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MI 周一同工 2021.6 玛莎 

单单为耶稣	
 

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我们爱祢！哦，耶稣。 

唱诗《我爱祢耶稣》。 

耶稣，祢在这⾥。我们看见祢，耶稣。祢⾼⾼地被举起，祢的荣耀充满了圣殿，
我们俯伏在祢的⾯前，我们敬拜祢，我们爱祢，耶稣。今早倾倒祢的圣灵在我们当中，
耶稣，以祢的荣耀来充满我们，主耶稣，祢来，祢来。我们饥渴的要祢，我们渴望祢
⾃⼰被举起。我们要⾼举祢。我们俯伏在祢⾯前，我们想要在祢的脚前找到⼀个低微
的位置，对我们的⼼说话，以祢的圣灵对我们说话，主耶稣，我们爱祢！ 

唱诗《我爱祢耶稣》。 

哈利路亚！让我们把眼⽬注视在耶稣⾝上，让我们定睛在祂可爱的⾯容，世上的
⼀切都要变为虚空，在祂荣耀恩典的⼤光中。让我们在祂的同在中等候⼀段时间，告
诉祂你多么地爱祂，你想要完全被祂来充满，你要看到祂的⾯容，你要在祂的同在中
安息。祂会临到你，就是⼀再地对祂说：“主耶稣我爱祢，我只要祢，我要成为祢的仆
⼈，我想要成为那颗⼩⼩的星星，引领别⼈到耶稣的⾯前。”——那颗星星出现在⿊暗
的天空当中，但它引导东⽅的三位博⼠，到婴孩耶稣的⾯前。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
时候，他们说，我们看见祂的星。⼈们想要知道那颗星的名字，多么⼤或者多么⼩，
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颗星是祂的星。作为领袖我们可以成为祂的星，我们带领
别⼈到祂的⾯前。多么的奇妙，当他们寻见祂的时候，他们就找到了⼀切。 

所以，今天早上，让我们告诉主耶稣：“我想要成为祢的那颗星，我要为祢⽽闪亮，
我要告诉别⼈找到祢的那条路。”⽤祢的爱来充满我，⽤祢的荣耀来充满我。今天早上，
求祢来掌权，我们都坐在祢的脚前，主耶稣，就像马利亚⼀样我们要把我们的爱浇奠
在祢的脚前，我们想要低低地低伏在祢的脚前，我们可以⽤我们的眼泪来洗祢的脚，
让祢知道我们多么地爱祢，爱祢多么地深。 

让我们安静下来单单地爱祂。哈利路亚！ 

我问了胜秋姐妹，今天是否要为我们唱⼀⾸歌。 

我们来唱《充满我⼼境》。 

唱诗《充满我⼼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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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充满我们的⼼境，好让别⼈从我们⾥⾯看见耶稣，今天早晨我们欢迎祢，
我们祈求祢要荣耀祢⾃⼰的名，带我们来到变像⼭上，让我们看见祢的荣耀，祢是⼤
有能⼒的，祢是全能的，祢在掌管⼀切，我们俯伏在祢的⾯前，我们承认祢是万王之
王，这是祢的事⼯。祢在很久以前赐给周牧师这个事⼯，我们在寻求这个事⼯的名字，
周牧师来到我这⾥说，“这是耶稣的事⼯。”他说：“玛莎，这应该是耶稣的事⼯。”我们
知道这仍然是祢的事⼯，祢是超越⼀切的，我们把尊荣、优先权都归给祢，把荣耀归
给祢。祢从⼀颗很⼩的种⼦开始了这个事⼯，使它不断地成长。我们荣耀祢的名。哈
利路亚。 

赖牧师，我看到你的⾯容，你可以来祷告吗？ 

赖牧师：主啊，祢是我们⼼中唯⼀的渴望，我们来聚会，乃是要来遇见祢，看见
祢，被祢所充满。是的，主啊，充满我们的⼼，使我们全⼼都被祢充满，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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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等需要被祢全然的浸透，浸没，主啊，这是我们聚在祢脚前唯⼀的渴望，充满
我们，浸透我们，主。谢谢祢，给我们今夜这么美好的聚会⼀起来坐在耶稣的脚前，
我们真的不见⼀⼈，只见耶稣。哈利路亚，谢谢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主啊，我们真巴望就这样⼀直在祢荣耀的同在中，⼀直坐下去，⼀直坐到祢来的
时候，多么幸福。 

宝贵的耶稣。哈利路亚！ 

昨天我听到郭牧师的讲道，有⼀句话⾮常摸着我，主耶稣说，我们要记念祂，我
们要记得祂。请郭牧师来分享或祷告。 

郭牧师：哦，主耶稣我们感谢祢，我们赞美祢，赞美祢！主啊，祢叫我们要“如此
⾏，为的是记念祢”。祢叫我们要学祢的样式，祢⼼⾥柔和谦卑，祢叫我们要负祢的轭，
要学祢的样式。主啊，祢⼀⽣在世上给我们的榜样就是就是没有祢⾃⼰，没有祢⾃⼰。
祢⼀直的愿意⾃⼰低下低下，放下⾃⼰的意思，直到最后⼀刻，在客西马尼园，祢完
全地放下⾃⼰，只愿神的旨意来成就。所以，祢要我们要学祢的样式，我们要记念祢，
就是学祢的样式。主啊，是的，我们愿意作那颗⼩⼩的星，哪怕只是闪⼀下⼦，但是
却把⼈带到祢的⾯前，以后就消失了，重要的是把⼈带到祢的⾯前来。哦，主耶稣，
是的，我们愿⼀直在祢的⾯前，我们⾃⼰要来敬拜祢，敬拜祢。藉着我们所活出来的，
就把⼈带到祢的⾯前来。哈利路亚，主耶稣，藉着今天的话语，祢再⼀次把我们带到
祢的⾯前来，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哈利路亚！对不起。赞美主！请你们原谅我，我必须要拿到纸⼱，因为我在哭泣。
当耶稣临到我，我就会哭泣。我并不是难过，每⼀次祂这样⼤⼤地临到我，我就会哭
泣。记得我第⼀次去纽约营地的时候，我坐在那⾥，整个聚会我都在那⾥哭泣。就像
马利亚⼀样，她爱上了耶稣，她在祂的脚前哭泣。我们也需要更多地这样作。 

我总是⾮常享受来到周⼀的同⼯班。我的⽼师也教导了⼀个领袖培训班，她的⽼
师是罗炳森师母。翟⼩姐（玛丽伊莉莎⽩）是我的⽼师，她是⼀个耶稣的爱⼈。在亚
利桑那州有⼀个很有名的圣经学校，那⾥的⽼师听说了翟⼩姐所在的信⼼家庭，就建
议他们年轻的学⽣们去拜访信⼼家庭。翟⼩姐邀请了很多的年轻领袖来到她那⾥，跟
他们⼀起祷告。我遇见了他们中的⼀些⼈，后来那些⼈都成了教会的牧师和领袖。但
是她总是带他们到耶稣的脚前。 

罗炳森师母有⼀句话说：“圣经⾥每⼀项真理，都是引导我们来到耶稣⾯脚前的⼩
径。”全能的神，祂想要祂的⼉⼦得着敬拜。 

让我们翻到马太福⾳⼗七章，就是在变像⼭上的故事：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
翰到了⾼⼭，他们暗暗的上了⾼⼭，只有他们⼏个⼈。（参太17:1）他们是少数被拣选
的⼏个⼈。在全世界有很多的门徒，但他们这⼏位是耶稣呼召要更亲近祂的，那是因
为他们有⼀个愿意的⼼。主耶稣察看我们的⼼，祂要看到我们是否真的要祂，祂看到
我们是否愿意真的舍弃⼀切，完全奉献给祂。 

不⽌⼀次，耶稣呼召了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是渔夫，主耶稣说：“来跟从我！”
他们就撇下了渔船、渔⽹、他们的家庭来跟从了耶稣。”（参可 1:17-18） 

但这⼀次，主耶稣要向他们显⽰祂的荣耀！所以祂就把他们带到了⾼⼭，就在他
们⾯前变了形像，“祂的脸⾯明亮如⽇头，⾐裳洁⽩放光”，还有⼀些别的⼈跟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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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同耶稣说话。在路加福⾳提到，其实他们在谈论耶稣将
要在⼗架受难的事。 

这位摩西是谁？他是神的⼀位伟⼤的仆⼈，他是何等样的⼀位领袖，他是旧约的
创始⼈。以利亚是那位降下⽕的先知。他们都是伟⼤的神⼈。事实上，摩西如此地被
纪念、被⾼举，以⾄于，即使耶稣来到了，⼈们还是不愿意放下摩西的教导。摩西教
导⼈⾏割礼，遵守律法。 

我们知道在新约，当⼀些外邦⼈归向主的时候，有些年长的门徒要求新的门徒来
跟从摩西的教导，遵守旧约的⼗诫。但保罗极⼒地反对，他说：“我们不能守律法，怎
能再要求他们守律法呢？我们已经有了新约，我们是因恩典得救。耶稣已经付了赎
价。”所以，他们就⽴了新的规矩，只要遵守其中的⼏样，禁戒祭偶像的物，不吃⾎，
那些外邦⼈就会被接纳。（参徒 15:1-29）——那是摩西和以利亚的地位，他们极其地
被尊重。以利亚祷告，天上就降下⽕烧掉了燔祭。 

在第 4 节，彼得他知道要作什么，他对主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真好！你若
愿意，我就在这⾥搭三座棚；⼀座为你，⼀座为摩西，⼀座为以利亚。”这听起来，像
是⼀个很好的主意。说话之间，忽然有⼀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从云彩⾥
出来，全能的神祂在说话，祂说：“这是我的爱⼦，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
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进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
⽬不见⼀⼈，只见耶稣在那⾥。（参太 17:1-8） 

哦！这是⼀节奇妙的经⽂。我们要“不见⼀⼈，只见耶稣”。 

下⼭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还没有从死⾥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
诉⼈。”这⾥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耶稣将要从死⾥复活。我们知道后来事情发⽣的
时候，他们并没有记得这件事。 

当在最后的晚餐，耶稣给他们分饼分杯的时候，耶稣对他们最后的教导是，“你们
要记念我。”“记念我”，祂提前告诉他们，祂将要从死⾥复活——哦，我们何等需要记
住祂的话语，我们需要读祂的话语。 

我跟周牧师⼀起旅⾏服事的时候，我⾮常惊讶他能记住那么多圣经上的话语。他
确切地知道很多经⽂在哪⼀章哪⼀节。当他是个年轻的基督徒的时候，他背诵了很多
的经⽂，当他年长的时候，他仍然能记得这些经⽂。就像诗篇⾥的话语说：“我将祢的
话藏在⼼⾥，免得我得罪祢。”（诗 119:11） 

这使我很惊讶，我觉得我也要背更多的经⽂，趁我现在还有记忆⼒的时候。我就
从罗马书五章 5 节开始，就是牧师他引⽤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参罗
5:5）我是从这节经⽂开始背诵的：圣灵将神的爱，⼤⼤地浇灌在我⼼⾥，我们需要被
圣灵来充满，没有圣灵的充满，我们不可能去爱⼈，因为圣灵就是爱，流进我们的⾥
⾯，也从我们的⾥⾯流出来。 

在这个登⼭变像的故事中，我希望⼤家看到神如此清楚地说明：“这是我的爱⼦，
你们要听祂。”那就是为什么在 JMI 的事⼯⾥的⽼师们，⼀直强调说：“你们要听耶稣
的。” 

很久以前，赖牧师跟我在⼀个特会⾥，我们⼀起祷告说：“主耶稣，袮透过我们来
说话，不要让我们说⾃⼰的话，不要让我们想⾃⼰的思想，透过我们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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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神在变像⼭上把祂的荣耀倾倒下来的时候，门徒都俯伏在地，他们举⽬不见⼀
⼈，只见耶稣在那⾥。哦！我们何等需要单单地看见耶稣！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占据我
们的注意⼒，如果我们看世界上发⽣的事，它们使我们灰⼼；如果我们看教会的光景，
有时它使我们灰⼼；如果我们看我们⾃⼰，我们也会灰⼼；如果我们时常记得我们的
失败，我们也会灰⼼。但是我们要看见耶稣！从⼀切别的事情上调转眼⽬，不看那些
问题，单单地看见祂！我们没有势⼒，没有才能，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先知说，我
们的眼⽬单单在你的⾝上，耶稣，我们看到祢⾼⾼地被举起！帮助我们，单单地看见
袮！ 

你们当中很多⼈已经作领袖很长时间了。最近我遇到⼀个⼈，他想要作传道⼈，
但他遇见问题的时候，就不想要作传道⼈了，我就跟他说，就不要再想服事了，忘掉
它吧，问题总是会有的。 

我们可以打开使徒⾏传，就看到彼得保罗他们所遭遇的，他们甚⾄被下到监狱⾥。
保罗遭遇了⼀系列的事，被⽯头打，被关进牢房；看看主耶稣，祂被批评、被嘲笑、
被戏弄、被加以恶名。但祂遵⾏了⽗的旨意。祂来到世上，唯⼀的⽬的就是遵⾏⽗的
旨意。不管别⼈是接纳祂，还是拒绝祂，祂单单地遵⾏⽗的旨意。在这⼀章我们看到
⽗就荣耀了祂，祂说：“这是我的爱⼦，你们要听祂。” 

你想要成为神的⼉⼦或⼥⼉吗？那么你就必须成为⼀个顺服的领袖。你需要顺服
主耶稣基督。看见祂，不要看见⼈！ 

很久以前周牧师问我，“你被呼召来服侍中国⼈，你是怎么看的？”我说：“我不知
道，不记得这件事。我只记得我看到很多⼈他们需要耶稣。”他们是中国⼈还是西班⽛
⼈还是美国⼈，这不重要！我希望他们来找到耶稣。所以，主就把我带到他们中间，
我渴望能照亮那条引到耶稣脚前的路。这就是每⼀位领袖所要作的，照亮那条路，成
为那颗星，不管是⼤还是⼩，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祂的星，是属于祂的星。 

那些东⽅的博⼠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说：“我们看到了祂的那颗星。”他们看见那
颗星就⼤⼤地喜乐，因为那颗星把他们带到了婴孩耶稣的⾯前。我们最⼤的呼召就是
带领⼈到耶稣基督的脚前，不要试图作他们的救主，不要试图作他们的安慰者。耶稣
说圣灵是那位安慰者，祂说祂是他们的救主，带他们到耶稣⾯前！指出那条路！在那
条路上点上灯光。这些门徒当他们睁开眼睛，他们没有看到⼀个⼈，惟独耶稣，那会
使我们的事⼯变得如此地容易！ 

我记得有⼀次牧师带我们去⾹港，那时我们有上千⼈参加的特会。他们把我们放
在⼀个⽐较⼩的建筑物⾥⾯举⾏祷告会。当我⾛进那个很⼩的祷告室的时候，看到街
上排满了⼈，很多⼈在排队。他们说那个房间可以装 500 个⼈，⼤概 300-500 个⼈。但
是很多⼈都来了，路上挤满了⼈，楼梯上挤满了⼈，他们都进不到那个房间去，他们
有极⼤的渴慕。后来举办⼈决定，我们最好在⼤教堂⾥举⾏祷告会，那⾥可以装满上
千⼈，他们就可以早早地到那⾥去。 

他们对耶稣⾮常地渴慕！我不会忘记，后来有⼈告诉我，有些新⼈他们以前从来
没有见过我，有⼀个年轻⼈对同⼯说：“玛莎牧师讲的话，我⼀句也听不懂，可是每当
她说话的时候，我感觉到神。”这不是很奇妙吗？你知道他们感觉到的是什么吗？那就
是神的灵！主的灵要来充满我们，祂要跟⼈的⼼来交通、来交流。有很多很多的⼈在
为我祷告，整个团队都在那⾥祷告。很重要的⼀件事，是我们把耶稣交通给⼈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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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想要留下⼀个好印象，我们就是要让路，让耶稣充满他们的⼼境，让祂
来接管。 

我⿎励所有的领袖被圣灵来充满，来承认我们⾃⼰什么都不能作。主希望我们经
历⼀个过程，我们先要倒空我们⾃⼰。我们不太喜欢这个过程。主希望我们低低地俯
伏在祂的脚前。我们并不总是正确的。需要提⾼的那个空间、那个教室是世界上最⼤
的教室，我们总是可以更多地认识耶稣！我们总是可以更加地倒空，从⾃⼰⾥⾯被倒
空，倒空我的意见、我作事的⽅式。 

最近有⼈问我：你的热情是什么？我⼀直在想这件事。我的热情就是要认识耶稣！
我要寻见耶稣！ 

事⼯它⾃⼰会照顾⾃⼰的，⼀旦我们找到了耶稣。我们需要花所有我们能有的时
间、我们所有的精⼒，来追求耶稣！告诉祂：“求祢显出祢的荣耀给我看。让我看见袮，
耶稣！”（参出 33:18） 

保罗呼求说：哦，让我认识祂，让我得以在祂⾥⾯。不是因我⾃⼰的义，⽽是因
信神⽽来的义。（参腓 3:9-10）让我被袮的谦卑所覆蔽。我低低地下来，俯伏在祢的脚
前。 

保罗说：“让我认识基督，使我不⾄于被弃绝。” 

我们可以向⼈讲道、我们可以教导别⼈、我们可以指导别⼈，但我们会失败，我
们可能错过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是把耶稣放在最中⼼的位置。 

周牧师、师母和我第⼆次去台湾的时候，我们有⾮常奇妙的聚会。有⼀次我在讲
台上，好像定住了⼀样，我不能够移动，神荣耀的同在⾮常的厚重！当神的荣耀临到
的时候，⾮常奇妙，那会改变⼈，那是会改变你的细胞⼩组的，当你进⼊主耶稣的同
在的时候，就像⾹港的那⼀位弟兄说：“她讲的话我⼀句也听不懂”但他⾥⾯感受到了，
那是圣灵的⼯作。 

所以神在寻找那些⼈，他们愿意被神的灵、被圣灵充满。我们需要从⾃⼰⾥⾯被
倒空，我们越被倒空，我们越依靠祂，祂就来充满空处。事⼯只不过是祂的圣灵向外
⾯涌流出来。 

亲爱的孩⼦们，亲爱的同⼯们，弟兄们、姐妹们，你们要花时间跟耶稣在⼀起，
单单与祂同在！再⼀次深深地爱上祂，就像玛利亚⼀样在祂的脚前哭泣，告诉祂，祂
是你所想要的唯⼀！你跟祂的亲密关系就会祝福事⼯。不是很多的知识，⽽是认识祂！ 

那就是我们在腓利⽐书读到的，保罗说：“哦！使我认识基督，并且得以在祂⾥⾯，
不是我有⾃⼰的义，⽽是因信基督的义。”（参腓 3：9-10） 

我们可以翻到提摩太后书吗？第⼀章第 12 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
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
（提后 1:12） 

我把这句话划下来了，“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章 6-1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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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藉我按⼿所给你的恩赐，再如⽕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
我们不是胆怯的⼼，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
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与我为福⾳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
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
督耶稣⾥赐给我们的。但如今藉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
死废去，藉着福⾳，将不能坏的⽣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
作师傅。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
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或作“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提后 1：6-12） 

第 9 节“他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为，乃是按祂的旨意和恩典。”所以不是
按照我们所作的，⽽是按照祂的旨意。 

第 11 节“我为这福⾳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作师傅。 ” 

这就说到你们每个⼈所做的，你们被奉派作传道、作领袖、作⽼师，你们中间有
些⼈是带⼀个⼩的⼩组，有些⼈是带⼀个⼤的教会，但这⾥保罗给我们⼀个答案：我
也受这些苦难，然⽽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保罗没有说，我知道我所
信的是什么。他知道的是⼀个⼈，那个⼈就是主耶稣基督。那是保罗迫切的呼求：哦！
使我认识耶稣基督，晓得祂复活的⼤能，并且得以效法祂的死。（参腓 3：10）是的，
祂呼召我们也要效法祂的死，效法祂对⼰⽣命的死，对我们的意见死、我们的知识、
我们敬拜的⽅式，甚⾄是我们敬拜的系统和模式。 

⾮常的奇妙！祂带领我们进⼊这个内在⽣活的亮光和道路。 

很多⼈读到 17 世纪盖恩夫⼈的书。她发现耶稣基督就住在她⾥⾯，她与祂交通、
谈话。⼈们把她下到监⾥，天主教会使她与外界彻底断绝交通，她被关在法国的巴⼠
底监狱。但是他们看到盖恩夫⼈关押的监狱的门⾥有光透出来。在她房间⾥是不允许
点蜡烛或任何灯光的，但当他们打开门的时候，⾥⾯就有光出来。他们就威胁盖恩夫
⼈说：不许在这⾥点蜡烛或者有灯光，他们就把门关起来，装上栅栏。但是门⾥⾯透
了⼀点⼩缝，他们仍然看到有光。那是主耶稣基督祂⾃⼰的光。祂在监狱⾥⾯造访盖
恩夫⼈。在关锁的门之内，耶稣在那⾥。他们不同意她的观点，基督可以住在我们⾥
⾯。 

在过去的⼏个世纪⾥，很多神的圣徒都发现了这个真理，基督要住在我们的⾥⾯，
并且带着能⼒。当我们倒空⾃⼰和我们⾃⼰⼀切的观点时候，祂就能作成这件事。我
们⾃⼰的话语、⾃⼰的计划、有时是我们⾃⼰的教义。我们单单地依靠在耶稣的⾝上。
这就是在变像⼭上所发⽣的，门徒他们“举⽬不见⼀⼈，只见耶稣”。 

祂以祂⾃⼰充满了罗炳森师母的异象，祂以圣灵膏抹充满了慕安德烈。 

周牧师想要我，⼀章⼀章地教导慕安德烈所写的《谦卑》。刚开始的时候，慕安
德烈对五旬节的教导不太赞成，他是⼀个很有恩赐的讲道家，但他失去了他的声⾳，
有⼀年之久，他不能说话，他住在南⾮，就在那⼀年，他找到了耶稣。他写了那本书
《内在⽣活》（Inner Chamber，即耶稣在内室居住）。祂想要从我们⾥⾯活出祂⾃⼰，
当我们倒空⾃⼰的时候。所以，周牧师对我说，玛莎你需要来教导谦卑。 

不管我们去到哪个国家，澳⼤利亚、马来西亚还是⾹港，他说：“你需要来教导谦
卑。把慕安德烈的《谦卑》介绍给他们，教导他们这项真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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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会拥有谦卑多过让耶稣从我们⾥⾯活出来的程度。每⼀天我们都要说：“主耶稣，
不要让我说我⾃⼰的话。”请求圣灵来纠正我，当我有我⾃⼰的意思的时候。有的时候
我⾛在神的前⾯，祂指⽰我，祂想要我做的⼀些事，我就直接跑过去——我⾮常的渴
望去作祂让做的事——然后祂就阻⽌我，放上栅栏——我就必须要等待。 

周牧师去世以后，我⾮常想来看望达拉斯的团契。但我不能来，因为我先⽣有⼼
脏病发作，我必须要在家⾥⾯陪他。⼀个礼拜前我给医⽣打电话，因为我先⽣他作了
超声⼼动图。我问他们测试结果怎么样？护⼠说必须要问医⽣，他们都没有再回我的
电话。但礼拜⼆早上他们打了电话。医⽣说测试结果显⽰有 50%的好转。我说：“哈利
路亚，谢谢祢耶稣！” 

我说：“那么，他可以来开车吗？他们说“我们会给你回电话”，我想也许明天他们
才会告诉我，但后来礼拜⼆下午他们就打电话过来说：是的，他可以开车。从 2 ⽉份
直到上个礼拜他⼀直都没有开车，我们⾮常被⿎励。 

我已经早早就打包好了，准备来达拉斯。我告诉先⽣说我们礼拜三出发，我们现
在在这⾥，在德州达拉斯，在周牧师的团契。我们开车三天⾛了 1300 英⾥。我们到达
的时候，整个团队在门⼜迎接我们，有美丽的玫瑰花，还有很多的拥抱，⾮常温暖的
欢迎。因为周牧师离世到主那⾥，我们有⼀些事务需要处理。 

我想告诉⼤家，从上个礼拜五到今天，所发⽣的最美好的事就是昨天早上的聚会。
我没有看到任何⼈或任何事在聚会当中，我只看到了耶稣。我不能够继续坐在那⾥，
我就站起来敬拜祂，祂充满了我的⼼境。祂是如此的真实美好，祂就是⼀切。我不在
乎我是否拥有别的事情，别的⼀切都不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喜欢跟爱耶稣的⼈在⼀起聚会，耶稣来了！我开始说⽅⾔，
那是⾮常强有⼒的⽅⾔，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就是⼀直地赞美，⼀直地赞美神。
当祂那样地临到时，祂甚⾄改变我们的⾝体。哦，我们何等需要耶稣在我们当中的显
现。我们领袖会得到⼀个新的⽣命，属灵的、⾝体的新的⽣命，藉着单单注视祂，我
们就被改变成为祂的形状，荣上加荣。 

团契中有⼀些⼈也站起来敬拜，另外的⼈都还坐着，但这并不重要，唯⼀重要的
是：耶稣在这⾥。 

这使我想起这⼗五六年前，周牧师提醒我说：“玛莎，这是耶稣的事⼯。”他说：
“这不是我们的事⼯，这是耶稣的事⼯。”那时主耶稣给了这个名字。他说：“我知道名
字了，应该是‘耶稣的事⼯’。”我们必须保持这个焦点——主啊，这是祢的⼯作。对我
们来说是太⼤的⼯作，太多的灵魂。 

你也需要在你的⼩组领受这样的异象：“主啊，这是祢的⼯作。”你要把别⼈指向
耶稣。让⼈们眼睛上的鳞⽚掉落，得以清楚地看见耶稣。跟保罗⼀起呼求说，“哦，使
我认识基督，我定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祂钉⼗字架。”（参腓
3:10，林前 2:2）当我们看见祂的时候，我们就会低低地俯伏在祂的跟前。我们就会放
下我们⼀切的想法，⼀切的定意，我们会说：“主啊，凭祢的意⾏，当祢照着祢意思⾏
的时候，祢会作成这件事。我只想要属于祢，是的，我愿单属祢。” 



JMI 周一同工 2021.6 玛莎 

就像在那个故事中，博⼠们说：“我们看到了祂的星。”你们这 100 多位领袖中的每
⼀位，都成为祂的星，为祂发光，照亮那条路，使得别⼈找到耶稣。但第⼀件事，你
先要找到耶稣。不要太在教义上费脑筋。 

我们有⼀个查经，查到启⽰录第⼋章那⾥，讲到很多关于吹号、灾难的事情，神
的审判临到地上。但我喜欢这⼀章的第 1 节：天上寂静约有⼆刻。我喜爱那样的时刻，
哪怕只有⼗分钟的神圣的寂静。当耶稣临到的时候，我们在祂的同在⾥静默。 

如果我们有半⼩时的寂静，那是更好的，那是在天上的静默。要休息，要安静，
知道祂是神。（参诗 46:10）祂是以微⼩的声⾳来说话（参王上 19:12），我们必须要安
静才能听见。 

曾经罗炳森师母也像你们⼀样，带领了⼀个很⼤的聚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很多
困难的处境。当然，她进了祷告室说，我们必须要祷告，我们有⼀个长长的单⼦要带
到主⾯前。但她安静在主的⾯前，开始敬拜祂，⼏个⼩时过去了，该离开祷告室了，
她说：“哦，我忘记把这些事祷告给主耶稣了。”主耶稣显⽰祂已经接管那些事了。主
耶稣在福⾳书⾥说，⽗早就知道你们所需要的这⼀切，我们劳苦担重担的⼈就是要来
到祂的⾯前，负他的轭。我们学习到祂⼼⾥柔和谦卑。祂想要带我们来认识祂⾃⼰的
谦卑。祂想要我们⾮常低地下来，俯伏在祂⾯前。我们所唯⼀需要的就是来认识祂。
那么，⾃然地，我们就会让祂被别⼈来认识。哈利路亚。 

哦，主耶稣今天早上来漫溢我们的灵魂。圣灵祢来。主耶稣，我们欢迎祢。请求
祢今天早上按⼿在每⼀位领袖的头上。使我们认识祢，使我们传讲祢的话语。祢就是
那道。让我们为祢发光。让我们带领⼈来到耶稣的脚前。耶稣，祢来，使祢⾃⼰被⼈
认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其他⽼师可否为我们祷告？ 

凤莲牧师：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
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噢，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感受祢的同在，我们知道祢现在
就在这⾥，我们知道祢在对我们在说话，我们知道祢在吸引我们，我们知道祢要的就
是我们。噢，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祢，感谢祢，感谢祢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
我们的⼼⾥，我们知道祢就是爱我们的主，祢是如此的渴慕渴望要我们来亲近祢。噢，
主耶稣，我们在这⾥，我们要跟祢说我们在这⾥，我们要祢，我们要更多的要祢，我
们更爱祢。主耶稣，祢是我们⼀切的⼀切，我们可以感受到祢的同在、感受祢的触摸、
感受祢的爱，谢谢祢今天透过玛莎牧师跟我们说话，哦，只有耶稣，让我们不见⼀⼈，
只见耶稣。让我们单单地要耶稣，让我们单单地爱耶稣，让我们尽⼼、尽性、尽意、
尽⼒的来爱耶稣。噢，主耶稣啊，谢谢祢，祢是全然美丽，祢是全然可爱，祢是多么
的荣耀！哦，主耶稣，祢在这⾥，我们感谢祢。这个时候我们为每⼀位，我们线上的
每⼀个家⼈，主圣灵，圣灵啊，祢来触摸我们，祢来跟我们说话，祢来感动我们，祢
来吸引我们，祢来跟我们说话，叫我们的⼼完全的打开，我们不再靠教义，我们不再
有⾃⼰的想法，我们不再有⾃⼰的计划、不再作⾃⼰的事，哦，主，我们只要祢。让
祢成为我们的⽣命，哦，主，让祢的谦卑成为我们的谦卑，让我们活出祢⾃⼰。主啊，
我们不能够靠⾃⼰来做这件事，但是，主啊，我们要祢，我们要祢更多地充满我们。
主啊，祝福我们的家⼈们，祝福我们线上的每⼀位，祝福我们如此的渴慕的，谢谢，
今天祢跟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话，谢谢祢，祢⼀直在吸引我们，⼀直叫我们要靠近袮，
因为祢的话常常说“到我这⾥来”，“到我这⾥来”“到我这⾥来”，噢，主啊，今天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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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袮⾯前，谢谢祢的同在，谢谢祢的爱，谢谢袮这样的吸引我们，我们感谢袮！我们
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 

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的时间快到了。主！求袮封印在我们刚才所说的，
还有祢所作的。阿们！ 

请胜秋姊妹再唱《充满我⼼境》。 

唱诗《充满我⼼境》。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想时间已经过了，请芷祥作结束祷告。 

芷祥：主耶稣，我们谢谢祢。主啊，谢谢祢，今天对我们的⼼说话。谢谢祢将这
些话安置在我们的⾥⾯。主啊，谢谢祢的爱，谢谢祢的恩典，谢谢祢的怜悯。谢谢祢
⼀直在更新我们，改变我们。这⼀切都是祢。哦，耶稣我们爱祢，我们仰望祢，我们
需要祢。主啊，我们的⼼是祢安息的所在，祢也是我们安息的所在。主，谢谢祢，祢
⾃⼰的公义、善良、谦卑。谢谢祢深深住在我们⾥⾯，在这⾥临到我，主，这么⼤地
临到我，耶稣，我们爱祢。主啊，我们⼼⾥⾯渴慕祢，我们⼼⾥⾯更多地要你。奉耶
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哈利路亚！希望你能继续逗留在祂的同在中，逗留在耶稣的脚前，祂是每⼀个需
要的答案。祂对你的⽣命有⼀个呼召，成为祂的爱⼈。那是起初的呼召。有很多的⼯
⼈，但很少的爱⼈。祂在遍察全地寻找，是否有⼈愿意作祂的爱⼈？“我在寻找⼀个新
妇，单单属于我。”我们说：是的，主！祢如此的美好！我们因祢⾮常的满⾜。我们要
⽤我们的爱来满⾜祢的⼼。我们祈求祢按⼿在每⼀位领袖的⾝上，⼀个都不要错过。
祢的灵来呼召他们，呼召他们来与祢同去，深深爱上祢。他们就会在祢的脚前找到那
个低微的位置，就⽢⼼地来顺服祢。为着祢的荣耀，耶稣，奉祢的名，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下个⽉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