如今我不在你們那裡更是順服的,	就當恐懼戰兢做成你們得救

的功夫。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為要成就祂的美意。有人常常讀到這
節經文說恐懼戰兢作成得救的功夫。下一節裡面講到,	這邊講到我們要作成得救的功	
夫。可是祂馬上就提到,	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們心裡運行,	他沒有要求我們要靠著自己的努
力來得著謙卑而沒有他的幫助。當祂用祂的聖靈充滿我們的時候,	就開始在我們裡面作
工。當我們順服祂,	我們向著他降服,	他就要來改變,	他是來幫助我們的，因為祂是那釋放
放我們的。聖經告訴我們,	神的兒子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祂賜給我們聖靈來叫我們自
己責備自己。來讓我們發現我們的需要。我們越讀祂的話語,	我們就更多的看見我們的需
要。只有他能夠真實向我們顯明我們真是一個困苦、可憐的。我們何不就來向他伏服,	用
祂的謙卑給我們穿上。第十四節,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	起爭論。我們今天的教會豈不需
要這個嘛！我們在教會裏面,	發現有多少的怨言和多少的爭論。我們不想在主耶穌的事工
裏面有這些。我們盼望能夠停止一切的怨言,	停止這些爭論。撒旦就是把紛爭種在我們裡
面，可是聖靈要帶下一個合一。當祂用祂的謙卑使我們穿上的時候,	當我們接受,	我們實在
是無有的時後,	他就使我們彼此的更合一。15節使你們無可指摘,	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



	 5	

謬的世代,	作神無瑕疵的兒女,	你們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哈利路亞！我們一起再把
16,	17節讀下去,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	我們沒有空跑,	我們也沒
有徒勞。我以你們的信心為貢獻祭物。我們若被澆奠在其上,	也是喜樂並且與你們眾人一
同喜樂!	讚美主!	我們盼望我們的日子沒有空跑沒有徒勞。感謝主他向我們顯明,	如果我們
盼望在教會裡面有合一的話,	必須穿上謙卑他賜給我們的謙卑。我們看到第 17節,	保羅的
生命完全被澆奠在其上的。他好像一個祭物被澆灌出來。哈利路亞！這些經文就在使我想
起五旬節那一天,	我們都知道聖靈降臨的故事。	
	
可是我們如果留意看使徒行傳第一章第一節的話,	祂們同心在那裡禱告。在那個十天的中
間,	他們在那裡等候主。就好像我們當中的學員一直被教導,	要在神的同在裡面來等候祂。
容讓聖靈有機會作工在我們的裡面,	當我們可以安靜地坐在他的腳前。也讓我們的裡面相
信知道說,	當我們兩三個人奉他的名聚集,	祂就在我們的中間,	他在我們裡面作改變的工
作。這就是在 120個門徒中間所發生的。就好像 12個人一樣,	他比 12個多了 10倍的人
數,	在那 10天的中間他們在那裡等候。我想他們在那裡倒空他們自己的意念,	他們學習順
服主耶穌給他們的命令,	主叫他們在那裡等候。當他們等候的時候,	神就在他們裡面作改變
的工作。他們在那裡同心合意。如果在我們帶領的聚會中有紛爭的話，,	如果我們中間有
爭執、有爭吵,	我們需要一起聚在祂的同在裡。讓祂的聖靈來柔軟我們的心,	讓祂可以把我
們帶到合一裡面。有時候在一些聚會裡面,	有些人開使會流淚,	主耶穌把我們剛硬的態度開
始打破。祂把那些爭論把它拿走,祂把我們裡面的怨言止息。那些發牢騷,	把我們帶到合一
的裡面。當他們等在那裡,	等候了十天以後,	發生了什麼事呢？他們在一個同心裡面,	在那
裡聖靈帶著極大的榮耀,	突然臨到他們。這時我們看到彼得,	他不再是膽卻的彼得。他在那
裡講主的話。噢,	我們何等需要聖靈來澆灌我們。也許當我們今天的課程結束的時候,	我們
花些時間來等候在他的面前。同心的等候在祂面前,	榮讓主用祂的謙卑來充滿我們，用祂
的純潔,	聖潔來裝飾我們。讓我們的心都可以彼此的聯結,	帶著同一個目標:	就是要高舉基
督,	彼此的順服。我們要永遠的記得,	仇敵來就是要分裂。仇敵是藉著在我們裡面隱藏的驕
傲,	把紛爭帶到我們中間。有時候作領袖的,	掉到這樣的圈套裡。也許你會說,	我已認識主
很多年了,	我是在這裡作頭的。我的母親帶一個小組 50年,	她總是說主啊,	祢才是那一位作
頭的。祢是那一位大牧人,	祢是群羊的大牧人,	我們都在祢這位大牧人的手下。我們是祢草
場的羊,	我看到在那個時候,	有很多很榮耀的聚會,	聖靈就好像雲彩一樣,	臨到他們聚會的中
間。有些我母親帶出來的學生,	到今天還一直在操練等候在衪的同在中。她已經去了榮耀
了,	可是真理繼續的被傳下去。當主耶穌能夠得著他所要做的事情的時候,	是很奇妙的一件
事。謙卑帶下了一個很大的祝福,	就是他能夠使神的這些兒女同心。當我們發現我們中間
沒有合一的時候,	我們需要回到裡面,	來問主説,	主啊是不是因為我裡面的驕傲？是不是我
想作頭呢？或是我應該謙卑下來說主,	袮來作頭。我只想隱藏我自己在你的裡面,	穿上謙卑
的外套,	那從聖靈來的外袍。哈利路亞！我已經跟大家交通了很多。	
	
可是在舊約聖經有一段故事,	祂也向我說了話。我們知道當亞當夏娃聽了撒旦的建議驕傲
就一直存在這個世界上。當撒旦告訴夏娃說你就能跟神一樣知道一切的事了。我們看到不
管從舊約聖經,	不管從新約聖經,	我們看到好像驕傲在裡邊遍滿了好像蜘蛛網一樣。有很多
作教會領袖的,	他們剛開始是有謙讓。甚至掃羅王剛開始的時候都知道他自己不夠格。可
是當他得了王位以後,	他就開始要殺大衛,	他的驕傲在那裡掌管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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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殺大衛,	因為他想要繼續的作王。大衛在神的面前謙卑他自己,	是的他犯罪了,	但他馬
上也承認了他的罪。神指著他作見證說,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當大衛過世以後,	他兒子所羅

門作了王位,	剛開始所羅門確實有一個謙卑的態度。神把所羅門所求的都給他。可是所羅
門求什麼呢？他説我要智慧。神這麼高興所羅門要的是智慧。神說你既向我求智慧,而不
求名聲,	求財富。神把那些也都一起加給他了。有人說所羅門是最聰明的一個人,	他有最高
的智慧。即便今天很多人沒有信主,	也聽過所羅門。我們要看到他的心,	可是他不順服神。
因為我們記得神告訴他,	你不可以娶那些外邦的女子,	那些拜偶像的國家的女子為妻。所羅
門還是照著他自己所要的娶了他們。那些女子就把他的心給引去了。當中有拜摩洛神

的?。他是耶羅波安的母親在列王紀上 12章,		我們有關於羅波安的故事。如果我們從列王
紀上第 11章的最後一節開始看的話。所羅門與他的列祖同睡葬在他父親大衛的城裡。他
兒子羅波安接續他作王,	羅波安往示劍去,	因為以色列人都	到	了	示	劍	要	立	他	作	王	。我
們繼續的讀,一直	讀到 11節,	第二節：	
	
	
2	尼	八	的	兒	子	耶	羅	波	安	先	前	躲	避	所	羅	門	王	，	逃	往	埃	及	，	住	在	那	裡	（	他	聽	見	
這	事	。	）	
3	以	色	列	人	打	發	人	去	請	他	來	，	他	就	和	以	色	列	會	眾	都	來	見	羅	波	安	，	對	他	說	：	
4	你	父	親	使	我	們	負	重	軛	，	做	苦	工	，	現	在	求	你	使	我	們	做	的	苦	工	、	負	的	重	軛	輕	
鬆	些	，	我	們	就	事	奉	你	。	
5	羅	波	安	對	他	們	說	：	你	們	暫	且	去	，	第	三	日	再	來	見	我	。	民	就	去	了	。	
6	羅	波	安	之	父	所	羅	門	在	世	的	日	子	，	有	侍	立	在	他	面	前	的	老	年	人	，	羅	波	安	王	和	
他	們	商	議	，	說	：	你	們	給	我	出	個	甚	麼	主	意	，	我	好	回	覆	這	民	。	
7	老	年	人	對	他	說	：	現	在	王	若	服	事	這	民	如	僕	人	，	用	好	話	回	答	他	們	，	他	們	就	永	
遠	作	王	的	僕	人	。	
8	王	卻	不	用	老	年	人	給	他	出	的	主	意	，	就	和	那	些	與	他	一	同	長	大	、	在	他	面	前	侍	立	
的	少	年	人	商	議	，	
9	說	：	這	民	對	我	說	：	你	父	親	使	我	們	負	重	軛	，	求	你	使	我	們	輕	鬆	些	。	你	們	給	我	
出	個	甚	麼	主	意	，	我	好	回	覆	他	們	。	
10	那	同	他	長	大	的	少	年	人	說	：	這	民	對	王	說	：	你	父	親	使	我	們	負	重	軛	，	求	你	使	
我	們	輕	鬆	些	。	王	要	對	他	們	如	此	說	：	我	的	小	拇	指	頭	比	我	父	親	的	腰	還	粗	。	
11	我	父	親	使	你	們	負	重	軛	，	我	必	使	你	們	負	更	重	的	軛	！	我	父	親	用	鞭	子	責	打	你	
們	，	我	要	用	蠍	子	鞭	責	打	你	們	！	
這邊我們看到一個坐在寶座上的王怎樣的人來回答對耶羅波安的請求。我們看那個故事講
到羅波安他先問那些他父親時候老年人的建議,	老年人對他說,	你如果用好話回答他們,	他
們就永遠做王的僕人。可是王不喜歡這些主意,	他就問那些少年人說,	我當怎樣回覆他們
呢？這些少年人他們要取悅羅波安王,	所以這些少年人給他說,	你要對這些百姓更嚴厲,	要
比你的父親還要更嚴厲。所以耶羅波安和眾百姓遵著羅波安王所說,	第三日再來見我。第
三日他們果然來了，王用嚴厲的話回答百姓,	不用老年人給他所出的主意。	
我們多麼容易就是想要自己的意見,	想要自己的旨意成就。我們知道一個王有權利要做他
喜悅的事情。他忘記了要能夠最好的來執行他所有的權柄,	權利時候,	應該當他要遵神的旨
意,	作神要他做的事情。我們做領袖的,	神也給我們權柄來做一些決定。我們是否作一些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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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取悅我們自己呢？作一些決定來滿足我們自己想要的呢？要記得神給我們權柄讓我們
實行權柄最好的方法,	來實行是要尋求神的旨意,	來遵行他的旨意。我們可以看見為什麼神
稱大衛為合我心意的人。	
	
在詩篇 25篇,	大衛說將祢的道指教我,	將祢的路指示我。那是大衛裡面的呼喊,	將祢的道指
示我,	將祢的路指教我。我們作領袖的,	神向我們顯明,	我們想要做的事是錯的或是祂會向
我們顯明我們做的決定,想要做的事是對的。我們的責任是要來尋求祂的旨意,	就好像大衛
一樣向神呼喊,	將袮的道指教我,	用祢的路來指示我。在作一些決定的時候,	也許有些比較
年輕人的建議也有可能他們是對的。主耶穌說我將我的聖靈賜給你們,	要引導你們進入一
切的真理。他要求我們的,	就是簡單的來順從祂對我們的帶領,	來尋求祂的道。把我們自己
的想法擺在一邊,	我們自己的主意,	我們的意見。特別我們作領袖的,	當神給我們權柄做一
些決定的時候。或是我們在家裡我們作丈夫的,	在家中作頭的,	每一個作丈夫的都必須要記
得,	在我們的上面是主耶穌作頭。所以我們作頭的一切的決定,	必須要根據真正的頭主耶穌
的指示和帶領。我們盼望有基督的心為心來引導我們,	祂的旨意。剛剛我們讀到列王記 12
章是個很不好的故事,	王聽從少年人給他的意見,	他沒有聽那些老年人給他出的主意。結果
就帶下以色列國被分成兩半。神所揀選的百姓,	分成兩個分支。北國他們選了耶羅波安作
他們的王。也在聖經裡講到是以色列國。我們從舊約聖經,	我們讀到在北國的王一個一個
轉向偶像。很少看到有一個王自始自終,	他們能夠都來跟隨著神。有 10個支派隨著耶羅波
安去。只有兩個支派,	跟著南國羅波安,	就是猶大和便雅憫,	在舊約聖經稱他們為猶大國。
在南國猶大國有好幾個王是跟隨神的,	我們知道最後生了一個王,	就是我們的主耶穌,	是從
猶大支派生下來的。聖經有個描述,	主耶穌是猶大的獅子。神這樣揀選,	為著是大衛向著他
的神。	所以他允許這個分裂,	因著祂向大衛的愛。	這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	即便他有跌	
倒。可是他謙卑他自己,	神就將他來高升。我們一翻到新約聖經,	在馬太福音第一章就看到
了主耶穌的家譜時講到大衛的兒子房,		神把這兩個國分了。從猶大的支派中,	帶下了我們
的救贖主。可是這一切的起源,	就從所羅門背逆神開始。他把那些事奉外邦偶像的女子娶
來為妻。那些妻子就把他的心轉到事奉外邦神去,	她們影響她們的丈夫,	從神的面前轉離	
了。我們看見這個王坐在王位上,	我們這些作領袖的我們也給予了一些權柄。如果我們沒
有學習謙卑自己的話,	如果我們沒有好好地尋求神的旨意,	我們所帶下的很可能就是分裂,
不會有真實的合一在我們中間。讓我們剛剛看到列王記的故事,	那樣子的分裂仍然存在於
以色列國和猶大國,	一直分裂到今天。（？到今天以色列國的分裂依舊存在在新約裡面）
他們沒辦法再成為一個國。我們作神的百姓我們唯一可以合一的途徑可能,	當我們彼此都
穿上神的謙卑的時候	。我們記得當主耶穌上十字架之前作一個禱告,	他向天父禱告,	父
啊！願他們都能合而為一,	正如你和我合一樣。他們能夠在我們的裡面完全的合一,	當我們
更多從主耶穌來支取謙卑的時候,	祂就更能使我們和我們的同伴合而為一。我們一起禱告
好嗎？	
	
方言禱告。噢,	主耶穌啊,	使我們的心能夠合一,	使我們完全的合一,	幫助我們能夠在祢的面
前謙卑,	能夠在祢的腳前合而為一。哈利路亞！主阿,	我們再度來求祢,	那神聖的靈充滿我
們！主阿,	我們還沒有看見合一謙卑在祢裏面的加持？！主啊,	都多少時候我們自己的旨意
成就能夠作主使我們的。願你今天的話語帶著你的恩膏再來破碎我們,再來降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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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我們真的看見自己的光景,	願能回到祢的喜悅裡。主啊,	祢那不放過我們的愛,	一直來
與我們相爭,	直到我們完完全全降服在祢的腳前!	主啊,	給我們穿上袮美麗的謙卑,	穿上你美
麗的聖潔。主啊,	給我們穿上祢與父中間那樣的合一！主阿,	好叫那神的膏油能夠再次來降
臨,	從祢身上流下來,	流到遍滿祢的衣裳!	主阿,	我們感謝祢!	主阿,	我們讚美祢!	哈利路亞！
這是袮所要做的。主阿,	我們就這樣伏服來向祢要,	向祢求!	主啊,	願祢恢復謙卑和合一在祢
教會中的地位！哈列路亞！我們感謝祢!	我們讚美祢!	主阿,	榮耀歸給你自己!	願祢高高的
被舉起!	我們百姓甘心樂意地在擺祢腳前!	哈利路亞！我們感謝祢!	我們讚美祢!	奉主耶穌
的名,	我們禱告!	阿們!	哈利路亞！噢,	主耶穌	!	哈利路亞！讚美主,	祢是我們的救贖主!	喔,	
耶穌,	耶穌,	我們需要祢!	主阿,	我們讚美,	祢是那榮耀的主,	我們需要祢!	哈利路亞！	我們讚
美祢!	求主啊,	讓我們看見我們的驕傲就是我們的羞恥!主啊,	唯有你的謙卑是我們的美麗！
哈利路亞！讚美祢!	歌：主,	祢的愛使我們合一,	把我們合在一起!	哈利路亞!	噢主耶穌當我
們等候在您腳前,	當我們停留在祢的同在裏面的時候。我們禱告祢能從一顆心行走在另外
一顆心裡面。喔,	把謙卑穿在我們的身上,	讓我們真的嚐一嚐穿上謙卑的甜美,	祢能打破一
切的藩籬，打破一切的分裂,	讓我們可以停止一切的怨言,	讓我們在愛裡面能夠看別人比我
們自己強。讓我們真的意識到,	認識到,	我們不過是眾人的僕人。將你的聖靈澆灌下來,	祢
的靈就是謙卑的靈,	今天我們就從袮那裡來領受,	奉主耶穌寶貴的名禱告,	阿們!	雖然我們的
課必須停在這裡。容許我請求大家如果還有時間停留在神的同在裡!	主耶穌跟你們在一
起！哈利路亞！謝謝祢,	主耶穌!	我們要相信,	當祂作工的時候,	我們不會像以前一樣了。因
為祂應許我們,	讓我們這樣來注視他,	我們在她的面光中等候祂!	還要來改變我們,	使我們榮
上加榮,	神的兒子叫我們自由,	我們就真自由了!	阿們!	如果你有時間,	可以繼續停留在祂的
同在裡。願神祝福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