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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玛莎-2021-3-12 

第一部分 00-30 

赞美主，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爱祢！主耶稣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把我们的爱

慕放在祂身上。哦，祂同在的荣耀、祂那美丽的面容。我是属祂，我是永远属于祂，

祂用祂的恩典已经赢得了我的心。我们以感谢的心来到祂的同在里。 

我想开始来唱一首诗歌。 

唱诗《我爱祢，耶稣》。 

哈利路亚！哦，主耶稣，我们敬拜祢！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什么都不能

做，可是我们来到这里要遇见祢，我们要在这里注视祢的面容。我们向祢求，愿今天

祢的同在就在每一个课室里。有些课室也许紧紧关着门，也许他们不能公开的聚集，

可是，主耶稣祢可以直接的穿过那门。我们真是求祢的同在，满溢在每一个家里。我

们爱祢！我们渴望得见祢的荣耀。愿祢把我们脸上的帕子挪去，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

见祢。我们敬拜祢，哦，我们渴慕祢。“主人请说，仆人敬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祂与我们同在，这是祂的应许——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祂的名聚会，祂就

在他们中间。大家在你自己的家里面，在你们的房子里面，我在我自己小小的家里，

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祂的同在里。哈利路亚！哦，赞美主！谢谢祢，主耶稣！主，

祢居住在以色列的赞美中。无论什么时候，你觉得主好像很遥远，你就开始起来赞美。

因为在诗篇第二十二篇那里，主告诉我们，祂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或是翻译

成祂是住在以色列的赞美中间的。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祢！我们谢谢祢！我

们爱慕祢！我们信靠祢！主，谢谢祢！哈利路亚！ 

今天早晨我很期待再跟大家一起相聚，今天我们所要教的内容是：祂荣耀的同在

——改变我们。 

大家有没有渴望要被改变？当我们更靠近主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我们真的需要被

改变。 

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多处看到，当一个人看见主的时候，他们就面伏于地，俯伏在

地上。我有一个住在伊利诺州的朋友，他跟我分享说，他有一个异象看见主，他说：

当他看见主的时候，他整个身体都在战抖，他是那样惧怕，那个光是那样明亮，就好

像闪电的光，就好像有人碰到电线，电光就这样闪出来。可是当主耶稣伸出手来摸他，

他知道是主，他永远都忘不了那一次的异象。我自己没有过这样异象的经历，可是在

我的经历里，我经历过祂向我在我的心里启示祂的自己。常常我的心可以感受到祂同

在的温暖。当我们知道祂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那是何等的安慰。祂今天也是这样与你

同在。这是祂所说的，我们需要站立在神话语的应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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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同工来问我说，你要从圣经的哪一卷来教导？因为我是美国人，我读不懂

中文，所以我没有办法读大家平常读的属灵书，所以我就说：“我就用圣经来作我的教

材。”周牧师他写的书，也都是根据圣经来写的。当我开始与他同工的时候，我常惊讶

于他里面背了这么多的经文。他可以很清楚的指出哪一节圣经，是在哪一卷书里面，

哪一章节里面。当他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他就背诵许多的经文。当我们年纪太大不

能读圣经的时候，那些我们年轻的时候所记的经文，还是存在我们心里面。 

我今天早上要跟大家读一段经文，好像是主把这节经文放在我的里面。上个礼拜

我们从以赛亚书第六章跟大家分享，那是以赛亚所得着的一个主的异象。在新约又提

到以赛亚看见主的荣耀，我们也想要看见祂的荣耀。 

今天早上我要来跟大家交通以赛亚书六十章，我们读第 1-2 节:“兴起，发光！因为

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赛 60：1)当耶和华的荣耀发现来照耀

我们的时候，那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啊！“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

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赛 60：2）哦！哈利路亚！祂的荣耀

要在我们身上被发现。主耶稣祂是世界的光！祂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我就是世界

的光。”（约 8:12 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 14 节那里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太

5:14 上） 

我们有什么可能可以成为光呢？唯一的可能就是祂呼召我们，来反映祂的自己。

每一次我们等候在祂的同在里面，祂的光就照耀在我们身上。好像周牧师常常说：“我

们要歌唱，唱到祂的同在里。把你自己浸泡在神的同在里面。” 

当我们愿意，安静的坐在祂的同在里面，祂的光就要来照耀我们。我们就把这样

的光带到我们周围的世界去。是的，我们刚才读以赛亚书说：“黑暗是遮盖整个大地的”，

世人不爱光反爱黑暗，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参约 3:19）可是“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祂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壹 1:7）

我们刚刚读到经文是在约翰一书一章 7 节那里。 

我们需要在光明中行，我们需要活在光中。祂也呼召我们，来等候祂，好叫祂自

己的光可以照亮我们。当我们从等候主的安静里面，站起来的时候，我们仍然行走在

光中。我们的呼召是要来注视主耶稣。 

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居住在我们中间，”约翰告诉我们，“我们

也看见过祂的荣光，那是神儿子的荣光。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参约 1:14）

我们也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那里读到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看见了耶稣的荣光。主

耶稣带着他们三个上了变像山，“主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祂的衣

裳洁白如光。”（参太 17:1-2）哈利路亚！他们看见祂的荣耀！哦！能够在那里看见主

的荣耀，那是何等情景啊！即便我们今天，主耶稣也要我们单单的来注视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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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看着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看着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是很

容易灰心的，甚至有一些人他们会落到一个沮丧里。 

我的先生有时候会告诉我说：“我真是不想再看新闻了。”因为他觉得他要放弃一直

读那些让人沮丧的新闻。可是每次我们抬起头来，看见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那荣

耀的王要进来。” 

这是诗篇教导我们的：“众城门哪，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

起，因为那荣耀的王要进来。那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参诗 24:7-10） 

当我们这样注视祂，祂会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这样敞着脸来注视祂，我们就变成

主的形状，荣上加荣。 

我们中间有许多的喜欢在祂的同在里安息。我相信主耶稣要我们更知道，当我们

等候在祂脚前的时候，祂一直在做工。当你这样安静的等候在祂的面前，也许没有感

觉什么特别的，可是圣经教导我们：“神必为那些等候他的人行事。”（参赛 64:4） 

罗炳森师母她常常有许多需要祷告的事项，有一次她就好像偷偷的溜走，就是走

开，自己走到主的同在里。可是当她这样与主独处，结束的时候，她才发现，原来她

那许许多多代祷的事情，她并没有真正的把它们都带到主的面前来。可是当她这样等

候在主的面前，她就有一个确据，真实的知道，主把这些事情都解决了，都听见了。

祂是向着祂的应许，祂是一个信实的主！所以祂说：“祂必为等候祂的人行事”，祂就必

如此行。 

每一天我们就是这样很简单的来到祂面前，跟祂说：“哦，主啊！我要在这里来遇

见袮！我渴望袮的圣灵能够更多的拥有我！我今天是那样的无有，我需要祢。我愿意

祢的灵来充满我！”祂会应允的，因为祂喜悦我们来。祂可以把这世界上找不到的喜乐

赐给我们。 

“这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可是祂的话语是永远长存的。”（参约壹 2；17）

愿我们要听到主耶稣常常的呼唤我们：起来与我同去，起来与我同去！祂邀请我们说：

“你们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我要使你复原、恢复，我要用我的同在让你从新得力。”

我知道当中许多的人都有这样的操练，可是我们确实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与祂单独的相

处。如果我们听、回应祂的呼召，祂就在我们魂的里面做事。 

我们当中也许有许多人为着主的工作，非常的忙碌。可是我们不要在这些忙碌当

中忽略了来爱我们的主。祂渴望向我们启示祂的自己！祂渴望从我们里面来改变我们！

我们为祂所做的工可以蒙受更多的祝福，能够结更多的果子，当我们好像枝子连在葡

萄树上的时候。哦！祂是那元首，我们是祂身上的肢体，互相作肢体。 

你知道，你可以更多的来祝福你的家、你的教会吗？当我们住在祂的同在里，祂

就一直的来改变我们。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需要带着祂的同在，这就是内在生活

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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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们周围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的焦点永远是主耶稣。在座的姐妹们，即

使当你们在煮饭的时候，你们也可以这样住在祂里面。 

我第一次吃中国餐，是周师母预备的。我不知道她花了多少时间。周牧师、师母

他们来加拿大来看那时候我所服侍的一个聚会。那天周师母就说：“今天我要来为大家

煮饭。”她带了一些中国的蔬菜，还有一些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东西。她花了几个小时

在那边切菜，在那边预备这个晚餐。那确实是非常美味！可是很花时间。我开玩笑说：

我们美国人或加拿大的家庭主妇，我们就好像从一个盒子把那些材料拿出来，就这样

煮了。周师母她不是话多的人，可是她与主在那里相交。大家边切菜的时候，你也可

以这样与主相交；你可以在清洁家里面灰尘的时候、洗碗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做，你

的手也许在那边清洗，可是你的心一直在那里渴慕主。 

第二部分 31-60-58:00 

祂渴望在我们身上做那新鲜的事，祂希望更多地将祂自己开启、启示给我们。所

以不管我们醒着或是睡着，我们里面的意念、我们的思想就是主耶稣。我们中间的弟

兄，我们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打理。也许开车的时候，我们碰到红灯。当我还在上班的

时候，每天早上我需要等电车，有时候常常会觉得：“哦，我要迟到了。”可是我学习每

一次到那个车站的时候，我就这样祷告（主耶稣教导我的祷告），就在那里等电车的

时候，我就在那里跟主耶稣说：“主啊，愿祢的旨意今天在我身上成全。噢！吸引我的

心快跑来跟随祢。我就是单单地要祢，还有祢向着我美好的旨意。”有一次，我觉得说：

“噢！我知道主的旨意是什么了。”可是后来我发现，那并不真正是主的计划，所以我就

学习这样祷告：“主啊，我就是单单地要祢，还有祢那完全、美好的旨意。” 

这个礼拜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他里面有一个野心，他想要做神的工作，他们想要

进入服侍。可是我们永远要记得：主耶稣要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最重要的是先跟祂在

一起，先被祂得着。是的，祂可以在一些事工里面使用我们，可是祂更渴望地是跟我

们中间这很亲密的关系；当在这样亲密里面，会自然产生出事工所需要的；当我们这

样与祂连结的时候，我们的事工就会来真正地荣耀祂。 

噢，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 6 节那里：“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

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神的计划到底是什

么呢？祂要我们在祂的神的性情上有份。在旧约里面，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来

成全神的这个旨意——就是他们不能像耶稣；甚至在新约里面，也有许多的人、许多

的事情，他们也失败，在能够“像耶稣”的这件事情上他们跌倒了。可是神的计划是把祂

的圣灵赐给我们、充满我们，来改变我们有祂自己的形象；祂是渴望让我们与祂的性

情有份。 

如果我们翻到彼得后书第一章第 3-4 节：“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

事赐给我们，是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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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

份。”我们可以脱离这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就是是神让我

们与祂的性情有份，当我们等候在与祂的同在里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要发生。主耶稣

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 22-23 节，祂在上十字架之前有这样的祷告（祂去加略山之前，

祂向父所献上的祷告），祂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

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

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哦，主耶稣祂渴望我们能分享祂的

荣耀，祂的荣耀就是祂与父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祂跟父完全的连结，祂也呼召我们

跟祂完全的连结，祂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祂里面。在枝子跟葡萄树之间，它们必须

要有一个连结，好叫祂的光能够在我们的里面，也从我们里面流出。 

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很喜欢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18 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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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后 3:18）我们不要一直都没有被改变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需要被改变的地

方。我们需要基督的灵，基督的灵要向我们显明。在我们里面有什么事情我们需要降

服于祂的呢？也许是某一些关系；或者是我们一些骄傲的态度——我们觉得自己超越

别人，可是这些都成为神在我们里面作工的拦阻。哦，巴不得祂的光来照亮我们，好

叫我们能够象祂看见我们那样，清楚的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当主耶稣向我们启示，

让我们看见自己非常需要来被祂改变的时候，那是何等的美好。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好

像觉得我们现在的光景很好，我们就满足了，我们就安逸了。我们为着可以做一些事，

可以帮助别人，可以做一些服事主的事情，我们就很满足了。可是当祂的探照灯直接

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起来向祂呼求的时候。我们向祂呼喊：“哦，主耶稣，

祢要来改变我。我从来就没有意识到我这么容易说我自己喜欢、想要说的话；这么快

就要把我自己的意见来向大家表达；甚至有时候，我向着别人是这么的刻薄、这么的

严厉。” 

我们就在那里向祂呼求，好像主祂站在那里向我们微笑。祂从开始到末了都知道

我们真正的光景，祂用祂那伸出来的膀臂带着祂的爱、祂的赦免用笑脸来迎接我们，

来帮助我们，正如祂说的，“到我这里来，我会到你那里去，我会改变你。”祂会告诉我

们，祂一直等着我们能够自己看见这个光景，好叫我们向祂呼求，祂可以来帮助。当

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我们就跑到主耶稣那里去。祂自己说，祂

渴望更多的得着我们。祂要来控制我们的脾气；祂要把我们里面的骄傲降服下来；祂

要把我们从我们这些败坏的情欲、我们的肉体里面，我们的老自己里面救出来，把它

洁净出来，祂为着我们已经付了赎价。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好像就是继续的活在他

们天然人的光景也不觉得如何，他们就常常把自己跟其他的人来比较，说“觉得我比他

们这些人都好得多啊。”可是当祂那纯净，祂的光照亮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无话可

说了。我们会像以赛亚那样来呼喊说：“祸哉”；或者是像彼得在那里向祂呼求：“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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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悯我”，我们会在祂的脚前哭泣。哦，那会是一个很美好的一天。那就是祂一直等着

我们可以进入的一天。祂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占有更多的领域。这是当我们能够安静坐

在祂面前的时候，会发生的、我们可以期待的事，我们可以期望祂会作一切必要改变

的工作。祂好像在那里为我们来修改我们的新妇的衣裳，让它更合适。当我们因着顺

服愿意等候在祂的同在里的时候，这些改变就要发生。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羔羊！ 

大家学习如何在神面前等候祂，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我们可以享受那平安，那平

静，可是主祂希望我们的信心能够不住地增长，祂会使用这样等候的时间在我们身上

做一个永恒的、一个长存的工作，祂要来改变我们成为祂自己的形像，祂渴望在我们

的言语上面能够更多地来掌管我们，圣灵也要来在我们的思想上面来帮助来掌管，祂

也要我们的事工是更多地在祂的谦卑里面，永远没有那个念头——以为我们自己比别

人还特别，我们要单单高举的就是主耶稣，我们宁可看见主。有时候，我们外面可能

是这样的表现，可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耶稣的生命活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祂渴

望从你们的里面活出祂自己的生命。哈利路亚，是的，主。 

唱诗《主活在我心》。 

是的，主啊，从我里面活出祢的自己，愿祢来取代来掌管。我们来在祢的同在里，

我们就要完全地降服与祢，我们愿意祢在我们的肉体身上能够得着祢的大能得胜，我

们要祢降服一切我们的敌人，让我们更多进入主基督里，用祢的谦卑来给我们敞开，

哦，能够把我们里面的骄傲挪去，哦，让我们有更多彼此的爱，让我们能够用祢爱我

们的爱来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要成为那与祢性情有份的那群人，哦，让我们自己的

天性能更多被降服，好叫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也来宣告：“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参加 2:20）不管我在哪里，在工厂里面，在我上班公司里面，

主活在我里面，祂活在我里面。我们要祢更多的来掌管，哦，是的，用祢的圣灵来充

满我们，我们要在祢圣灵里面行事，哦，我们渴望被祢的圣灵来掌管，我们知道这也

是祢所想作的事，好像祢跟父的祷告，“他们能够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成为一，就好

像我和祢完全的合一，我在他们里面，他们在我里面”（参约 17:23）。哦，主啊，帮

助我们，我们为着有一个新鲜圣灵的浇灌来祷告，愿祢的灵来浇灌我们！我们必须要

有祢，我们必须要一直地奔跑，来赢得祢为我们所赢得的！让祢来大大的改变我们，

好叫我完全的消失，单单的在祢里面活。哈利路亚！我们为着祢的荣耀感谢祢，愿祢

用祢的荣耀充满我们的身体，用祢的灵使我们苏醒过来。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我们爱祢，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祢的荣耀来充满这殿。 

第三部分 58：00—1:28 

在旧约里面有一段很美的故事，大家可以翻到历代志下第五章，这边一段讲到所

罗门他在耶路撒冷完成了建殿的工作。大家记得不记得，大卫他想要为神来建殿，可

是，神告诉大卫说，“你不可以为我建殿，因为你的手流了许多人的血，可是你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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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他会来建殿。”于是大卫为着建殿预备了所有的材料，不管是金银、或是木头、

石头。在历代志下第五章我们看见在建殿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们在那里有一个大的

庆祝，这些祭司就把约柜从锡安运到耶路撒冷。那些利未人他们也预备好要歌唱，有

120 个祭司，他们在那里他们要吹那个号角。他们就在那里吹号，在那里歌唱，在那

边赞美，耶和华的殿就被云所充满，甚至祭司都不能够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

充满了神的殿。他们照着神的吩咐建了这个殿，让神居住在其中。 

我们今天活在新约里面，我们岂不更当来预备我们的心，好叫这位至高神，可以

住在祂的殿，就是我们的里面。记得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吗？”（参

林前 6:19）我们的身体是为着主耶稣的荣耀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而存在的，我们是祂

的殿。当我们把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交给祂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停留在祂的同在里的

时候，祂就来用祂的荣耀充满这殿。 

哦！所罗门有一个大的庆祝，好像天上也在那里欢喜。今天在天上也有大的欢喜，

每当有一个人他们的心能够向主打开。今天我们也可以这样，当我们单独与他祂独处

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祂心里说，“主啊！我愿祢来！我愿祢来！把所有那不讨祢喜悦的

都挪去，让我能够充满祢所要的，好叫我能够说祢所要说的，好叫我向着我周围的每

一个人都有祢温柔，好叫我不会辖管他们好像我是他们的主人一样——因为只有祢才

是那位全能的主，祢要我们彼此都做仆人。用祢的圣名来充满我们。我们愿意祢的荣

耀能够在我们的身上，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 

我们刚刚读到历代志下那里圣经的中那些祭祀都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

光这样降下来充满这殿。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经历，有一次我跟周牧师一起在台湾，

我们在高雄那里有一个聚会，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在那里我们看见了有许多渴慕

神的人，我们中间有一些学员，那个时候也在那里，他们在那里歌唱。周牧师想要在

聚会一开始的时候，用一些诗歌音乐来荣耀神。我坐在会众中间，看着他们在那边一

起敬拜。通常当敬拜主的时候，我喜欢把眼睛闭起来。就在那个时候神的荣耀就临到

我们，这么的荣耀，好像所罗门的那次的经历一样。突然带诗的他们就停止歌唱，弹

奏也没有声音。真的就好像神的同在的荣耀就充满在那里（我想艾玛，还有 mercy，

还有赖牧师，可能都还记得那次的经历。）。我就把我的眼睛打开，我想说到底发生

什么事啊？在讲台上面我看到周牧师，可是他不是站在那里，他是脸俯于地。他在那

里俯伏在地上，神来到我们中间，服侍的人就没有办法站立供职，带诗歌的团队也没

有办法唱下去（那也是我第一次遇见大卫，就是牧师的儿子）。当神这样的临到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伏在地上，伏在他面前。 

我们何等的渴慕神可以再这样来向我们显现。我们渴望能够在这样的低微，在这

样的伏在祂的面前。记得祂渴望像我们启示祂的自己。好叫祂可以来改变我，把我们

变成祂儿子的模样。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方法来改变我们。我们唯一能做的就

是顺服。我们能够降服在祂面前。我们跟祂说我们倒空我们自己。我们邀请祢来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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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祢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出去的时候也是行在圣灵里的。哦，

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 

当周牧师为赖牧师按立的时候，我刚好也在那里。周师母要我去他们旅馆的房间，

那时候我就顺服了。我想也许他们有什么话要跟我说，我在想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

情，他们要私下要与我交通。我到了他们房间我就看到师母，她坐在椅子上，牧师站

在那里。他们在那里，他们要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有一个问题，我想知道你的想

法，关于我们按立赖牧师这件事情。”——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可是在我脑海里面

还是这么的清晰——在那里我就开始在哭泣，我没有办法停止我的哭泣。神的灵就临

到我在那里，所以我讲话都讲不出来，我不能做别的事。牧师就问我说：“玛莎，你有

什么问题吗？”我跟他说没什么事，只是主耶稣突然临到我。祂让我来见证，意思就是

说，“我以为赖牧师老早就已经被按立是一个牧师了，因为那时候她已经在服侍主了。”

那时候我们两个人轮流在那里服侍，一个下午是我分享，另外一个下午是她交通，虽

然我们都听不懂对方的语言，可是主是那样的作工在我们中间让我那么的合一，在那

里服侍。我知道神给她的呼召跟我一样，我们都是被呼召来做耶稣基督的爱人。哈利

路亚。能够爱上耶稣，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呼召。在这样对祂的爱里面就会产生出敬拜、

产生出敬畏。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哈利路亚。也许我们可以请林牧师给我们做一点祷告。赞美

主。 

林牧师：在主圣灵里，我们同心来为今天玛莎牧师的信息来献感恩。主我们真是

有福气的人，能够通过祢的使女把那内心的信仰的核心的价值和我们来分享，深深让

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连结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在服侍中荣耀

祂。谢谢主。当我们这一个短短的时间里面看见玛莎牧师用一些的例子来见证这生命

之道，好叫我们能够在灵里面被提醒，也被坚固。真是谢谢主。让今天的课程能够深

深的扎根在我们的内心，能够在我们属灵圣灵内住水流里，能够重新跟着这份水流一

起来学习来成长。谢谢主，赞美主的恩典。更是愿圣灵时时在我们的生命中提醒我们、

充满我们，让我们的灵能够有谦卑、有温柔，接受圣灵的指正提醒。感谢主，赞美主，

愿主大大赐福我们线上每一位学员，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区，但是都能同感一灵，领

受这份水流里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祢，主耶稣。Mercy 是否有什么交通？ 

Mercy：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的心感谢祢！主啊，谢谢祢在建造我们。主，谢

谢祢的灵在充满我们、在洁净我们。主啊，我们需要看见祢的荣耀，主啊，我们也相

信祢的荣耀，祢的荣耀已经做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可以每个人都彰显出祢的生

命来，主耶稣啊，是的，祢要借着每一天我们来到祢面前，就在这一堂课，我们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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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祢面前。主耶稣祢的荣耀不断的充满我们的心，挪去我们里面所有的那些杂质，

挪去我们里面的骄傲，主要让我们可以低伏下来，低伏在祢面前，主啊，低伏在祢的

面前，以至于我们也可以低伏在人的面前。主啊，这都是祢的工作。主啊，祢的荣光

充满。主啊，祢的荣光充满，主耶稣啊，祢那圣洁的荣光，祢谦卑的荣光充满我们的

心。主，谢谢祢在我们的当中，谢谢祢继续工作。主啊，保守我们，我们求祢继续做，

求祢继续做。主啊，直到祢的荣光在我们的里面可以展现出来，周围的人可以看见，

看见，说，“哦，这是耶稣啊，这是耶稣的生命，这是主啊。”使得众人都来见祢的光，

众人都来渴慕祢的荣耀，谢谢主，我们相信祢会做的。我们什么都没有，但主啊，我

们有祢啊，我们就来到祢面前跟祢求。主啊，我们就来到祢面前。主，我们相信祢，

相信祢在我们的里面，祢会完成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赞美主！谢谢祢，哈利路亚！哦，主耶稣啊，我们相信祢。主啊！祢用祢自己那

钉痕的手，按手在每一个学员的身上，我们要在祢的性情上有份，我们愿意祢在我们

的心里面做一个大的改变，能够把一切不是出于祢的都降服。因为我们愿意祢被高举，

我们要看见祢高高在上，让祢的衣裳垂下充满这殿，用祢的荣耀，哦，用祢的荣耀，

用祢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这殿。哦，愿祢在我们的身上做一个新事，让我们更多的低伏

在祢的脚前，好叫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爱都浇灌在祢的脚前，好像马利亚所做的。祢说

马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份，她选择做祢的爱人。哦，让我们能够自由，让我们

挪去我们里面的那些骄傲，还有那些不倚靠祢的心。把我们从我们的自信里面、把我

们从喜欢得人的荣耀，祢把我们拯救出来。祢把我们的事情，好叫祢的国能够降临，

好像祢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 

最后这几分钟我们有一点点祷告，大家也可以自由在线上一起祷告。哈利路亚！ 

主，把一个极大的渴慕、那极深的呼求，埋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只有祢这

位渴慕的产生者，祢这位信心的创始者。主啊！祢这位造清洁心的救主，祢可以把这

样的渴，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祢说，人若渴了，可以到祢那里。主啊！我们担心

我们不够渴，我们以我们所有的、所是的，主，答应我们在祢眼前蒙恩，巴不得我们

在祢面前蒙恩。主啊！不要让我们失去、离开那起初的爱。主啊！用祢大能的手，把

我们怀抱在祢的里面，用祢的慈绳爱锁牵引。主啊！直到见祢面的日子。不要让我们

远离祢，不要让我们远离祢这生命的源泉，祢这爱的泉源。是的，主，祢若来吸引，

有谁不珍惜呢，我们就这样来相信。主，愿今天的每一个学员，这样的话语，能够接

结出那一个渴慕的果子，让我们都愿意起来向祢呼求，主啊！主啊！不要让我们停留

在我们的光景，一天都不要，一分钟都不要。让我们向着那个标杆，一直往前去。我

们谢谢祢，我们相信祢必会亲自来祝福每一个学员们。因为他们都是在祢眼中宝贵的。

哦，主啊！让他们进入到更深的爱里面，他们是何等的美丽。我们赞美祢！我们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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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谢谢主！祝福了我们今天这一堂的课，祢继续的向我们说话，让我们都停留在祢

话语的光中，停留在祢荣耀的同在里，来度过这一天，让他成为一个实际，我们或睡

着，我们或醒着，祢的同在是我们的亮光。我们谢谢祢，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我们祷告，

阿们！哈利路亚！ 

我们赞美祢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真的是很高兴能

够跟大家在一起。我们就是相信主。不知道郭牧师有没有在线上，有没有想分享什么，

没有的话，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不好？愿主亲自祝福大家，愿祂用祂的脸光照耀你们！

在今天就成就祂的旨意在你们的心里面。家人们再见！阿们！愿神祝福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