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MI网校 2020秋 玛莎 

Page 1 of 12 

 

基督的谦卑 2 

第一部分 00-30 

大家早安！主耶稣，早上我们就来爱祢，我们来到祢的同在里

来敬拜祢，在这里等候祢。哦！祢这位甜美的耶稣，哈利路亚！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把这堂课再一次交在祢的手里。我们确信

祢应许我们，两三个人奉祢的名聚集，祢就在我们的中间。在每一

个课室或家里面，我们都欢迎祢。我们要把门敞开，我们向祢说：

主耶稣，欢迎祢进来，祢是我们特别的上帝，我们渴望得见祢的面，

我们渴望得听祢的声音。我们求祢赐下恩膏来，来膏我们在传讲的；

特别为翻译的来祷告，也用祢自己的话语来膏他。我们意识到我们

是多么需要祢，我们也知道祢就在这里来充满这个器皿。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我们就来领受，领受祢的灵，领受祢新鲜的恩膏。我们

也为每一个在听的学员祷告，祢来膏他们的耳朵，愿他们心里面藉

着祢同在的透雨成为好土，是这么的柔软。我们都是祢的儿女，我

们渴望更多来爱祢，奉主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 

哈利路亚！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再一次见面，有一首短诗来到我

的心中，巴不得我也可以用中文来唱，这首诗歌的歌词这样说：哦，

祂何等的爱你爱我。祂把祂的生命给了我们，祂还能给什么呢？噢，

祂何等的爱你，噢，祂何等的爱我，哦，祂何等的爱你也爱我。第

2 节：主耶稣，祂确实是去了迦略山，在那里，祂对人类的爱就彰

显出来了。祂在那里所作的，为那些绝望的人带来盼望。哦，祂何

等的爱你，哦，祂何等的爱我，祂何等的爱你爱我。 

哈利路亚！能够作一个蒙爱的人，是不是很美好一件事呢？祂

的爱是那永远的爱。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 

当我们继续的寻求主，来看见我们何等的需要从骄傲里面被释

放出来。我们有时侯会受到试探，就是想要放弃了。你是不是在跟

神求，让祂可以打开你的眼睛，看到你需要谦卑呢？我觉得这是神

会最快应充的一个祷告。祂会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向我们彰显

出来显明说；我们需要祂。一开始我们会觉得很绝望，我们会问说；

“到底我们会不会改变呢？”记得保罗他曾经有这样子的呼喊，“哦，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 

这就是我很喜欢、我刚刚提的这首短歌，祂说祂把祂的生命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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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们，来释放我们。祂在那边邀请我们来到祂的面前，我们把我

们自己生命降服给祂，祂就可以从我们里面活出祂的谦卑。是的，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答案。  

我们必须更多的来得着、来有份于主耶稣的生命。祂渴望用祂

自己的灵来充满我们。你知道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还有温柔，谦卑的心。我深信我们永远不会拥有比主耶稣活在我们

里面、在我们里面掌权，能得着更多的谦卑。主耶稣祂是那位有大

能的征服者。 

我刚提到那个短诗，第二节他说；祂在失望中带来盼望。我们

的救主藉着祂完全的降服在神面前，祂赢了一个全然的得胜。祂自

己虚己，祂完全的顺服至死，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那个很不寻

常、很伟大的一个死。随时随刻祂都在尊重祂的父，让父在祂的里

面来作工——这也是我们的呼召，我们来尊重这一位，在我们生命

里面唯有祂可以活出这个谦卑的主。 

哦！当我们真实的来到祂的面前，承认说：“离了祂，我们什

么都不能作！”当我们被这样子的宣告来说服的时候，我们就会进

入何等的一个安息啊！ 

我们知道主耶稣祂的谦卑跟我们罪的天性，是完全相反的。我

们也许试着要表现的很谦卑的样子。我觉得在华人的文化里面，我

们特别很会来表现谦卑。可是唯有圣灵可以把我们里面隐藏的骄傲

曝露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弟兄姐妹们来向神祷告，“主啊！

祢向我启示，祢怎么样来看我，也让我怎么样子来清楚的看到我自

己。”你也许会很震惊，神很快就会来应允这样子的祷告。在我们

心里隐藏的那个中心就是骄傲。我们记得这是在伊甸园里面就开始

的。 

你们当中也许有人知道这个周末，是犹太人节期的新年。当我

去查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在庆祝的是一年的头。他们说这个周末是

他们庆祝亚当和夏娃被造的日子。他们说那是一个年的起头，也是

创造的开始。不管我们是美国人、是中国人、是在台湾的，我们都

是亚当夏娃的后裔。可是我更喜欢庆祝是那个新造，新的创造。 

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告诉我们，有一个新的创造。我们大家一起

翻到歌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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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第 45 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亚当成了有

灵的活人（“灵”或作“血气”）”，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林前 15:45） 

第 47 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

（林前 15:47） 

（主耶稣在这里，保罗说祂是“末后的亚当”，或是“第二个

人”。） 

第 48 节接着说：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就怎样；属天的怎样，

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林前 15:48） 

我很喜欢第 49 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

状。（林前 15:49）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有我们这个旧人、有那旧的天性。第一

个亚当把罪带到世界上来，当他悖逆神的时候，罪就进来了。可是

我们有第二个亚当，我们可以来庆祝。祂带着一个全然降服的生命

来到世上。哦！那些接待他的、那些有他生命的，他们就有了这样

的天性。是的，我们都有那首先的亚当天性的生命，可是神要的是

一个新的创造，是一个新的人。主耶稣，祂就是那一位顺服的神的

儿子。 

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祂藉着所受的苦成了完全。”（来

2:10 下）哦！如果我们可以告诉犹太的朋友们说“我们有一个盼

望”，这是何等好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不只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

我们更是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祂就在我们里面作工，使我们成为

祂的样式，我们都要被改变，即便今天祂就在作改变的工作。 

我们要一直记得歌林多后书第三章那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

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参林后 3:18）。可是在这之前，我们必

须要看到我们的需要，就是我们需要被改变！圣灵就是那一位将真

理启示给我们的。这些门徒们就是在那个奇妙的圣灵的浇灌的受洗

里面，他们被改变了。他们不再是那之前彼此争论谁伟大的那一群

门徒，在那边争说谁是最重要的。彼得夸口说：“我永远也不离弃

你，我会一直对你忠心到底。”（参太 26:33，35）可是我们看见

当主耶稣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在那里否认主。（参太 26: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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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当我们没有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掌管我们的时候，我

们那样子可怜的光景。 

所以，当大家在求主耶稣打开你们眼睛的时候，不要觉得失望。

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多么的不忠心，或是我们常常生气发怒，或

许我们看见我们是这么的自私啊，或是我们多么以自己为傲、以为

“我可以作什么，我就是那个应当作头掌管的人”——就是在这样

子的时候，你遇见的时候，你要向主耶稣跑去，你向祂说：“主啊！

祢要改变我！改变我！”保罗就告诉我们，当我们这样子来看见祂

的时候，我们就被改变，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我相信大家都在学习等候神，在祂的同在里边，坐在祂的脚前，

享受祂的平安，就是在这样子的操练里面，我们来看祂，我们就在

那里被改变。 

我们必须一直留意，不要忙着为神作工，而忽略了单单花时间

安息在祂的同在里面，能够更深的来爱上祂！我们要记得我们新娘

的礼服是一件谦卑的衣服，是那洁白、干净、没有任何的污点的。

骄傲就是在我们的衣裳上面最大的一个玷污，我们需要主耶稣的宝

血不断的来洗净我们，好叫祂来呼叫我们的时候，我们是预备好的。

哦！要像那聪明童女是被神的灵所充满的！ 

当我们想到犹太人在那里庆祝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我想

从旧约那边我们来看，当亚当个夏娃犯罪以后发生了哪些事情？我

们记不记得撒但怎么样来诱惑夏娃呢？牠说：“你就会像神一样。

你就能够像那一位能够查验能够明白的那一位。噢，你就会成为那

个有能力的人。你能够像神一样。”（参创 3:4-5）当亚当、夏娃

他们吃的那个果子，罪就进到我们里面，罪也进到所有人的里面。 

在创世纪，我们接着就读到该隐和亚伯。该隐他怎么样要成为

神喜悦的那一位，所以他就在他的嫉妒里面，把他的弟弟杀了。

（参创 4:8）我们也读到雅各和以扫，他们是双生的，神老早就预

言告诉母亲说：“那大的要服侍小的。”（参创 25:23b）可是我们

看到这个作母亲的怎么样来诱惑他的儿子，来一起来欺骗他的丈夫

——他们的父亲。一开始雅各还不敢这样作，可是她的母亲在那里

怂恿他、来帮助他，他们就作了。当这个罪被曝露出来的时候，他

的哥哥以扫就想要杀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的一生，都是装满

了这样子的意念，就是“我要我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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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世纪，我们接着也看到了约瑟，他是主耶稣很好的一个预

表。他的父亲特别的喜爱他，要他成为“那一位”。他给他那个彩

衣，那就反映出他的父亲偏爱他胜过他的他其兄弟们。神在约瑟身

上有一个旨意，可是他需要约瑟藉着他受的苦，来学习作一个倒空

的器皿，在神的手中。 

第二部分 30:00--1:00 

我们接着看下去，在旧约扫罗王，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知道自己

是很微小的——当我们开始出来学习侍奉的时候，我们一开始也是

看自己是一无所有。撒母耳他跟扫罗说：“当你在自己眼中看为小

的时候，耶和华膏你作以色列的王。”可是因着扫罗爱“人”的荣

耀，他看他自己就是“那一位”，他就开始不留意神所说的话，开

始悖逆神，因着嫉妒，他想要毁灭大卫——在那里神拒绝了他。要

记得：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参雅 4:6） 

甚至大卫他也落到罪里面，因着他里面的一个私欲，他想成为

“那一位”拥有拔示巴作妻子的人，他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欲望，就

犯了杀人的罪。但是后来藉着一个极深的、一个真实的悔改，他成

了在神眼中合祂心意的人。（参撒下第十一、十二章）大卫他就好

像约伯曾经地呼喊，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伯 42：5-6） 

不仅仅是在旧约，在新约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主耶稣的

门徒他们怎样在那里自高、骄傲的事情。使徒保罗也是，当他在那

里喜悦那些犹太人把司提反杀害。可是当保罗在里面看到耶稣时，

在他里面的呼喊是：“哦，我真是苦啊。”（参罗马书 7：24） 

“那一位”等着要拯救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祂在那

里祂要开始一个新造，祂是那末后的亚当。首先的亚当失败了，藉

着他，那些罪、那些邪恶就进入这个世界上了。但是，主耶稣来了，

祂是那末后的亚当。我曾经有一次在那里计算，看圣经里面主耶稣

曾多少次称祂自己为“人子”，“人子”——第二个人，祂要把我

们介绍到父的跟前，祂深知道怎么样可以让父得着喜悦，是一个顺

服的灵，是一个降服的心——就是把我们里面的骄傲都倒空了，然

后能够穿上主耶稣的性情。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祂的”（参罗 8:9），我们读

这样的经文我们就想说：到底主耶稣的灵指的是什么呢？那一位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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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耶稣、占有基督的灵——那圣灵——是那一个愿意倒空的、谦卑

的灵。祂说“我的心柔和谦卑”（参太 11:29）， 祂说“虚心的人，

有福了”（参太 5:3）——这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生活行走的时候，

祂怎么样成为那末后的亚当。首先的亚当失败了，但是末后的亚当

祂得胜了；首先的亚当他犯了罪，第二个亚当“祂存心顺服以至于

死”（参腓 2:8）。 

如果我们真的今天要像犹太人那样庆祝的话，我们要庆祝这末

后的亚当，我们在祂所得胜的这个胜利里面来欢呼，祂也把这样的

得胜来提供给我们。我再次要强调：我们永远不会拥有更多的谦卑，

不会多过我们拥有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的程度。 

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讲到撒但那个毒气，那是在马可福音第

五章第 1 节：“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我要大家

留意这段经文，因为骄傲就是撒但的毒气，还有那些属撒但人的特

征。撒但之所以从神面前被赶出去，就是因为牠里面的骄傲，牠想

成为“那一位”被人所崇拜的。有一些天使也跟着牠堕落，他们一

起被赶出去。所以，我们要记得骄傲的来源就是撒但。 

在马可福音第五章讲到格拉森人的记载，他被邪灵所附，当主

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就回答说：“我名叫群。”他说：

“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当主耶稣把牠们赶出去的时候，

牠们充满了有两千多的猪，牠们都投到海里淹死了。那些住在那里

的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情。我喜欢这里记载，15 节：“他们来到

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

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哦，这个人他坐着，

他穿着衣服，他的心里面是明白的，他坐在耶稣的脚前。——这是

不是一个很美的图画呢？他在那里坐着耶稣的脚前，他的心里面是

正常的。这也是一个主耶稣可以在我们身上所作的一个见证，就是

这个骄傲是撒旦的作为，主要把这样骄傲的灵从我们身上赶出去。

哦，当我们这样子服下来在耶稣的脚前，祂就让我们穿上衣服，穿

上谦卑，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正确的心，向着祂，也向着我们周围的

人。——哦，我们何等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心哪！ 

保罗告诉我们：“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记得在

腓立比书那边怎么样讲的：祂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

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

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参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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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在祂这么深的爱里面，祂呼召我们来舍己，从我们的骄傲里

面走出来。当我们在耶稣面前降服与祂的时候，我们找到了释放。 

我们要永远记得，我们每一天日常生活所遭遇到小小的事情，

都是永恒的一个考试。因为我们遇到的这些小事，就是一个来试验

我们里面的灵、我们心的光景的机会。我们在神面前自称的谦卑，

是没有什么价值的，除非这样的谦卑也在人的面前被试验过。 

哈利路亚！哦，但愿我们每一天的祷告，就是主耶稣能够在我

们生命里面，彰显出祂的能力，能够打破骄傲权势的能力！哦，让

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全然向着神降服的生活，时刻地寻求：主啊，祢

要我作什么？不要照着我的旨意，只要照着祢的旨意。哦，让我可

以穿上祢的谦卑为衣服。神要把我们磨成祂亲爱儿子的样式。没有

一件比我们能够被磨成主的形象，这件事情更讨父的喜悦了。主耶

稣为着我们的救赎，祂付了那个赎价。 

在我今天讲的结束之前，我要跟大家再翻到一处经文，在彼得

前书第五章那里。我们看见彼得的生命怎么样很奇妙、很伟大地被

神来改变，他怎么样在一个悔改的里面，他被破碎了，从他里面就

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就在五旬节那天，彼得被圣灵充满，他知道，

不再是他，而是在他里面的基督，在那一天，三千人就信了主。哦！

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改变哪！哈利路亚！——这也是为着我们的。 

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他是为那些在教会作领袖的来嘱咐他们，

第五章第 1 节：“我这作长老、作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

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这边是向着在作

领袖的，他说：“我也是作长老的，”第 2 节，“务要牧养在你们

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

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我特别喜欢第 3 节，他

说：“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 

这是我们中间那些作带领的人的一个警告：要好好的来照管我

们中间的群羊，而且是要带着神的谦卑；不是要辖管他们，可是要

作他们的榜样，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祂活出一个榜样。祂在祂门徒

中间作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祂在那里为门徒洗脚，在那里

反映出祂的谦卑。为人洗脚是个很肮脏的工作，门徒中没有一个人

会想象的到他们会想要去作这样子的事情，可是主耶稣祂为了让我

们看见祂的榜样，丝毫没有一点觉得祂比别人还优越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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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彼得前书第五章第 5 节，那里说：“你们年幼的，也

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

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

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我们要特别留意，他这边说我们众人要“彼此顺服”，我们没

有一个人晓得每一件事情，不管你服侍主有多少年，你不应该觉得

你比任何人优越，我们总是要有一个能听别人的耳朵，穿上谦卑。

哦，那是一个何等美丽的一件外衣。哦，在这里彼得有这样子的描

述，约翰也有在启示录里面有类似的描述。主耶稣给七个教会讲的，

祂在那边有句话说，祂说“你要买白衣穿上”，第三章第 18 节：

“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

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参启

3:18）主耶稣在那里跟教会说“我要你来向我买，你到我这里来买，

你到我这里来。”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他们是赤身

露体的，在那里神祂杀了一只牲畜来给亚当和夏娃用皮子作衣服穿

上，今天神祂也渴望来让我们能够穿上基督和祂的谦卑的那个美丽

的外袍。哦，让我们来顺服祂向我们的邀请，我们到祂面前来好叫

祂可以给我们这个衣裳来穿上——这就是主耶稣的新妇最好、最合

适的一件新娘外衣。哦，能够穿上、能够披戴基督。神问亚当说

“你怎么知道你是赤身的呢？”（参创 3:11）这是罪的缘故啊。今

天，我们仰望祂来为我们穿上。罪带来羞耻，主耶稣来就遮盖了我

们的羞耻。祂渴望我们能够拥有那个白衣，我们赤身的羞耻就不被

显露出来。我们是多么的容易看见别人的罪呀，可是我们很不容易

看见我们自己的罪，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在启示录这边讲说“也要

买眼药叫你们能看见”，叫我们脸上那遮盖的鳞片被脱落，好叫我

们能够这么清楚的看见我们自己，即便我们在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是

作带领、作长老的、作牧师的。彼得他是一个作领袖的，彼得他怎

么样出去传福音，他怎么出去因他使人得医治，他怎么样放下他以

前作渔夫的职业。可是，他在那里面满有他自己的意见，这是一个

很自信的骄傲，从那个自信的骄傲里面让他就宣告说“我永远也不

会不认祢”（参太 26；35b）可是主耶稣知道他会不认祂，而且，

我记得主耶稣也说：“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因为我已经为你们祷

告，我已经为你们代求了。”（参路 22:23），所以当彼得他在一

个很深的悔改里面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出去痛哭”（参路

22:62），主耶稣祂复活以后向他显现，问他说“彼得，你爱我吗？”

彼得说“主啊，祢知道我爱祢”（约 21:15），三次主耶稣这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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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是，后来圣灵怎么样浇灌在他身上，使他成为一个在神面前

大能的勇士。 

这是刚我们读到的彼得前书，他告诉我们怎么样以谦卑束腰。

“你们务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参彼前 5:6）哈利路亚！

主耶稣向着我们也是一样，祂今天早上也是这样与我们同在。 

第三部分 1:01-结束 

接下来，我们花一点时间，请胜秋姊妹给我们作一些见证。 

你好，玛莎。我今天要感谢玛莎牧师，她今天跟我们分享的骄

傲，好像神的光一直在光照我的里面所隐藏的罪恶。在整个课程当

中，神的光一直光照我的里面，因为骄傲真的是隐藏的，常常我们

是不自觉的。 

我想到春季班，郭牧师在讲《圣灵、十字架与己生命》的时候，

她说，那个时候有人说她很骄傲，当时她自己不知道她哪里骄傲，

因此为了这个她还向神祷告，哭了好久。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就曾

经有人对我的爸爸说：“你的女儿很骄傲。”那时候我还小，我真

的不知道我有什么好骄傲的，我不知道。但是，有一次和周牧师有

一些交通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你当时为什么会不知道呢？”

牧师告诉我说：“因为当时你心里没有神。” 

我真的是感谢主，神真好，神祂并不丢弃我们，虽然我们是这

么不好。因为圣灵祂就住在我们里面，祂随时就会来光照我们，让

我们知道我们不对的地方。 

今天听到玛莎牧师的分享，特别是她讲到圣经的该隐、亚伯、

以扫、雅各、约瑟等这一些旧约上的人，我想到，他们好像都是在

生活中跟自己最亲近的、自己的兄弟，他们真的很在意别人对他的

看重。就如该隐，因为神看重亚伯，他心中就生出了嫉妒，因此他

杀了他的兄弟亚伯。我觉得，在我的肉体里也常常会有这种本身肉

体的表现。我们人都喜欢被人看重、被人喜欢，当我们不被人看重

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所有的一切那种嫉妒、猜忌、不舒服、自怜等

就浮上来了。其实这都是我们自己的老我，而且这个“老我”是非

常不容易被致死的。 

我就想到，前几天，在我身上也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我和朋友，

她有一样东西，本来是要给我的，因为她忘了，就先给了另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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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而且她也向我道歉，说下次一定记得

要补一份给我。但是我的心里面就开始，心里面说不出来的那种好

像不被人家看重，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就上来了。当我安静下来的

时候，我知道这还是我的“老我”在那里，是那么强大的在那里作

祟。我想，神让我看见自己，也让我知道我里面还是有我自己的

“老我”深深的在那里，只是有的时候我没有发觉，但是一碰到事

情的时候，这个老我又出来了，这个骄傲又出来了。 

当我知道我今天要有一些分享的时候，我昨天也有一些安静。

我想到谦卑的功课，主耶稣真的是作了我们很好的榜样。主耶稣来

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所承受的这一切，当祂在十字架上所受的鞭

伤，深深地印刻在祂的身上。在我的灵里头，我好像看见耶稣身上

的伤痕。神也让我看见，我的身上有没有为主受苦的这些伤痕呢？

所以，当时我真的很难过。我说：“主，我想要像祢，但是我却没

有为祢受苦的这样的心志。主啊，我真的是求祢赦免我。” 

我也感谢神，有一天早上神给我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就是《哦，

我愿成为无有》。特别是副歌，“倒空，使祂充满我中，使我出去

作祂圣工。破碎，使祂不受拦阻，使祂生命从我流出。” 

当我唱到“破碎使祂不受拦阻”我真的在那里我就被神大大触

摸，我跟主说：“主啊，主啊，是的，我在许多事上真的是拦阻了

祢。使祢那荣美的生命没有办法从我流出。”感谢主。真的是，当

神的爱这样浇灌、充满下来的时候，我真的跟主说：“主啊，我愿

意降服，我愿意让祢来破碎我！让祢来剥夺我这一切不讨神喜悦的。

让祢毫无拦阻的作在我的身上，成就你的旨意，在我的灵里。” 

感谢主！我想这就是我今天一点点的分享。谢谢玛莎牧师。  

赞美主！赞美主！谢谢你胜秋姐妹。主耶稣在作一个加快脚步

的工作。因为时候不多了，圣灵在催促着祂的教会，催促着我们，

要预备主耶稣的再来！圣灵在那里寻找主耶稣的新妇。好像祂听到

我们的呼求，我们说：“主啊，我们要那个眼药，好让我们得以看

见！让我可以看见，在我的这个人里面，有那些地方，是祢要改变

的。”哦！这一切的催促，实在是出于一个爱。祂是那真光，在祂

的同在、在祂的光中，我们要得见光。我宁可主耶稣今天就给我这

样子的光，让我今天就可以看见，而不要等到在永世的时候，我才

可以看见。因为在今天，祂给我一个机会，可以向祂呼求:“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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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从我的老自己里面把我救出来！从我的骄傲里面，把我救出

来。因为骄傲是万恶的根源，谦卑是一切罪恶的拯救！” 

哦！哈利路亚！归给羔羊！主耶稣在我的心里面作工，甚至现

在祂也在作工，祂渴望将祂的谦卑吹到我的里面。我们每个人都会

经历刚刚胜秋姐妹的经历。可是就是我们经历这些为难，经历这些

挑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我们的神，在那里扶持我们，帮助我

们。主耶稣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位帮助者，就是那保惠师。”祂

把我们围在祂的胸膛，祂给我们祂自己甜美的同在，哦，这让一切

都变得有价值。 

这个礼拜也有一件特别的事发生，我有一个朋友写了一封电子

邮件给我。你们中间也许有人知道我的先生他是九月过生日，我想

要作一个蓝莓的蛋糕给他。我有两个食谱，第一个是很容易作的，

就是用一个特别的工具来作，一些材料他们已经作好，我只要加一

些材料就好；可是另外一个食谱它的程序非常的复杂，需要很多的

蛋、奶油，很多的面粉、糖这些东西。我的先生他非常的喜欢吃蓝

莓的蛋糕，所以，我就想作一个大蛋糕给他。我放在那个烤箱里面，

食谱说我要倒着放那个蛋糕，我就倒着放，没想到它从那个装蛋糕

的底盘里面掉了出来，所以我就试着尝试一些方法能够把这个蛋糕

放回去，那时候很烫。我的这个朋友她听到我这样子的故事，她就

说：“你怎么不用那个简单的食谱来作就好了？”我跟她说：“我

喜欢选择比较困难的方法，因为当我花我的功夫、我的心思进去来

完成的时候，我觉得更满足。”我这个朋友她的母亲事实上就是作

这行的，当我的朋友回我的电子邮件，她说：“我的母亲她是专门

作这个的，可是她就是选择那个简单的食谱，因为她作蛋糕不是为

着她自己作。”——这句话就好像一个剑穿到我的心里面，好像圣

灵在那边就问我一个问题说：“玛莎姐妹，你作蛋糕是为着你吗？

是要让人来注意你吗？”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跟神说：“圣灵啊，

我谢谢祢光照我！我谢谢祢让我看见我的自己。祢说祢的轭是轻省

的，祢的担子是容易的。我是那位马大，马大。”所以我在那边我

就感谢主，好像胜秋一样，我们要感谢主，为着祂来光照我们。这

是出于祂的爱，向着我们的爱——当祂打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好

叫祂可以来改变我们。骄傲这条路是一条很复杂的路，可是谦卑的

路总是带下一个平安。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伏在祢的脚前。我们

求祢用祢的谦卑给我们穿上。来释放我们，将基督的心更多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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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成就祢的旨意，教导我们，也帮助我们能够花

时间与祢独处，好叫祢能够用祢的灵来充满我们，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我爱你们！我把你们交托在主的恩手里。感谢主！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