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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19日	週六班		玛莎牧師	Martha	Weldon	 谦卑与更深进入主的爱	3	
	
主耶穌我們愛你，哦，主耶穌，讚美你，哦，當稱謝進入你的門，讚美進入你的院，哦，
主啊，我們來到你的面前，你說，你們親近我，我就必親近你們，主，你的話告訴我們，

有兩三個人奉你的名聚會，你就在我們當中，哦，主啊，幫助我們來仰望你，定睛地仰望

你的榮臉，哦，仰望你的榮臉，主啊，我們要敬拜你，主，敞開我們的口，哦，今天早上
或是晚上我們來敬拜你，哈利路亞，哦，我們一起來讚美主，	我們一起來敬拜主，讓你
的心因著耶穌而歡喜，沒有一個人能夠像耶穌那樣子滿足我們的心，哈利路亞，讚美主，

讚美主，哦，讚美耶穌！讚美耶穌！哈利路亞！	
		
（翻譯唱靈感）	
哦，讚美你，主耶穌，我們讚美你，主耶穌，我們心要向你舉起，我們敬拜你，主，你太

美麗，我們愛你，哦，哈利路亞，主你吸引我們，我們就快跑來跟隨你，讚美你，你全然

的美麗，？（2分 40秒	~2分 42秒這段的禱告詞聽不清楚）今天早上我們要將一切的愛
戴獻給你，哈利路亞！一切的榮耀、頌讚、愛戴都要歸給你，讚美主，哦，主，我們愛

你，我們敬拜你，阿們！	
		
主耶穌在尋找愛祂的人，哦，祂那麼希望我們能夠這樣子愛上祂，愛上耶穌，祂在尋找新

婦，祂要你成為祂的新婦。聖經告訴我們，被召的多，選上的少。我們是那個做決定的，
我們要不要被選上。要作新婦的話是完全降服於新郎的。這個週末非常的好，因為即將來

的主日是五旬節主日，主那麼地渴望用祂的聖靈來為每一位充滿。你如果願意被主的靈充

滿，你需要倒空。主那麼的願意將我們從己的裡面倒空，所以祂可以以祂自己來充滿。
哦，我們現在就向主說，主阿，你來倒空我，主啊，我向你完全地降服。主阿，我將我自

己全然地都交給你，主我向你說，好，	主，	是。主，	我要完完全全地單單屬於你，主，
我要更深地降服於你。哦，用你的寶血洗淨我，潔淨我。主阿，你今天就用你的聖靈來充

滿我，那個叫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的靈今天來充滿在我的裡面。主你的話應許我們，那個

住在我們裡面的靈要使我們這個身體能夠甦醒起來。我們相信你的話，你要在我們身上做
大事。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早安或者是晚安，哦，非常地喜樂能夠跟大家在一起。當我想到我們明天要紀念五旬節聖

靈澆灌下來的日子。記不記得在使徒行傳第二章第一節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
處。	】在第一章裡面講到，他們是同心合意的。能夠聚集在一起，這個是很好。因為主
的話應許我們，有兩三個人奉他的名聚會，他就在我們當中。當主來的時候，祂是帶著聖

靈的大能來的。可能也許有人說，我已經領受過聖靈的浸了，耶穌也賜給我說方言的恩賜

了。我今天早上想起來，是在 60年前主用聖靈來充滿我，我的姐妹比我早一兩年領受了
聖靈的浸，那時她 12歲，主讓我再多等了幾年。當我在那邊敬拜讚美祂的時候，我的口
開始講起其他的話語來。這是 60年前的事，但是今天我對主更加地渴慕。聖靈澆灌下來
就是要改變我們，是要預備我們成為基督的新婦。我們上禮拜有提到十個童女，只有五個

是聰明的，她們燈裡有油。新郎來的時候，只有五個預備好，因為她們的燈裡有油，她們

預備好了。那個油就是代表聖靈的膏抹、恩膏。聖靈不僅是要充滿我們，管理我們的舌
頭。在書信，保羅勸導我們要在聖靈裡面行走，他勸導我們要被聖靈充滿。我們需要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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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聖靈的浸，主耶穌多麼願意給我們有新鮮的膏抹，新鮮的靈浸。以致於我們一直行走在
聖靈的裡面。以致於我們的話語時時刻刻都帶著聖靈的膏抹，祂也要管制我們的思想，要

管制我們的態度，哦，還有太多我們還沒有嘗到的。我們的全人全心要全然地歸於主，
哦，那樣子完全地倒空，完全地降服，完全地降服於主，降服到一個地步，祂完全地有主

權，我們在這個新郎的裡面聯結，新婦唯一的就是想要討新郎的喜悅，新婦就是想要跟新

郎合而為一。當我們在這個世上行走的時候，主要我們與祂是合一的，這是主耶穌上十字
架前為我們的禱告，“父阿，求你叫他們都合而為一，叫他們都合而為一，像你和我是合
一的一樣”，耶穌一直都是連於父神，耶穌說：“我所說的話不是我自己說的，乃是我的父
在我裡面說的，我所做的事不是我自己做的，乃是父自己做的，我沒有一件事是出於自己
的”。主耶穌也願意我們這樣子全然地依靠祂而活。我們一直與主是連接在一起的，我們
不需要等到到天上了才與主聯接。我們現在在地上行走的時候就與主連接。你知道以諾的
故事，他與神同行，有一天他們到一個地步很靠近天了，神就把他接去。可是他一直操練

與神同行，他一直地預備，所以有一天神把他接去，他就不在了。哦，主耶穌願意這樣子

來征服我們，好像保羅說的，“如今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這才是我們
真正的呼召。我們會對主說，“主，好！”我們會不會持續地這樣子在主面前禱告：“主
啊，你讓我看見我的本相，好像你看見我一樣。”在約翰福音，耶穌告訴我們，聖靈來了
要使我們為罪、為義、為審判、要自己責備自己。哦，讓我們的耳朵能夠被開啟，能夠聽

見聖靈的光照。我們需要何等的謹慎小心，以致於我們的耳朵能夠聽得見，不要耳聾了。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一直被教導要花時間等候在主面前。當我們在祂的同在裡靜下心
來，我們需要對主說：“主啊，請你向我說話，求你向我說話。我裡面有什麼東西你看到
了，你覺得我應該要改的，我要預備我的婚禮的禮服，我要在凡事上討你的喜悅。”	
		
我現在跟大家分享我的弟兄一個故事，他 喜歡的顏色是藍色，我想也是神喜歡的顏色，

所以天空是藍色的，可是我自己不是那麼地喜歡藍色，我喜歡咖啡色、綠色、黃色，可是
我 近想說，我應該買一個藍色的衣服，因為我的弟兄喜歡藍色，復活節的時候，他帶我

去買了一件藍色的衣服。我想這跟耶穌之間的愛情也是這樣，當我們愛上耶穌的時候，我

們真的很想討祂的喜悅。主應許我們，祂要為我們穿上義袍。哈利路亞！	
		
我現在邀請大家跟我一起讀一段經文，彼得前書第五章，彼得在這裡他是跟那些做長老的
人講話，【我這作長老、作基督受苦的見證、同享後來所要顯現之榮耀的，勸你們中間與

我同作長老的人：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羣羊，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不是出於勉強，

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是作羣羊
的榜樣。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你們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彼前 5：1～4）	在
這一段經文裡面，彼得是在給那些做長老的一些勸勉他們的話，可能你們中間很多人是在

服侍的裡面，可能你是小組的組長，彼得在這裡勸勉我們，要出於樂意的服事，第三節說
不要轄制所託付你們的養群，乃是要做羊群的榜樣，我們需要讓羊群看見主在我們裡面活

出來。讓他們看見我們身上的榜樣，我們不要覺得我們比他們強、比他們好。	
		
繼續讀下去，第五節：【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

腰，彼此順服；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彼前 5：5）對於華人來
說，好像我們一直有這樣子的教導，年幼的要順服年長的，我可能比你們當中大部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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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年長一點，很多比較年輕一點的人對我實在非常地尊重，好像華人裡面特別多。可是
彼得在這裡也勸勉說，“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不要成為一個轄制別人
的人，不要有這種觀念：我永遠都是對的，別人不知道他在做什麼。以前的彼得，他是個
性很強的。在《路加福音》我們看到門徒們常常在那邊有爭論，他們常常爭論誰當為大，

主耶穌很清楚地跟他們說，那個為首的要像服事人的，你們裡頭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為

首領的倒要像服事人的。要成為一個服事人的，做榜樣。彼得在這邊講到：要以謙卑束
腰，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哦，那個要以謙卑束腰，穿上謙卑的袍子，

我們來看耶穌的時候，看到祂真的就是一個僕人，哦，祂是把謙卑完全地活出來。在 後
晚餐的時候，祂是那一位起來拿著一盆水，為每一個門徒洗腳的那一位，祂告訴門徒說，

“你們看見我所做的嗎？你們稱呼我夫子，稱呼我主，你們說的不錯，我本來是，可是我
在你們當中，如同服事人的。”耶穌就是謙卑！哈利路亞！	
		
所以主也這麼地願意祂的新婦穿上謙卑的袍子，以謙卑束腰，這是我們婚禮的禮服。這邊

講得很清楚，【...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彼前 5：5）所以彼得在第六
節教導我們，【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祂顧
念你們。】（彼前 5：6～7）是的，主要我們自卑，他是向那些做領袖的說話，他是對做
長老的說話，是那些照管群養的牧者說話，不要轄制你們的羊群，當他說年幼的要順服年

長的時候，然後他加上這一句：【...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彼
前 5：5）只有藉著謙卑才能夠帶下合一。今天在教會裡有太多的分裂，很像當初門徒們
常常在爭論，我們當中誰當為大啊？好像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想法比別人的好，我知道的

比你多，然後仇敵就得乘虛而入，將教會這樣分裂。	
		
所以彼得接著在第八節告訴我們【務要謹守，儆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

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彼前 5：8）我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它， 好的
武器來抵擋仇敵就是我們謙卑下來。哦，降卑在耶穌的腳前，求主耶穌為我們穿上謙卑的

義袍，我們就像那些在房子裏樓上的那些人，哦，他們同心合意地在那邊禱告，他們在那

邊等候十天，就像我們一直在操練的，花一些時間安靜地等候在主的同在裡，當你靜下心
來，安靜在祂同在裡的時候，什麼事情發生了呢？我們是在那邊休息嗎？還是在那裡睡覺

呢？有時候我們不知不覺是睡著了，可是我在神面前有這樣子的信心：祂在改變我，當我
等候在祂的同在裡，祂會向我說話，祂會讓我看見我自己的本相，我的一些態度的情形，

聖靈會在那邊指責我們，改正我們，讓我們能夠悔改。當我們看見我們心真實的光景，好

像耶穌看見我們的一樣的時候，聖靈就幫助我們要悔改，是祂的工作，祂是在為王預備這
個新婦，祂要這個新婦跟這個新郎是相配的，是一樣的。祂要新婦也穿上新郎的謙卑。	
		
讓我們翻到啟示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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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創造萬物之上為元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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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冷也不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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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
（啟 3：14～17）在這邊看見，是聖靈開啟讓我們看見自己裡面那個真實可憐的光景，我
們很自然的會覺得：“我都很好啊，我認識主很多年了”，我們沒有看到自己的需要，這邊
說得很清楚：焉知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可是十八節有個解救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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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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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3：18）	
		
哦，感謝主，祂有那個潔白的衣裳，白衣為我們預備了，哦，主那麼願意為我們穿上白

衣，哦，祂純潔的衣裳，祂要以祂謙卑的衣裳為我們穿上，祂那麼願意開我們的眼睛，讓

我們能看見，所以我們等候在主面前的時候，我們向主呼求，主啊，求你開我的眼睛，
哦，光照我，讓我看看有什麼我說出來的話不是從你來的，主啊，光照我，有什麼私念不

是出於你的，這邊告訴我們，祂責備我們的時候，十九節告訴我們，我們是他所疼愛的，

所以他才責備我們，【凡我所疼愛的，我就責備管教他。所以你要發熱心，也要悔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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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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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應當聽。】（啟 3：19～22）阿們！哦，
看到了嗎，主要我們跟祂在寶座上同坐，哦，祂是王，坐在寶座上。祂要皇后坐在他的旁

邊，哦，祂出的重價，祂得勝了，祂勝過肉體，勝過仇敵，祂今天也會幫助我們得勝！	
		
我們看到福音書裡面所記載的門徒們，他們真的很需要有一個得勝的生命。主需要讓他們
看見，當我們看到彼得曾經三次不認主，主知道彼得裡面真實的光景，可是彼得自己並不

知道，他很自信的，彼得覺得他已經捨了一切來跟隨主，	可是他不知道他內心的情形如
何，我們也跟彼得一樣，真的不知道我們內心的情形如何，一直要等到主自己來顯明	，
所以主會容許不同的環境臨到，然後開我們的眼睛，讓我們看到我們多麼地需要主。當彼

得開始看到自己竟然否認了主三次，他出去痛哭，我們後來看到，耶穌完全地恢復了彼

得，然後在提比哩亞海邊，主問彼得說：你愛我嗎？然後你才餵養我的羊。彼得需要主做
的更多在他的身上。	
		
接著我們在使徒行傳一開始看到，他們需要等候十天，完全地把自己倒空，然後主來了，

祂來為了要父能夠賜下所應許的，我們多麼需要聖靈的內住，主說：你們要等候，等候父

所應許的聖靈。父應許子：你如果願意成為那個祭獻上，你願意捨命流血，成為那個贖罪
的羔羊，我會把在神和人之間隔的幔子拆除，拆毀中間隔斷的牆，所以他們能夠來到我的

面前，然後我就會將我的靈充滿凡有血氣的，在約珥書上所說。	
		
在五旬節那天，父所應許的就應驗了，耶穌受難以後的 50天，就是五旬節，在 2018年的
明天（5月 20號）就是我們紀念五旬節的（主日），我們也一樣地等候父所應許的，
哦，我們需要更大、更深的靈浸，我們看到我們多麼需要神的愛這樣充滿我們，我們看到

自己那麼大的需要，需要神用祂的謙卑來為我們穿上，我們那麼大的需要來被祂改變，在

使徒行傳記載，他們等候了十天，那十天裡面聖靈光照他們，讓他們看見他們真實的需
要，他們在那邊切切地等候所應許的聖靈，他們非常地順服，耶穌交代他們：你們要等

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他們就順服。你越被主倒空，主就越能夠充滿在你的
裡面，從那個自欺的裡面完全地被倒空，從那個自己的野心裡面完全地被倒空，主就有更

大的空間能夠用他自己來充滿在我們的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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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們再看看這個被聖靈大大充滿以後的彼得，我們看到在書信裡面的彼得跟福音書裡
面的有這麼大的差別，哦，在書信裡的彼得，大大地被神的靈充滿，哦，他被耶穌基督自

己來充滿，他不再怕人所說的是什麼，他一直在聖靈的膏抹裡面說話，這個不是一篇很長
的書信，在使徒行傳第二章，五旬節那天彼得起來講的道不是一篇很長的，是短短的一篇

講道，哦，比那個兩刃的利劍還要利，是神自己的信息藉著他傳講出來的，那結果是什

麼？三千人信了主！	
		
所以耶穌在地上的時候，彼得跟隨祂有三年半之久，(但這)不夠，耶穌說：我必須要離
開，我去是於你們有益的，我還要再來，我再來的時候要住在你們的裡面。哈利路亞！祂
要用祂自己的靈來充滿我們，哦，當祂的靈充滿我們的時候，我們就改變了。	
		
我們一起來看腓立比書第二章，哦，在這邊有非常美好的話語，描寫耶穌的謙卑，我們看

第一第二節（腓 2：1～2）：【所以在基督裡若有什麼勸勉，愛心有什麼安慰，聖靈有什
麼交通，心中有什麼慈悲憐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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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 2：1～2）我們都經歷了在基督裡的勸勉，我們也經
歷了祂在愛裡的安慰，我們也經歷了祂的慈悲憐憫，保羅在這邊告訴我們：要有一樣的心
思，一樣的意念。我們何等需要有一樣的心思，在主裡面是一致的。我們如果跟人之間不

能夠合一的話，我們需要奔向耶穌，問他說：“主啊，我裡面是什麼樣的情形，求你向我
顯明。”要知道是撒旦它願意我們分開，它就使用我們裡面的驕傲來做這樣子的工作。	
		
所以保羅在第三節勸勉我們，【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

人看別人比自己強。】（腓 2：3）這只有聖靈能夠這樣子做：讓我們存心謙卑，各人看
別人比自己強。哦，我們多麼容易自信，主多麼願意把我們從自信、自欺裡面救拔出來。

哦，我們常常看自己很強。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 2：4）這邊告訴我們，我們如果想
要有合一，想要有一致，我們需要有主耶穌的謙卑。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祂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

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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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神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

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
父神。】阿們！(腓 2：5～11）	
		
哈利路亞！第五節，【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意思是你要想耶穌要想的，第八
節，祂自己卑微，存心順服，順服到一個地步，是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在教會，太多的紛

爭，太多的不合，如果我們有基督的謙卑，這些問題都會解決。我們不是永遠都是對的，
好的方法就是我們都學習謙卑下來，到耶穌面前：“主啊，你要我說什麼？主啊，現在
有這樣子的一個情形，你要我怎樣來處理？可能這個人雖然比我年輕，可能他知道的比我

多。”神要我們彼此服事，都是有奴僕的心。哦，主對我們的呼召是成為倒空的器皿，我
們需要看到，我們自己真的是一無所有，我們所有的都是主給我們的。	



	

	

6	

		
保羅繼續勉勵我們：【親愛的弟兄，。。。	你們要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因
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 2：12～13）所以
我們看到，這邊是神在我們裡面運行，所以我們要更多地降服給祂，然後祂就會賜下得勝

的恩典。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

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腓 2：14～15,	）十七
節保羅說，【我以你們的信心為供獻的祭物；我若被澆奠在其上，也是喜樂，並且與你們
眾人一同喜樂；】（腓 2：17）他說我們的生命是應該像一個祭物一樣，能夠被澆奠出來
的，我們不要落在一個自欺的裡面、自信的裡面，覺得我們比別人好，我們應該常常地對
主說，“主啊，我在裡面什麼都沒有，是父在我裡面做的事。”哈利路亞！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學習謙卑下來，教會就會省下很多的麻煩。彼得也願意學習謙卑下
來，可是一直要等到在五旬節他領受了從上頭來的聖靈，才真正地被改變了。我們也需要

被聖靈這樣子地充滿，新鮮的靈浸在耶穌基督裡面，被聖靈新鮮地充滿。哦，新鮮的靈浸

那樣子得強烈到一個地步，完全地管制我們的思想、管制我們的舌頭，祂帶領我們，祂給
我們有恩典，能夠保持安靜，而不批評論斷。幾年前，主告訴我有兩個東西需要從我裡面

除掉，祂不要我的嘴發怨言，祂也不要我的嘴來批評，祂不要我的嘴自欺，不要自信、自
欺、不要批評、不要發怨言。主耶穌願意把這些從我們的生命裡面完全地挪去，我們前幾

週學到只有當聖靈進到我們裡面，我們能夠被神的愛充滿。一樣的，只有當神的靈在我們

裡面做工，住在我們裡面的時候，我們才有謙卑。要記住：只有主能夠做，在我們裡面
做，是內住的基督在我裡面做的工作，哦，都是照祂自己的美意，成就他的美意。	
		
哦，我們現在來仰望主，求祂聖靈充滿我們！禱告：【哦，主耶穌，求你充滿我們，哦，

傾倒下來，把你的聖靈傾倒下來，主啊！我們要你，哦，主耶穌，我們需要你，哦，在聖

靈裡，將你的謙卑充滿在我們的裡面，為我們穿上義袍，主啊，我們知道你在尋找新婦，
你遍地在尋找，哦，你要一個新婦，你要新婦跟你一樣，哦，你要她那樣子地討你的喜

悅，哦，憂傷痛悔的心才是你所喜悅的，你喜悅那個謙卑的人，你呼召我們要在你面前自
卑下來，你對我們的呼召：到我這裡來，你們勞苦擔重擔的人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

安息，你們要負我的軛，要學我的樣式，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這樣

子你們就必得享安息。哦，主啊，拿掉所有裡面的偶像，拿掉裡面所有的虛假，把我們從
自己裡面釋放出來，哦，主啊，斷開那根自信、自欺的鎖鏈，把那個困惑從裡面挪去，

哦，釋放我們得自由，主啊，我們謝謝你。主啊，你花的重價，我們可以被你的靈來充

滿，主啊，我們求你用你的靈來充滿我們、管制我們，我們完完全全地把自己交在你的手
裡，好像一個倒空的器皿，哦，好讓你那樣子地充滿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去年我們在教導《謙卑》的時候，我們是使用慕安德烈的這本小書《謙卑》，如果你去年

沒有跟我們一起學習的話，我很建議你去買這一本書，他是完全在聖靈的恩膏裡面寫的，

總共 12章，可以 1個月 1章。第五章這個禮拜特別地向我的心說話，他講到耶穌的門
徒，這些門徒已經為了主丟棄了一切，父（神）向他們顯明，耶穌就是基督，他們真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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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愛祂、也服從祂的命令，他們撇下了一切來跟隨祂。當其他人都退後離開主的時候，
他們仍然緊緊地跟隨祂，他們準備好要與祂同死。但是有一個黑暗的權勢，深深地隱蔽在

這一切的背後，	他們幾乎沒有察覺到它的存在與可怕性，這是一個驕傲的權勢。這個權
勢一定要被除滅，被趕出去，被逐出去，否則他們無法見證耶穌拯救的大能。即使在現今

的世代，這種情形依然如此，我們可能是教授、傳道人、福音使者、工人、宣教士、教

師，我們身上有諸般聖靈的恩賜彰顯出來，可能我們成為祝福群眾的導管，可是當試煉來
臨的時候，或者藉著親密的交往，而更深地認識他們之後，會很痛心地發現一件事，在這

些服事人的裡面，那樣子地缺少謙卑這項恩典，這些都承認一件事，就是謙卑是 重要、
高的德性，也是 難學的一個功課之一。可是感謝主，我們得到秘訣了，哦，謙卑的恩

典會在全能中來到的，藉著豐滿的聖靈，我們能與內住的基督有份，當祂住在我們裡面的

時候，謙卑會在全能中來到，耶穌在我們裡面來活出祂自己的生命。謙卑的秘訣就是基督
在我裡面。	
		
周師母常常說，瑪莎姊妹 喜愛的歌就是《主住在我心》。是的，這就是得勝的秘訣，這
是我們裡面充滿主的愛的一條路，這是一條路，一個秘訣，我們可以從那個驕傲的捆綁裡

面得到釋放，從自高自大、比別人好的裡面得到釋放，從自滿、自負裡面得到釋放，從那
個喜歡轄制別人的裡面得到釋放。哦，是得勝驕傲的秘訣，讓耶穌基督進來，在啟示錄第

三章，主在門外叩門，祂說：讓我進來，讓我們進來。祂那麼願意來住在我們的裡面，祂

那麼願意來充滿我們，哦，越來越多、越深地充滿我們，然後我們就發現我們之間有了一
個合一，哦，那個嫉妒會被征服了，那個不安也會被拿去，那個爭競的靈也被拿去，在神

的事工裡面居然會有那個爭競的靈，有一個願望，想要成爲一個出名的人。如果我們願意
單單成為主要我們成為的，是多麼能夠進入安息的一條路啊，祂唯一的要求就是你愛我

嗎？你知道嗎？當我們愛上耶穌的時候，我們把所有的都降服給祂，祂在呼召我們進入一

個更大更深的愛、更大更深的降服。照著我們的本相，來到主的面前，對主說：“主愛，
求你充滿我，我就是想討你的喜悅，哦，主啊，求你拿掉裡面所有的偶像，帶我進入你裡

面那個安息，那個平安，主啊，我所要的就是你那樣子的喜悅和微笑，我 大的喜樂就是

完完全全地屬於主你自己。主，我知道，要取悅你不難的，因為你說你的軛是容易的，你
的擔子是輕省的，是我們的驕傲使我們常常覺得在背重擔，當我們與你一同負軛的時候，

當我們與你聯結的時候，哦，你的軛就是容易的，擔子就是輕省的。帶給我們跟人之間的
交往有一個平安，好像主禱告的，“父啊，讓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一樣”，合一
是因為我們在主裡面是一個聖靈，才能夠合一，耶穌是頭，祂是唯一的，我們彼此都是服

事的，我們彼此都是倒空的器皿，我們都是來到主面前，“主啊，你要我做什麼？”我們是
你一個順從的奴僕，哈利路亞!	
		
在舊約有個故事，我想跟大家分享，故事大概：在列王記上十二章那邊的一個故事，是羅

波安王的一個故事，所羅門是他的父親，當所羅門過世的時候，羅波安就接位，所以大衛

是他的祖父，當羅波安剛做王位的時候，人民向他請求，可不可以讓他們的苦工能夠輕一
些，第五節，他對他們說，給我三天的時間，第六節，羅波安就問一下那些侍立在他父親

面前的那些老年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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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上 12：7），可是王不喜歡，他就與那些和他一同長大，
在他面前侍立的少年人商議：“你們給我什麼建議呢？”他們和他年紀相仿，他們有一個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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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野心，希望王能夠喜歡他們，所以他們知道王喜歡聽什麼樣的建議，他們就講那樣子
的建議給王聽，第十節後面，他們給王的建議是【我的小拇指頭比我父親的腰還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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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用蝎子鞭責打你
們。】（王上 12：10～11）第三天，他們（人民）照著王給他們的話來了，王用嚴厲的
話回答他們，王沒有用老年人給他出的主意，結果是什麼呢？結果就是他的國分裂了：耶

羅波安拿了十個支派，羅波安只有兩個支派，只有猶大和便雅閔兩個支派還是歸屬羅波
安，以色列這個國就分成 2個，因為羅波安王不願意成為一個服侍百姓的僕人。如果你要
成為一個好的領導人，你需要成為一個僕人。耶穌這樣勉勵門徒說：在你們當中為大的，

要像服侍人的，那些為首領的，要像服事人的。可是羅波安王，他想要做一個很強的統治
者，他想要隨心所欲，他要用他的權柄做他喜悅的事，他忘記了一件事，他應該用神給他

的權柄來尋求神的旨意、來尋求神的道路。好像大衛王常常這樣子禱告，大衛在《詩篇》
25篇常常這樣禱告：“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指示我，將你的路教訓我。”雖然大衛不
是一個完全的人，但是神指著他做見證說：他是一個合乎我心意的人。大衛犯罪以後，他

馬上地悔改，他是那樣子向神呼求，他真實地在神面前悔改。在這個之後，國就分成北國
跟南國。	
		
神因著對大衛的愛，祂一直保守著南國，當耶穌來到地上的時候，在馬太福音第一節就記

載著，耶穌被稱為大衛的子孫，神喜悅大衛這個態度，就是他常常禱告：“主啊，求你將
你的道指示我，將你的路教訓我。”可是他的孫子羅波安，他要選擇自己的道路，他選擇
順服自己那個自私的慾望，那個國就是這樣分裂了，沒有再合一過。只有領受在耶穌的謙

卑裡面有份，才能夠帶下合一，只有耶穌能夠讓我們眾人在祂裡面成為一，那是主的禱

告，我們在祂裡面合而為一，當分裂來的時候，那個時候真的是每一個人都要用膝蓋跪在
神面前，我們要謙卑在主面前，求祂用祂新鮮的靈膏抹我們，讓我們能夠在靈裡面合一，

成為一個，那個事工才會往前，會帶下祝福，聖靈會厲害地充滿，當我們讀到使徒行傳
一、二章的時候，他們那樣子同心合意地禱告。哈利路亞！	
		
舊約新約的這些故事，都是在教導我們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尋求被耶穌的謙卑來充滿，這
是多麼的重要。把我們裡面所有的偶像都拿去、除掉。在舊約裡面，我們看到神的百姓在

那邊拜偶像，可能我們沒有拜那些外面看得到的這些偶像，可是我們裡面 大的偶像，就
是這個老的自己，這個己，那個自滿、那個自負、我們那個吹毛求疵批判的靈，我們想要

成為那個 高的、做頭，這些都是會成為我們裡面的偶像，耶穌說：孩子，到我這裡來，

自卑在我的腳前，哦，讓我來這樣子釋放你。哦，神的兒子如果叫我們自由，我們就真自
由了。我們今天的課即將結束。	
		
主啊，我們懇求你，現在把你的手按在每一位學員的身上，我們都是在你面前都是學習
的，主啊，你現在按手在每一位的頭上，哦，將你的靈傾倒下來，哦，聖靈的膏抹這樣子

膏抹我們，讓我們在你裡面能夠合一，哦，主啊，用你的愛充滿我們，用你的謙卑為我們
穿上。主啊，我們將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給你，哈利路亞！	
		
（以下是瑪莎牧師請中文翻譯作的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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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路亞，主啊，你的話是有點安定在天的，今天你向我們說的親愛的話，親切的話
語，主啊，我們感受到你對我們的大愛，你多麼願意來釋放我們，從那個自負、自欺、自

滿，自以為是，從那個“己”的裡面釋放我們	，主啊，我們謝謝你，你的話語出來就不徒
然返回，一定會成就你所要成就的，主，我們一起來相信，哦，我們今天在這裡一起來追

求你，一起來到你的面前，一起來蒙恩惠和憐恤，做我們的幫助。哦，主耶穌，謝謝你，

主啊，我們真的是相信，哦，主啊，松樹要長出代替荊棘，番石榴要長出代替蒺藜，這些
要為耶和華留名，做為永遠的證據是不能翦除的。哦，你的話出來是帶著能力的，哦，一

定會在我們裡面做那奇妙改變的工作。主啊，幫助我們，哈利路亞，就是一直地仰望你。
哦，主，你在每一個身上的旨意都能夠成就。讚美你，哦，讓榮耀歸給你，奉耶穌基督的

名，阿們！】	
		
哦，讚美耶穌！哈利路亞！是的，雖然我們的時間到了，我們即將分離，但是希望我們能

夠在我們自己的地方持續地繼續地來仰望主，等候在祂的面前。耶穌與我們同在。哦，祂

那麼渴望把祂的靈充滿下來，祂那麼渴望按手在每一位的頭上，哦，祂那麼願意為我們每
一位披上謙卑的義袍，所以我鼓勵大家能持續地停留，哦，當我們愛祂，祂一定會來充滿

我們，祂用祂的謙卑來為我們穿上，哦，你就會發現，你不一樣了，耶穌自己在裡面做那
改變的工作，哈利路亞！哦，我們來仰望耶穌，讓祂把我們抱在祂的懷裡，以祂自己來為

我們穿上，要一直相信主祂一定會為我們有一個新鮮的靈浸，哦，向主呼求：充滿我，充

滿我！阿們！願神祝福每一位！	
		
（唱詩歌）	
【充滿我，充滿我，求主聖靈充滿我，	
將我倒空，將我剝奪，求主聖靈充滿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