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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我們為你的話獻上感謝，你說若兩三個人奉你的名聚會，你就在他們的當中。主
啊，你就在他們的當中。主啊，我們感謝你，你是那個施洗的那位，你已經從父神那邊領

受到了應許，但是你會將那個傾倒下來，為著我們每一位。今天晚上，我們求你用你的聖
靈來為我們澆灌，給我們一個新鮮的靈浸；哦，主啊，將火澆灌下來；主啊，你就是那個

火，我們的神是火，燒盡我們一切的驕傲，同時也燒盡我們一切的自愛；哦，主啊，用你

的火來燒盡我們裡面的一切；主啊，今天晚上，我們求你來掌權；主啊，來恩膏我們的
話；主啊，恩膏我們的耳朵，所以我們可以聽到你對我們所說的話。奉耶穌基督的名，阿

們！	
		
今天晚上很高興能夠和你們在一起，今天是個很特別的日子，我們都知道今天是五旬節的

星期天，你們那些還在亞洲的，對你們來說，可能是五旬節的星期一，當我們在紀念耶穌
在五旬節那天將祂的靈澆灌下來的時候，祂的 120個門徒都在同一個地方聚集，但是我們
這個網絡上的學校，我們大家就同樣在一個地方聚集，我們同心合意，哈利路亞！他們在

那十天當中做了什麼呢？他們在神的同在中等待。耶穌跟他們說，你們要等神所應許的。
那些門徒不知道他們要等多久，但是他們都順服了，他們就在那裡等。讚美主！當耶穌來

的時候，祂將祂的靈澆灌在那 120個使徒身上，每一個人都受了神的靈的充滿，然後他們
就開始說方言，在不同的區域他們有不同的方言，他們因著五旬節的宴席聚集在一起，但

是忽然間，他們聽到別人可以說著他們家鄉的方言，這是不是很奇妙呢？我們在中文的聚

會當中，忽然我聽到有人在講英文！神的榮耀，我們讚美主！那也是神在約珥書中所應許
的，祂說你們老年人還要你們這些年輕人，你們年老的婦人還要那些年輕的女子，每一位

都包括在裡面，神說，凡有血氣的，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在他們的身上。因為神知道這是唯
一的可以讓我們順服主的方法。使徒們試著要過順服耶穌的生活。去年當我們開始來探討

謙卑的主題時，我們用慕安德烈的書，我這裡有一份，這是五十多年前別人送給我的，我

的老師知道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書	，慕安德烈是在聖靈的啟示下寫出這本書。今天晚上
我從第五章這邊念起，這章名叫《謙卑顯於門徒身上》，這是第五章裡的第二頁。他講到

這些使徒們，在他們裡面他們都對耶穌有感情，	他們為著耶穌拋棄了一切，然後神就向
這些使徒們顯示：耶穌就是神的兒子。那些使徒們相信耶穌，他們愛耶穌，同時他們順服

耶穌的教導，他們拋棄了一切來跟隨耶穌，當別人離棄耶穌的時候，這些門徒選擇繼續跟

隨耶穌，同時他們也知道，他們隨時都願意為耶穌來捨命。但是在他們內心深處，其實有
一個黑暗的力量，他們並不知道那個力量在那裡，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但是那個力量必

須要被除滅並驅趕出去，然後這些使徒才能真正見證神拯救的大能。	今天我們的情況也
是一樣的，我們可能發現非常多的傳福音的人、宣教士、或者是教師，他們可能接受到了

聖靈，同時他們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祝福，但是當我們更多地認識他們的時候，當試煉來

臨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那個謙卑很多時候是無法在這些人身上找到的，所以這就是為
什麼我常常告訴大家說：我們必須請求耶穌將祂看我們的本相顯給我們看。當我們做這樣

的禱告的時候，耶穌就把我們的眼睛打開，祂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各式各樣的處境和難

處，讓我們知道我們其實都是一個驕傲的人，我們是如何以自我為中心，神也向我們顯
現，我們的態度跟那些使徒其實是一樣的，我們唯一盼望可以得到救贖是神將那個佔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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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的靈同樣地賜給我們，那時我們唯一的救贖。那就是為什麼五旬節這一天是個非常寶貴
的日子，今天是我們領受到父神祂所應許的重要的日子。你記得耶穌對門徒說：我離開是

必須的，當我離開之後，保惠師會降臨，保惠師祂與你們同行，同時祂會住在你們的裡
面，同時我會用聖靈佔有你們。	
		
如果我們翻到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第 24節～第 27節：		【門徒起了爭論，他們中間那一
個可算為大。耶穌說：『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那掌權管他們的稱為恩主。但你們

不可這樣。你們裡頭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為首領的，倒要像服事人的。是誰為大？是

坐席的呢？是服事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麼？然而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人的。】（路
22：24～27）這是在耶穌上十字架之前祂所說的話，我們發現耶穌的門徒們起了爭論，
他們想要知道他們中間誰是為大的，誰是可以在他們中間來做治理的那位，其他人都必須
聽那個為大的，但是耶穌說：“我在你們中間是如同服侍人的。”你記得在耶穌祂和門徒們
共進晚餐，也就是祂去到花園之前，耶穌祂拿起了水盆和毛巾，耶穌到了門徒的旁邊，然

後為每一位門徒洗腳，祂洗每一個門徒，即便是猶大，那個賣耶穌的。彼得說：哦，你不
要幫我洗，但是耶穌對彼得說，如果不洗你的話，你與我就沒有份。彼得說，那也洗我的

頭和我的手。耶穌說，我就洗你的腳。彼得說，可能會有人否認你，但我絶對不會這樣
做。耶穌告訴彼得說：在雞叫之前，你會否認我三次。彼得說：這決不可能。接下來，彼

得發現耶穌所說的是真的。耶穌知道，在彼得心裡面所存的是什麼。就像我們在這裡所讀

的，耶穌知道我們心裡所存的是什麼。我們很可能像耶穌的門徒一樣，我們放棄了一切的
事情來跟隨耶穌。無論耶穌到哪裡，我們都願意跟隨祂，但是我們並不明白的是：正如裡

面我們需要一個更大的救贖，我們必須要讓自己的老我完全棄絶並死掉。我們必須要完全
棄絶我們的驕傲，這是聖靈一個奇妙的工作，所以當我們看到在福音書裡面，這些使徒們

在爭論的時候，他們每天都與耶穌同行，同時他們也看到耶穌採用僕人的樣式來服侍這些

使徒們，但是使徒們需要更多，就像我們也需要的更多，我們需要耶穌的靈住在我們的裡
面。就在這些使徒們在那邊等著神的同在之後，神將祂的聖靈澆灌在他們身上，我們可以

看到彼得完全地改變了，彼得自由了，同時彼得不再懼怕人們，他把自己的主權讓給了聖

靈，同時他說著聖靈所傳給他的話，所以我們大家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三千人得救信
主，這就是為什麼耶穌來到這個世界上：耶穌來是要叫我們得自由，耶穌來是叫我們得釋

放。很多時候在舊約當中，每當神的靈臨到人的身上的時候，那些領受聖靈的人可以為神
做奇妙的事。但是當耶穌基督來到世上來服侍人的時候，無論祂所作的，祂都是靠著神的

靈來做的。如果我們看約翰福音的話，我們看到，耶穌不斷地提到：我所做的工不是出於

我自己的，乃是出於那差我來的父。我所做的工不是我自己的，乃是我父的。如果你看到
我，你就像看到天父一樣。耶穌是想要讓我們知道我們對聖靈是極其的需要。	
		
我們翻到腓立比書第二章，這裡的經節描述耶穌的形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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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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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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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

事。】（腓 2：1～4）這邊保羅告訴我們，我們必須要以耶穌的心為心，我們必需要有一
樣的心思和一樣的意念。正如在使徒行傳的第二章，我們也看到，就是這裡所說的，他們
意念相通，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這也就是當聖靈澆灌下來的工作。保羅說：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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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情是可以因著自我的野心或自負而做出來的，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如果要讓聖經中提到的這些成真的話，只有一

個方法：我們需要被神的靈來佔有。你有受過聖靈的洗嗎？在五十年前，當我還是少女
時，神給我方言的恩賜，但是那只是一個起頭，今天我可以看到我需要更多的聖靈來充滿

我，在這個週末我不斷向神求在祂靈裡的新鮮的靈浸，同時我們的身體也可以被聖靈來充

滿。所以我們將我們的身體獻上，就像那個倒空的器皿一樣。你記得那十個童女的故事
嗎？有五個她們的燈裡有油，有五個裡面沒有油。當新郎來的時候，只要五個童女預備好

了，那五個已經預備好的童女受聖靈的充滿。我們想要神可以用祂的聖靈來充滿我們，我
們要與聖靈同行。當我們在讀保羅書信時，就像他所說的：在聖靈當中行走。天父知道這

是我們可以來取悅祂的唯一的方法。耶穌願意為我們的罪來付上代價，祂願意為我們的過

犯來流血捨命。耶穌祂所成就極其大的一事就是祂可以幫助我們征服驕傲。	
		
讓我們繼續讀腓立比書第二章第五節：【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 2：5)	第七
節：祂並不顧自己的名譽，他採取了僕人的樣式，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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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 2：5,	7,	8）撒旦他試探耶穌，如果耶穌來尊
崇撒旦的話，撒旦要把國賜給耶穌，但是耶穌勝過撒旦的試探，祂順服了神，耶穌上了十
字架為我們的驕傲付上了贖罪祭。當亞當夏娃在伊甸園裡犯罪的時候，驕傲就進到他們心

裡面。撒旦當初對亞當夏娃說：你們會像神一樣的。但是當耶穌來的時候，祂採取了謙卑

的樣式，祂勝過了撒旦，耶穌為我們打了一個勝仗。當耶穌得勝之後，祂要叫我們得自
由，耶穌要幫助我們可以砍斷那個驕傲的鎖鏈，還有那個自我的野心，還有自負和驕傲，

或者是那個我們覺得自己比別人好的態度。很多時候我們在教會的工作都是從一個非常謙
卑的工人開始的，但是當神給了我們祝福之後或者說當神叫我們成為別人的祝福的時候，

我們就很容易受試探，然後從對神的依靠上而走開，我們並不瞭解其實那個更大的力量是

來自於我們對神的順服。當我們謙卑自己的時候，當我們成為那個倒空器皿的時候，我們
才能夠有更多的空間，讓耶穌進來充滿我們。當耶穌基督願意來到世界上成為我們救主的

時候，神應許了那個聖靈成為禮物，哈利路亞！耶穌在與聖靈同行，靠著聖靈祂行神蹟奇

事，同時靠著聖靈祂來傳講神的話。在祂上十字架之前，祂對門徒說：這是必要的，我必
須要離開。如果我先離開的話，我才會再回來。哦，主啊，這天父的應許我們求你親自傾

倒下來，主啊，就像在五旬節那天一樣，主啊，幫助我們，當我們學著來安靜等候你的時
候，我們是在信心中來等待，神所應許的靈可以澆灌充滿下來，哦，神啊，你會再來到這

世上，你會來住在我們的中間，主啊，你會住在我們的裡面，讓我們可以完全地降服於

你，讓我們可以在你裡面找到一切我們所需要的，同時我們可以在我們的裡面活出那個耶
穌基督謙卑的樣式。阿們！	
		
耶穌基督被高舉了，這是何等美好的得勝，是神賜給我們的。每一個人都會承認基督是

主！我們也要繼續順服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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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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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成就祂的美意。】（腓 2：12～13）很
多時候，我們並不明白，其實是神在我們的裡面來工作。同時這邊還有另外一節經節，

14節：【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腓 2：14）這裡的提醒是非常重要
的。幾年前神就是在這個方面來教導我，神叫我不要再抱怨了，不要再評論別人了，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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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從自負當中得勝。在第三節:【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腓 2：3）神要
叫我們得自由，祂希望我們口裡不要有任何的抱怨，那也就是在曠野中流浪的以色列人所

發生的，他們抱怨了四十年。他們所顧念的就是他們自己，他們是非常地以自我為中心，
他們所顧慮的是自己的益處還有他們肉體上的慾望。但是神要我們從抱怨當中走出來，同

時神要我們從自負當中走出來，不要再一直認為自己比別人知道的多很多。唯一的希望我

們有可能從這當中走出來就是讓聖靈來充滿我們。	
		
我們翻到《彼得前書》第五章，我們要提的這個彼得就是那個很喜歡和別人爭論的彼得，

同時他也是一個非常自負的人，但是我們大家都發現，當聖靈充滿彼得時，在他身上發生
的巨大的改變。彼得被破碎，成為一個被倒空的器皿，彼得認了他的罪，他在否認耶穌之

後，他去到外面痛哭。同時他告訴耶穌說他愛耶穌，在那十天當中，他等著神的同在，當
彼得開口來說神的話的時候，那個榮耀的得勝臨到他，三千個靈魂得拯救。當彼得寫彼得

前書的時候，這時候他已經是年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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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 5：1），彼得他本身已經是個領導人，然他在對其他的領導人說話，
他是在跟那些牧師們說話，你可能是一個牧師，那彼得在這裡所說的同時也就是對你所說

的話，彼得是個教師，他在對我們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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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 5：2）	
		
我喜歡第三節，【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是作羣羊的榜樣】（彼前 5：3）彼得已
經從神那邊得著救贖，你們記得耶穌洗了彼得的腳，他在這裡告訴那些長老們，不要轄制
所託付你們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樣。同時彼得接著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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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接下來，彼得是對那些年幼的人說話，【你們年
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彼前 5：5)我發現當我跟很多華人同工的時候，大部分的華
人都比較容易能夠順服年長的，跟美國人比較起來，華人比較容易順服年長的。但是彼得

接著說，【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彼前 5：5）彼得這邊的教
導是關於我們每一個人的，無論你是年長年幼的，或者你是教導人的或者你是被教導的，
不要想說你好像是他們的老闆一樣，然後任何你所說的事情他們都一定要照著你所說的去

做，不要這樣想。彼得在這裡說，你們必須要彼此順服，同時這裡還告訴我們說，當我們
穿衣服的時候，要記得我們需要以謙卑束腰。我們必須要穿著這個謙卑的衣服，也就是新

婦必須要穿的衣服。那個新郎他要新婦看起來像新郎自己一樣。你有沒有聽過，很多人住

在一起，久了之後，他們看起來就會越來越像。同時耶穌要新婦看起來像耶穌自己一樣。
同時祂給我們穿上義袍，祂要用祂的謙卑來裝扮我們。	
		
接下來在第五節，他就提到說，【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彼前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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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第六節，【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時候祂必叫你們升高。】
（彼前 5：6）	
		
所以在第七節他在這裡做了結論，【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祂顧念你們。】	
耶穌愛祂的教會，耶穌在教會裡面尋找祂的愛人，同時聖靈也在為耶穌尋找耶穌的新婦，

聖靈在世界各個地方尋找，同時祂應許祂要將祂自己成為我們的裝扮。	
		
你們記得啟示錄第三章所說的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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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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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18）所以這裡 17節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
財，一樣都不缺。】，因為你並不知道你缺的是什麼，你可能並不明白你自己其實非常困

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再次和神說，主，求你將我的本相
顯現給我看。所以那些使徒們他們都有神給他們的啟示，讓他們知道他們裡面的本相是什

麼樣子。當耶穌被逮捕的時候，祂的門徒全部都跑光了，所以那些門徒知道當這個東西會
給他們帶來生命上的危險的時候，他們統統都跑掉了，但是耶穌告訴他們說，我可以告訴

你們應該做些什麼，耶穌告訴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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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我所疼愛的，我
就責備管教他；所以你要發熱心，也要悔改。】（啟 3：18～19）這節祂講到說祂要給我
們白衣，祂要為我們穿上那個白衣，祂是用祂的公義為我們穿上那個白衣。彼得他對教會

說，你們要以謙卑束腰，神祂的靈也是那個佔有耶穌的靈。耶穌說，我會打開門，讓他們
進來。我們會在一起，我會打開門，你們就進來。耶穌祂應許祂會在我們裡面做成祂的

工。當你不斷持續地練習安靜等候神的時候，你要在信心裡面來做，耶穌祂會來改變你，
耶穌祂會用祂的公義來為你穿上衣服，耶穌祂是靠著祂聖靈來成就祂這個應許的。很多時

候，你並不會感覺到任何的事情，但是你必須要在信心當中來接受，你要記得祂所應許

的，當你開口祈求就必給你，當你尋求你就必得著。你敲門，門就會為你打開。	
		
我們必須要全心地來尋求。【我又告訴你們，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
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路 11：9～
10）同時耶穌又告訴我們，【你們中間作父親的，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求
魚，反拿蛇當魚給他呢？求雞蛋，反給他蝎子呢？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
女，何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祂的人麼？】(路 11：11～13）哦，我們必需要相信神
所說的話，我們必須要相信當我們祈求的時候，就給我們。當我們尋找，我們就會尋見。

我們祈求祂的聖靈來澆灌我們，祂會在我們身上做大的改變。哦，我一直在禱告，我們不
會再是一樣的，現在是預備我們的日子。你們當中有些在 6月的時候會在 Pilgrim	Camp跟
我們碰面。我們不斷為這個營地來禱告，在那時候會有聖靈極大地澆灌，但是在我們尋求
神的時候，我們同時必須要相信,讓我們在祂的同在中等待。每天當我們在等候神的時
候，讓我們可以相信，相信我會領受聖靈。我們是在內室，在詩篇裡面，他講到說，他們

都同心合一，同時聖靈就降下來了，就如同神所應許的一樣，同時這個聖經經節接著說，
主啊，將那個火賜下。我們的神是大火、烈火，把我們裡面的雜質統統都燒盡。主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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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驕傲全部都燒燬！主啊，一切的攔阻都求你把它燒掉！主啊，願你的火可以降臨在我
們的身上！主啊，用你的火來潔淨我們！我們的神是烈火的神。主，我們禱告祈求你可以

將那個大火來賜下，主啊，讓那個大火可以降在我們的身上。主啊，任何不像你的東西求
你完全都把它燒掉。哦，主啊，把那些都燒燬。哦，主啊，讓我們可以得自由，主啊，所

有的鎖鏈都求你來斷開。同時我求你的光可以照透在黑暗中，主啊，在基督徒身上其實有

很多黑暗的地方。耶穌說我是世界上的光，在祂裡面完全沒有黑暗，祂要用祂的光來充滿
我們的身體，把你的靈魂打開，把你的手舉起來，向耶穌來禱告，求耶穌用祂的光來充滿

你。哦，主啊，用你的話來充滿我。主啊，把我裡面的驕傲給燒燬，主啊，把我裡面的自
負給燒燬，哦，主啊，把我裡面那個自我高大的態度給挪去。主啊，將你的謙卑賜給我。

哦，主啊，用你的聖潔來裝扮我。主啊，我們要成為你的新婦，主啊，我們要榮上加榮，

可以成為你的形象。主啊，讓你的聖靈澆灌下來，哦，主啊，你的聖靈澆灌下來，主啊，
你的靈是神聖的靈，哦主啊，是澆灌的靈，主啊，在你的光中，我們才得以見光，主啊，

願你光照我們。主啊，你說不僅僅你是世界的光，同時我們也是世上的光，主啊，在這黑

暗的世界，幫助我們能夠為你來照亮。主啊，你同在的光可以透過我們來照亮出來。主
啊，如同你所說，人們可能可以看見我們的善工就將榮耀歸給神。哦，主耶穌，我在今天

晚上為著那個大改變來禱告，在每一個人的心裡面，無論是年老的還是年輕的，無論我們
是男是女，主啊，我們帶著饑餓的心來到你的面前，主啊，我們帶著那渴求來到你面前，

主，我們向你來求那個改變，藉著你聖靈的力量，哦，主啊，在使徒他們所說的那個光，

主，我們想要得到的改變就像他們得到改變一樣，主，我們要有新的生命。主，讓你的聖
靈在我裡面成為活水的泉源，主，讓那個生命將不僅在我們裡面流通，是可以從我們的裡

面流出。主，我們一定要得著你，我們一定要認識你	，主啊，讓裡面那個饑渴要得著你
的聖靈。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以下是瑪莎牧師唱詩歌《主活在我心》）	
【主活在我心，主活在我心，啊，何等奇妙，主恩基督活在我心！】	
		
哈利路亞！讚美主！我們需要你，主耶穌！	
		
（以下是中文翻譯 Daniel的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謝謝你，求你用你的聖靈更多來充滿我們，主啊，與會的這些弟兄姐妹

們，求你的聖靈就在這時候來澆灌下來，再將我們的本相顯現給我們看，主，我們裡面的

殘渣，任何不蒙你所喜悅的，求父神藉著你的火來燒盡那一切。哦，主，真的願你聖靈的
更新不斷地做在我們裡面，哦，主，讓我們裡面可以有更多的謙卑。謝謝你，哦，主，再

將我們裡面一切的驕傲跟自負都能夠除去。主，讓我們可以活出你的性情跟樣式，讓我們
可以為著你的名，為著你的緣故成為這世界上的光。感謝您，孩子這樣的禱告祈求奉耶穌

基督的聖名，阿們！】	
		
		
當耶穌來佔有我們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那美好的改變。你知道那個改變不僅是在我們身

體上的改變，同時也在我們的靈與魂上也得到改變。祂要佔有我們的全人，所有我們必須
要更多來尋求能夠來被神的靈給佔有。你要記得神是光，那個光不僅要在我們裡面來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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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同時要透過我們可以照耀出來，祂要在我們的臉上給我們更多的喜樂，祂要把我們帶
到祂榮耀的當中。祂要為我們來破除一切的捆綁，讚美主，榮耀歸給羔羊！	
		
所以今天我要談的主題是謙卑，我們可以在我們的裡面領受神的靈，阿們！在舊約當中，

有一些我要唸給你們的經文，但是在我們去到舊約之前，在以弗所書第四章也有一些經

節，我們先看一下。這是保羅的話，【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
蒙召的恩相稱；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

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弗 4：1～3）謙卑是使教會保持合一的方式，在這裡所說的也
是神對我們的呼召，我們必須要用謙卑、溫柔、彼此寬容，用愛心互相寬容，同時要保守
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所以當教會裡面有爭論，他們沒有辦法和平地相處的時候，這就

變得非常的明顯。在慕安德烈那本《謙卑》的書裡面，他提到很多傳道人彼此爭論。惡者
透過我們的驕傲在我們裡面來行彼此分裂的工作。那就是慕安德烈為什麼非常希望能夠順

服神並寫下這本《謙卑》的書。我在念一個傳道人的故事，他是一個到大陸去宣教的傳道

人，他提到他所作的事工當中，有很多的爭論，同時在事工中有很多的驕傲跟嫉妒，當聖
靈來的時候，希望可以看到事工有大的改變。	
		
我們來看一下在《列王記上》一個故事，大衛王是一個明白神心意的人，他降卑自己，他

為他自己的罪悔改，他在神的面前卑微自己，神赦免他的過犯，神潔淨他。詩篇 51篇，
那邊記載了大衛的悔改，神赦免他的過犯同時潔淨他，他就成為那個明白神心意的人，就
在大衛死了之後，神仍然賜給大衛他的榮耀，在《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節，耶穌祂被稱

為大衛之子。因為神應許人類的救贖主是會從大衛的直系出來，當大衛過世的時候，他的

兒子所羅門繼承了大衛的位置，在所羅門的起初，他是一個謙卑的人，他向神求智慧。
啊，那時一個非常好的祈求。神說：你跟我要什麼東西，我會給你。所羅門跟神祈求治理

人民的智慧。神非常喜悅，祂給所羅門財富和權力。神將三樣東西都給了他，所羅門成為
世界上曾經活過的最有智慧的人，同時他也非常的富有，同時祂也給他有很大的權力.但
是在富有的背後，它總是伴隨著一些危險：當神祝福我們的時候，我們很容易就想說是我

們自己的努力才有今天的成就。但是神是看我們的心，然後所羅門他就沒有再順服神，所
羅門他已經被提醒，你不要娶外邦拜偶像的女子，但是所羅門並沒有將這話放在心裡，他

沒有順服，他娶了 700個女子還有 300個妾，那些女子她們敬拜別的神。當所羅門越來越
老的時候，那些女子就帶著所羅門去拜別的神。這是一個非常悲哀的故事。即便是說所羅

門他有個像大衛這樣的父親，大衛就是只有尊崇那個唯一的真神。所羅門他最開始的時

候，他是信靠神的，但是慢慢地，所羅門就越來越依靠自己，然後他就不再服從神，他做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想要怎麼做他就怎麼做，一直到他死去都如此。	
		
所羅門他有個兒子接了他的王位，那個兒子羅波安，所以我們就來到列王記上的第十二

章，這裡記載羅波安的事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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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親使他們負重擔，負重軛，做苦工。因為所羅門他不僅蓋聖
殿，他還蓋了很多其他的神廟，所以那些人民說，【你父親使我們負重軛，作苦工，現在

求你使我們作的苦工、負的重軛輕鬆些，...羅波安對他們說：“你們暫且去，第三日再來
見我。”】（王上 12：4,5）。羅波安就跟他父親所羅門在世時的時候那些在他父親面前服
侍的老年人，問他們的意見，“我們該怎麼樣回答這些百姓呢？”老年人對羅波安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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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王若服侍這民如僕人，他們就永遠作王的僕人。用好話回答他們，聽這些百姓要說的，
減輕他們的重擔，讓他們可以輕鬆一點。”	但王也在這裡問他年輕朋友的主意，“我該怎
麼做呢？”	那些年輕人知道羅波安，他們知道要說什麼王聽了才會高興，	他們對王的回覆
是：“你告訴他們，我父親給你們負的軛是重的，我要給你們負的會比那個更重。我要將
你們負更大的重軛，我父親用鞭子責打你們，我要用蝎子鞭責打你們。”所以羅波安選擇
他那些年輕朋友的建議，按著那個來做，因為他喜歡那些建議，所以第三日當那些百姓來
問羅波安的決定的時候，照著上面年輕人所出的主意，他就對人民說：“我父親使你們負
重擔，我必使你們負更重的軛，如果你們不聽的話，我會用鞭子來責打你們。”	…	這個導
致了一個很大的問題，以色列百姓非常憤怒，他們就把這個國分裂了，離開了羅波安。在
以色列有十二個支派，有十個支派就這樣離開羅波安，他只剩下 2個，猶大和便雅憫。這
十二個支派就沒有再重新結合在一起，他們自從那以後就完全分開了。	
		
你們就可以看到，一個君王其實有促成平安的那個能力，在這裡他並沒有明白最好的方法

其實是應該來尋求神的心意，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麼，神的方法是什麼。所以那些在教會
裡面做領導位置的人應該問神說：“神啊，你的心意是什麼？哦，主啊，來潔淨我們。”那
也就是羅波安的祖父大衛王他曾說的：“主啊，將你的道顯示給我，教導我你的道路。”但
是羅波安他選擇了他自己所想要的，造成了他的國完全地分裂。能夠促成合一唯一的方式
就是我們必需要謙卑自己。在神的面前，我們要謙卑自己。	
		
很多的教會都有分裂跟紛爭，很多時候在團契之間也有這樣的問題，在這個案子裡面，我

們所看到的是整個國家。它也很可能發生在一個小組裡面，如果我們不能謙卑的話，分裂

是必然的。你要記得，那些做領導的，我們被教導不要去轄制人民。就像彼得所說的，我
們要學著彼此地順服，我們要預備好自己可以聽別人的意見，同時要知道我們所作的決定

並不一定每一個都是對的，我們必需要聽不同人的意見。要知道別人的主意可能是更好
的，別人可能有更好的方法。與其跟別人爭吵爭執，我們要把所爭論的東西帶到神的面

前，所有的人都必需要謙卑順服，然後在神的面前安靜地來等候，那也就是神的靈所做成

的工。神要祂的教會合一，祂要我們的團契合一，	只有當神謙卑的靈充滿我們，我們才
能做到合一。那個聖靈可以叫我們謙卑，我們在神的面前安靜等候。	
		
在約翰福音 17章，當耶穌上十字架之前所做的禱告，“父啊，我求你使他們合而為一，像
我們合而為一。你在我裡面，我在你裡面，他們在我們裡面，我們都合而為一。”所以當
你看到不合一所帶來的危險，我們要檢查我們的內心，要檢查我們是不是穿上了耶穌基督
謙卑的樣式，我們要記得神是不是還是那個大牧人，我們都是被牧養在其下的小牧人。神

祂要做我們聚會當中的主。很多時候傳道人會說：“耶穌，這是你的聚會，我們承認你是
那位大牧人，同時我們要你來帶領這個聚會。”阿們！	
		
我的時間快結束了，但是我要為大家來禱告：【主耶穌，我們來到你的面前，我們要從聖
經經節當中來學我們的功課，成功的秘訣是在於我們必需要謙卑。我們必需要安靜下來，

要穿上你的謙卑。主今天晚上，我們求你來充滿在每個弟兄姐妹的心裡，你會將你謙卑的

靈澆灌在每個弟兄姐妹們的心裡，主，你會用你的光來充滿我們，若是在我們心裡有任何
的驕傲，主，你會叫我們為它來悔改，哦，主啊，來定我們的罪，主啊，因為你說聖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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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就是要讓我們能夠認罪知罪，主啊，你來幫助我們，讓我們可以看見我們的罪，同時
你也要叫我們從那個罪當中得釋放，得自由。主啊，幫助我們可以看見自己的罪，幫助我

們可以來悔改。主，我們當中的分裂紛爭，主啊，求你赦免我們的過犯，如果我們給別人
一個不好的態度。主，用你的聖靈來澆灌我們。主啊，用你的愛、耶穌的愛來澆灌我們。

哦，主啊，叫我們能夠受浸在那個聖靈的喜樂當中。哦主啊，用耶穌極大的喜樂來澆灌我

們。主啊，讓我們心裡的每個角落都充滿了神的光。主啊，求你來更多掌權，不只是我們
的舌頭能夠來說方言，主啊，求你來掌管我們的全心，我們的意念，哦主啊，讓我們的裡

面可以被耶穌來充滿，唯有耶穌。主，我們要回應你的呼召，我們要成為你的新婦。但是
主我們需要你用你的公義來為我們做衣裳，哦，主啊，為我們穿上那光明的衣服，主啊，

如同你在光裡一樣，讓我們可以行走在光的當中，主啊，願耶穌基督的血可以潔淨我們一

切的過犯，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即便是我們的聚會快結束了，但是我還是要告訴各位：你們要花一些時間安靜在神的面

前，花一些時間，所以神可以對你說話。同時打開你的心來接受祂的靈，神在這裡，就像
祂所說的：當兩三個人奉他的名聚會的時候，祂就必在我們當中。神在我們的當中。如果

你有機會，接下來的一週可以讀慕安德烈的書。下一個星期我們還有一堂課，我們會相信
主必要做成祂的工，神祝福你們每一位！哈利路亞！神的火在我們裡面燃燒，那個是聖

靈，願聖靈在每一個人的心裡面來燃燒，讓你們裡面可以燒出更多對耶穌的愛，哈利路

亞！神祝福你們!	
		
（以下是瑪莎牧師的結束敬拜--唱詩歌《主活在我心》）	
【主活在我心，主活在我心，啊，何等奇妙，主恩基督活在我心】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we	believe	in	you，Jesus,	Am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