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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卑：毫無壓力的生命	
 

圣灵我们欢迎祢！我们带着感恩的⼼来到祢的同在中，我们欢迎祢按照祢的⽅式
来作，祢是真正的领袖，我们都是祢的跟随者。今天早晨向我们显现祢⾃⼰，我们恳
求祢临到每⼀颗⼼。祢对我们说，祢站在门外叩门；我们对祢说，主耶稣，请进来！
请进！我们向祢⼤⼤敞开⼼门。让我们这段时间与祢⼀同度过。哈利路亚！ 

唱诗《我爱祢，耶稣》。 

哈利路亚！耶稣，我们爱祢。 

唱诗《主，活在我⼼》。 

奇妙又奇妙的耶稣，我们渴望祢从我们的⾥⾯活出祢的⾃⼰，祢来掌权，来⾏使
祢的旨意，我们要⼀直留意来赞美祢。哈利路亚。赞美主。 

郭牧师可以为我们的聚会祷告吗？ 

郭牧师：主耶稣，我们感谢祢，赞美祢！祢吸引我们来到祢的⾯前，主啊，这个
时间是单单为着祢的，祢就吸引我们，吸引我们的⼼来到祢的⾯前，所有其它的杂事
都离开我们，我们要像马利亚坐在祢的脚前，单单对着祢，单单看着祢，享受我们彼
此之间的爱。哦，主啊，这个时候祢就对我们显现，哈利路亚，赞美主！ 

还没有上线的，圣灵祢⾃⼰来催促他们，让我们都快快地来到祢的⾯前，我们要
来朝见祢，主耶稣，我们要来注视祢，我们要对祢说“我爱祢”。主啊，愿祢不⽌对我
们说话，祢也悦纳这⼀段时间，悦纳每⼀颗来到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
求，阿们！ 

谢谢祢耶稣。哈利路亚。 

与你们在⼀起⼀直都是喜乐的。今天早晨我们的经⽂是马太福⾳⼗⼋章前三节。 

这是耶稣对领袖们所说的话。祂曾经告诉这些领袖祂将要上⼗字架，祂将要受难，
祂将要受死，那是上⼗字架的意义。当祂讲完这些事，祂也讲到，祂将要从死⾥复活。
很快的，这些领袖就聚集在⼀起彼此对问说（在马太福⾳⼗⼋章 1 节），他们问耶稣
说：“天国⾥谁是最⼤的？”他们想要耶稣提名他们中间的⼀位成为领袖，谁会坐在耶
稣的右边，谁会坐在耶稣的左边，谁是天国⾥最⼤的。耶稣便叫⼀个⼩孩⼦来，使他
站在他们当中。耶稣常常⽤图画来教导，祂⽤⽺作⽐喻，祂也⽤⼀粒麦⼦作⽐喻。这
⾥祂叫了⼀个⼩孩⼦站他们当中，让他们来看这个⼩孩⼦，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
们若不回转，变成⼩孩⼦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太 18:3） 

这个答案看上去很奇怪。耶稣常常以⼀个谦卑的图画展⽰给他们看，谦卑是每⼀
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要变成⼩孩⼦的样式，⼩孩⼦毫⽆骄傲，他们没有贪婪，没
有任何的野⼼。他们是谦卑的、是真诚的，他们是简单的。哦，看⼩孩⼦是多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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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感受到任何沉重的责任，他们也不担⼼要吃什么⾷物，他们只是喜欢享受⽣
活，他们去爱也享受被爱。耶稣说，我们必须回转成⼩孩⼦的样式。 

那⼀天我在读圣经，彼得的⽣命中有不⽌⼀次的回转。第⼀次是，他撇下渔⽹跟
随了耶稣。但时候到了，他还必须从⾃我的⽣命⾥回转向基督的⽣命。彼得并不真认
识他⾃⼰，在试炼的时刻，他才真正看到他⾥⾯真实的情形。他需要耶稣来察看他⾃
⼰。我们记得他怎样出去痛哭，流泪悔改，因为他否认了主。 

在我们的⽣命中也有这样的时刻，主就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到真实的⾃⼰。这
不是⼀个很快乐的图画——我们看见我们的骄傲，野⼼。哦，耶稣何等地爱我们。祂
渴望我们在服侍别⼈的时候，更加地跟祂联合。祂以最柔细的关爱来看着我们、来鉴
察我们。祂会许可在我们的⽇常⽣活中经历试炼，来显⽰我们对祂的需要。祂向我们
显⽰我们何等需要从骄傲和野⼼中被释放出来。 

祂在尝试教导这些领袖和门徒们变成⼩孩⼦的样式。⼩孩⼦是⽆助的，我们需要
了解我们的⽆助。耶稣说：“我凭着⾃⼰不能作什么。”（参约 5:19）祂完全依靠⽗神。
祂想要我们也学习到，靠着我们⾃⼰我们什么都不能作，我们需要更加地倚赖耶稣，
依靠祂的灵来占有我们。 

我们属灵的野⼼可以成为神计划的很⼤的拦阻，我们以为我们需要为祂作更多的
事，我们需要完成更多的事，就像门徒在问说，谁是最⼤的，谁会为祢作更多的事？ 

耶稣唯⼀寻找的就是倒空的器⽫，好使祂可以以祂神圣、谦卑的灵来充满，直到
满溢。我们需要许可祂使我们降卑，更低下地来到他的脚前，在那⾥我们可以找到真
正的平安和说不出的⼤喜乐。哦，能够低伏在耶稣的脚前是⾮常奇妙的事。 

耶稣在⼋福中教导说：“虚⼼的⼈有福了。”就是：灵⾥贫穷的⼈，他们会是⾮常
喜乐的。他们在⾃⼰⼀⽆所有，他们并不渴望成为那⼀位，⽽是让祂成为那⼀位，祂
是掌权的那⼀位。祂会把我们聚集在祂的怀抱中，正像祂怀抱那些⼩孩⼦⼀样。祂⼀
直呼召我们说：到我这⾥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会赐给你们⼩孩⼦的灵。⼩孩⼦⾮
常地信靠神，他们并不想⾃⼰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当他们被爱的时候，他们就以爱
来回报。在被世界的恶影响之前，他们是⾮常快乐的。当他们跌倒受伤的时候，他们
就跑向他们的母亲，母亲就怀抱着他们、抚慰他们。 

当我们受伤的时候，耶稣让我们奔向祂，祂了解⼀切。祂已经知道彼得将要否认
祂，祂事先已经告诉彼得了，“你将要跌倒，要警醒祷告免得跌倒，要⼩⼼。”但是彼
得毫⽆遮拦地看到了⾃⼰的本相，他否认了耶稣，哦！他何等地在主⾯前哭泣。悔改
的彼得是⼀个全新的彼得！ 

保罗也有同样的经历，他回想，他曾经站在那⾥观看司提反被⽯头打死。保罗发
现了那个（他⽣命中的）事实，所以他称⾃⼰为众圣徒中最⼩的⼀位。 

所以，当⿇烦和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它们通常都会转化为祝福。当我们发现我
们软弱、我们的⽆助、有时是我们的失败，何等地奇妙，我们知道耶稣就站在那⾥，
等待着再次把我们放在祂的怀抱⾥。这是⼀个过程，来发现我们实在是⽆有的器⽫。 

这是为什么周牧师⼀直在很耐⼼地教导我们，要安静在祂的⾯前。我们来到祂的
⾯前像⼩孩⼦⼀样，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帮助唯独从祂⽽来，祂只要说⼀句话我们就得
着安慰了，祂倾倒祂的爱，祂赐给我们祂⾃⼰的谦卑，如果我们许可祂降卑我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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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在祂的脚前，我们就会找到那真正的平安和说不出来的⼤喜乐，我们会得着那出⼈
意外的平安和喜乐。 

⼩孩⼦的另外⼀个特点是信靠。“良朋密友虽都远离，我靠救主安慰到底。”（参
诗歌《坚固磐⽯》）我们可以信靠祂，我们跟祂的关系会更加稳固，祂可以把⼀切事
情都处理好。 

当我们经历⼈际关系的问题时，那是我们要降卑的时刻，我们需要请求那冒犯我
们的⼈的原谅。我听说，“对不起”这句话是⼈们最难说的⼀句话。“对不起，我伤害你
了！”“对不起，我错了！”哦，何等的美丽，如果我们能够说：“耶稣，我错了！”也能
够对别⼈说、对我们的同⼯、对另外的⽼师说：“对不起，我错了。”有的时候，我们
的学⽣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但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可以谦卑我们⾃⼰，来请
求原谅、来悔改，主就在我们⾥⾯⼯作，使我们更加模塑成祂的形像——祂的形像是
谦卑。 

祂在寻找⼀个新妇，这新妇披戴着谦卑的外袍。哦，祂来的⽇⼦实在是近了，祂
渴望我们预备好。那就是为什么祂在教导所有的领袖，来成为⼩孩⼦的样式。像⼩孩
⼦⼀样地倚赖，他们没有任何烦恼，他们只会跟随他们的⽗母，他们知道爸爸妈妈会
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切，他们可以信靠他们的⽗母。来信靠那些你知道他爱你的那
些⼈很容易的。但没有⼈爱你⽐主耶稣更多——祂说：“⼈为朋友舍命，没有爱⼼⽐这
个更⼤的了。”（参约 15:13） 

如果主许可⼀个试炼发⽣，那是因为祂想要提升我们。如果我们来到祂⾯前说：
“主啊，求祢鉴察我的⼼，我是否被恐惧占据？”你知道我多次引⽤提摩太后书，保罗
说，“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不是惧怕的⼼。”（参提后 1:7）如果神没有给我们惧怕
的⼼，那这惧怕是从哪⾥来的呢？有⼈数算过，在圣经⾥出现过 365 次的“不要惧怕”，
那正好是⼀年中的每⼀天都有⼀次。但神所赐给我们是刚强的灵，仁爱、谨守的⼼。
那是祂所赐给我们的。如果你观看⼩孩⼦，他们没有任何惧怕，我们需要教导他们要
⼩⼼⽕，但他们很⾃然的都是很勇敢的。他们都有⼀颗信靠的⼼。 

哦，我们要更多地信靠主耶稣，更加地来依靠祂。当疾病临到，我们才意识到，
我们多么需要依靠主，我们就奔向耶稣，我们在祂的宝⾎⾥得到保护，在祂的宝⾎⾥
得到医治。我们对主耶稣说：“哦，主耶稣，我完全属于祢，我是祢的⼩孩⼦，把我放
在祢的怀抱中，医治我。让你的⽣命成为我的份。因为祢应许说，耶和华是医治我
的。”（参出 15:26）哦，荣耀归主。能够像⼩孩⼦那样的信靠是⾮常奇妙的，来像⼩孩
⼦那样地相信，像⼩孩⼦那样地去爱，被主的喜乐所充满。哦，赞美主。哈利路亚！ 

我想要谈到，当主显露出我们的本相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些情景。苦难常常
是神使我们脱离世界的⼯具，来除去我们⾥⾯的⽼我，预备我们成为祂可⽤的器⽫。
如果你遭遇了很⼤的创伤，那可以使你能够同情别⼈。 

你知道约瑟的故事，你知道他受了多少的苦难：他的兄弟把他卖为奴⾪，波提乏
的妻⼦撒谎指控他，使他下到监⾥。但，当时候到了，他跟他的家⼈和好的时候，所
有他经历的苦难都使他富有同情⼼。他对他的兄弟说，你们虽然作的是恶事，但神的
本意是好的。 

有⼈曾经说过，当我们流⾎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关⼼别⼈；当我们流⾎停⽌的时
候，我们就停⽌成为⼀个祝福。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神可以使⽤这些苦难来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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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成为更有⽤的器⽫。这在整本的圣经⾥都有例⼦，摩西在旷野受苦四⼗年之久，
直到到了⼀个地步，他觉得他什么都不能作。神在作什么呢？祂在使⽤这些除去摩西
⾥⾯的怒⽓，还有他的⾃⾼⾃⼤——他喜欢成为权威；他喜欢处理事情按照他⾃⼰认
为正确的⽅式；他⾃⼰的骄傲，使他觉得他可以拯救别⼈。但，经历过四⼗年旷野的
苦难之后，他感觉到他⾃⼰什么都不能作。但神说，现在是我的时间，透过你来作事
了。 

耶稣祂⾃⼰受了极⼤的苦难，在祂事⼯的整个过程中，祂⼀直在被法利赛⼈挖苦。
在夜⾥，祂单独退到旷野与祂的⽗同在。祂成为⾁⾝居住在我们当中。保罗在腓⽴⽐
书告诉我们，祂虚⼰。祂是神的⼉⼦，但是祂倒空⾃⼰，存⼼顺服，以⾄于死——这
对我们来说，是很难理解的。 

这其实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故事有关系。魔⿁告诉他，如果你吃这个果⼦，
就会像神⼀样，你就可以分辨善恶，他们就落⼊这个试探当中，撒但所有的骄傲就进
⼊了⼈的族类。但耶稣来到的时候，祂本来是神，却倒空了⾃⼰与神同等的地位，反
倒成为⼈的样式，祂以祂整个⼀⽣的时间成为⼈的样式来受苦：祂被逼迫，被吐唾沫
在脸上，祂也因门徒在祂最需要的时候全部逃跑⽽受苦。这就是这句经⽂的意思——
祂倒空⾃⼰，祂虚⼰。祂就是神谦卑的本体以⾁⾝形式的显现。神谦卑祂⾃⼰，以耶
稣基督的形像来到世间，在祂的谦卑中祂上了⼗字架，好使祂可以把我们从魔⿁的作
为中救赎出来。祂付了那个代价可以使我们得拯救，祂想要释放我们，这是唯⼀可以
实现的⽅式，神必须成为⾁⾝，在祂神圣的谦卑当中祂打碎了骄傲的锁链，祂释放了
⼈类。这是我们的福分来接受这样的释放。 

让我们来看，⾃我还有哪些表现形式：怒⽓是⾃我⽣命的⼀种形式；⾃⾼⾃⼤，
觉得我们⾃⼰是最重要的；批评别⼈；渴望得到别⼈的注意，得到别⼈的认可。有的
时候顶着领袖这样的头衔是很不容易的，或是牧师的头衔，我们要⼩⼼，要警惕。另
外⼀个要⼩⼼的是“灰⼼”，灰⼼是⾁体的⼯作，眼红、不耐烦、嫉妒、喜爱权⼒、喜
爱控制、贪婪、撒谎、骄傲、⾃怜、⾃义、⾃我的意志，有的时候敏感、很容易受伤
害，所有这⼀切耶稣都已经得胜了。 

但⼈们要从这⾥⾯得释放，常常必须经过试炼。耶稣已经得胜了，祂把⾃⼰从这
⼀切⾁体的作为中都已经倒空了，祂渴望称我们为祂的孩⼦，祂说：“来学我的样式”，
让我们坐在祂的膝上，祂说：“我⼼⾥柔和谦卑”，你就会找到安息。 

这是⼀个奇妙的祝福，如果我们能够发现，我们⾃⼰并不是那么重要。虽然周牧
师是那么伟⼤的⼀个器⽫，他已经与主同在了。有的时候传道⼈会觉得，如果我不做
⼀些事情，事⼯就不能继续下去。但我们发现，当神的仆⼈去世以后，神仍然在继续
祂的⼯作。 

你记得摩西没有进⼊应许之地，因为他击打了磐⽯，摩西说：“哦，我必须要做这
件事为祢，神啊。”但神说：“你不得进⼊，因为在那个时刻，你觉得⼀切的事都需要
依靠你。”神不会分享祂的荣耀，⾮常重要——我们需要⼀直保持在祂脚前那个低微的
位置。 

耶稣⼀直都在完全地依靠祂的⽗神。多少个夜晚祂单独在那⾥祷告，祂为门徒们
祷告，祂祷告，祂应该拣选哪⼀位。我们作为领袖的责任是，应该为我们细胞⼩组⾥
的组员们祷告，我们需要效法耶稣的榜样，来为那些祂托付我们照顾的组员们祷告。
我们不可成为⼀个权威辖管他们。（参彼前 5:2-3）我们要⼀直⼩⼼，给他们的话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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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的话。⽽且是以⼀个耶稣的态度来说那些话，不是带着优越感，⽽是带着柔和
谦卑的⼼态。保罗说：“要恭敬⼈，要彼此谦让”（参罗 12:10）。 

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好在⼀个试炼中，你要来单独与耶稣同在，问祂说：“主啊，
祢要教我什么功课？在我⾥⾯有什么事情是祢要改变的？向我显⽰祢眼中我真实的样
⼦。” 

在旧约当中第⼀个王扫罗，撒母⽿对他说：“从前你虽然以⾃⼰为⼩，耶和华岂不
是⽴你为以⾊列⽀派的元⾸吗？耶和华膏你作以⾊列的王。”（参撒上 15:17）但扫罗失
去了他的地位，因为他没有等候耶和华，他想要⾃⼰掌权。他没有等候撒母⽿来献祭，
他没有顺服。那⾥我们得到这句⾮常奇妙的经⽂，“听命胜于献祭。”（参撒上 15:22）
我们必须⼀直保持在⾃⼰眼中看为⼩。如果扫罗⼀直保持在⾃⼰眼中看为⼩，他本来
可以⼀直保持他的国度。但神拣选了别⼈，祂拣选了⼤卫。祂说：“⼤卫是合我⼼意的
⼈”（参徒 13:22）。⼈们嘲笑⼤卫，他⾃⼰的家⼈都嘲笑⼤卫，因为他是最⼩的。他只
是⼀个牧⽺的⼩男孩，但神看到了他的⼼，他尊荣耶和华。神许可⼤卫经历了很多的
试炼，在他登上王的宝座之前。 

我认识⼀些亲爱的牧者，他们经历了⾮常严厉的试炼。 

当我想到凤莲牧师，她经历了⾮常⾮常⼤的试炼，但神带她通过了，以⾮常荣耀
的⽅式。祂带领她进⼊结丰盛果⼦的事⼯。现在她又在试炼中，但神会带她通过，进
⼊更⼤的胜利。神对她有更⼤的事⼯来托付，更加的丰盛，更加的满⾜。这是同样的
⼀个功课，就是单单地依靠祂。我记得当她头⼀次经历严厉的试炼的时候，她说：“哦，
耶稣！祢是我唯⼀所需要的。”她就深深地爱上了耶稣。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她如此
充满了喜乐。她爱上了耶稣，⽽不是事⼯，这是最好的传道⼈——成为耶稣的爱⼈。 

我们何等地感恩，祂不但是她的爱⼈，神也是她的医治者，神就是她神圣的健康。
祂也想要成为我们每⼀个⼈神圣的健康。你们每⼀位领袖都会在事⼯中感到疲倦，就
像我们⽼师⼀样。但耶稣想要成为我们神圣的健康，祂真的想要从我们⾥⾯活出祂的
⾃⼰。祂许可⼀切的试炼、苦难，模塑我们成为祂⾃⼰的形像。 

哦，让我们来相信祂，来在我们的⾥⾯做那奇妙的⼤改变，以祂的圣灵来改变我
们，当我们在祂的同在当中等候时。 

哦，耶稣，释放我们脱离我们的骄傲，释放我们脱离我们的忧虑，帮助我们成为
⼩孩⼦的样式。帮助我们在⾃⼰的眼中看为⼩，祢成为那⼀位，耶稣！祢成为那⼀位
⾼⾼被举起的，祢的荣耀就充满我们的全⼈。我们何等地感恩，祢在我们当中，为着
我们的灵、魂、体。我们活着，不是以⾃⼰的⽣命⽽活，就像保罗说的：“我们是因信
神的⼉⼦⽽活，祂爱我们，为我们舍⼰。”祂赐给我们祂⾃⼰的⽣命，来代替我们的⽣
命。 

我警告你，如果你看到⾃⼰⼼中的骄傲，不要灰⼼，当你看到⼼中的恐惧，当你
看到⼼中的⾃爱，奔向耶稣，奔向耶稣，就像那个⼩孩⼦⼀样爬到耶稣的膝头上。“哦，
耶稣祢来改变我，释放我。祢来了就是要释放我，脱离⾁体的⼯作。祢成为在我⾥⾯
那⼤能的征服者。帮助我找到在⼗字架脚前那个位置。祢的宝⾎可以来洁净我。祢可
以洁净我的思想，洁净我的话语，我的⾏为。不要让我说⾃⼰的话。释放我脱离⾃我
这个怪物。砍断那个锁链，捆绑我的锁链。让我得⾃由，被祢⾃⼰拥有。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阿们！荣耀归主！耶稣我们爱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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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祥姊妹可以祷告吗？ 

芷祥：哈利路亚！主啊，你要很深地光照我们，主啊！我知道这些话都是你对我
们的⼼说的！主啊！我要求你赐给我⼀个悔改、认罪悔改的恩典。主啊，在我的⽣命
⾥⾯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过犯。主啊！你让我能够可以悔改。圣灵我也求你更深的光
照我，光照我的内⼼，主啊，让我看见在我⾥⾯的这些罪。不仅是理性上是知道的。
是内⼼真正是有感受的。因着内⼼的罪，使我不得不来到你的⾯前，要来认罪悔改，
以致我可以从这些捆绑⾥⾯得释放，主啊，在你⾥⾯得⾃由。因为这都是你要做的⼯
作。主耶稣啊，我就求你要来做，在我们同⼯们，还有⽹校所有的学员，主啊，你要
在这个荣耀的时候，你要做极⼤的释放，极⼤的光照。主啊，内在⽣活就是要带我们
脱离这⼀切的捆绑。使我们在你的⾥⾯得⾃由，使我们与你更亲密。因为这些都拦阻
我们认识你、了解你。主啊，我说这⼀切都要离开我。主啊，这⼀切的⾁体你都要把
它钉在⼗字架上。主啊，你要更深的光照，主啊，使我跟你没有拦阻。没有拦阻。主
啊，使我跟你可以真的合⼀。主耶稣啊，主耶稣啊，我们学了那么多，主啊，现在就
是你要来光照的时候。主耶稣啊，你要更深的把这些真理的话，主啊像光⼀样照在我
们的⼼⾥。使我们脱离这⼀切的⿊暗，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
宝贵，你的宝贵的爱，主啊，临到了我们。主啊，真的你那得救的极⼤的恩典临到我
们。我感谢你！求你让我们听到这些话，不是就这样⽩⽩地过去了。主啊，让我们更
多的在你⾯前祷告、思想，主啊，让你来制作，让你来光照。主啊，你要把我们⾥⾯
这些所有的，这些拦阻你的⼤⼭、⼩⼭、⽯头都挪去。谢谢主耶稣！谢谢主耶稣！我
们⾮常⾮常的需要你。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哈利路亚，耶稣在寻找⼀个新妇，没有玷污，没有皱纹。所以祂在带我们往前，
吸引我们个⼈来更加与祂亲近，那是我们起初的爱，单单爱祂⾃⼰。我们可以为祂做
很多的事，但我们最初的注意⼒单单在祂⾃⼰的⾝上。悄悄溜出去与耶稣同在，溜进
祂的同在当中。越来越多地就是在单独地等候祂！告诉祂，你爱祂超过其它的⼀切，
你只渴望⾏祂的旨意。如果我们这样做，事⼯它⾃⼰就会照顾它⾃⼰。 

我们必须⼀直保持与耶稣的连结。就是简单地像个孩⼦⼀样来到祂⾯前。就是说：
“耶稣，我只要祢，还有祢对我⽣命美好的旨意。”我们可以承认，我没有能⼒承担这
个事⼯，祢来，倾倒祢的圣灵在我的⾝上。让我成为⼀个在圣灵恩膏下的领袖。让我
不间断地来依靠你。我不知道怎样帮助这个⼈，我不知道怎样帮助那个⼈，但是耶稣
祢赐给我祢的智慧，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引导我，我应该什么时候说我应
该说的话，或者我应该什么都不说。让我成为⼀个领袖，⼀直都⽰范谦卑的榜样。知
道我可能会错，但我知道祢的宝⾎遮盖我⼀切的过错，祢的宝⾎也遮盖我⼀切的罪，
也遮盖我的⾃我。我们感谢祢耶稣，祢为我们提供了⼀切。祢是我们的⾷粮和活⽔。
祢是我们每⽇的灵粮。祢是我们⽣命的⼒量，我们在祢⾥⾯⽣活、动作、存留。我们
祷告祢把我们预备好来迎接祢的再来，让我们的⾐裳是洁⽩的，让我们头上也不缺少
膏油，以谦卑的灵来膏抹我们，那是耶稣基督的灵，那是祢的圣灵。奉耶稣的名，阿
们！哈利路亚！ 

我⼀直在读提摩太后书，在 2021 年的起初，周牧师对我们说让我们来学习提摩太
前后书和提多书——也许你过后可以来⾃⼰读⼀遍。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被砍头以前
所写的，他当时是在监狱⾥。在提摩太后书第⼀章第 7 节，我刚才已经引⽤过了，“神
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8 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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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称他⾃⼰是“为主被囚的”，是“主的囚犯”，⽽不是罗马的囚犯，这很摸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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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第 24-25 节：“然⽽主的仆⼈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善于教导，
存⼼忍耐，⽤温柔劝戒那抵挡的⼈，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可以明⽩真道。”这⾥主
在教导我们同样的话，不是吗？我们要带着谦卑来教导、来纠正那抵挡的⼈。 

我们现在来到第三章第 1-4 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来到。因为那时
⼈要专顾⾃⼰、贪爱钱财、⾃夸、狂傲、謗讟、违背⽗母、忘恩负义、⼼不圣洁、⽆
亲情、不解怨、好说谗⾔、不能⾃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
⾃⾼⾃⼤、爱宴乐、不爱神，”危险的⽇⼦来到，这正是我们所⽣活的末世。这⾥提到
骄傲，⽆亲情，不解怨，任意妄为，就是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意志，这是保罗警告提
摩太的⼀些事，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我们不要敬虔的外貌，我们要
的是祂的能⼒。 

然后继续到 11 节，第三章第 11 节他谈到逼迫和苦难，他说：“但从这⼀切苦难中，
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他经历了许多的逼迫和苦难。所以，如果我们遭遇逼迫和苦难，
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但好消息是，“从这⼀切的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 

他在结束的时候说：“惟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量。”（提后 4:17）保罗打了那
美好的仗，他在⿎励我们来传讲真道，真道是什么？真道就是耶稣。要传讲耶稣！约
翰宣告说：“耶稣就是道，道成了⾁⾝，住在我们中间。”（参约 1:1，14） 

何等的奇妙，我们读这些话语，这四章的话语，我们可以⼀直地读，读⼗遍，这
是周牧师所遗留给我们的产业。所以，他想让我们来研读这些宝贵的话语，如果我们
读⼗遍那是⾮常好的。 

我尤其喜欢在第四章 11 节，保罗在他⽣命的末了，要求把马可带来帮助他：“独有
路加在我这⾥。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于我有益处。”我⾮
常被⿎励，因为在我的⽣命当中，有⼀段时间我就像马可⼀样。那时我⾮常年轻，还
不到 20 岁，我不得不退出神的事⼯回家；后来神又为我开了传道的门。这也是发⽣在
马可⾝上的，马可有⼀些失败；刚开始，保罗不想要带马可去，但是在保罗年⽼的时
候，他要求再把马可带来，给马可开了传道的门。你知道保罗和巴拿巴有了争执，他
不愿意接纳马可，但神在马可的⾝上作了⼯作，神也在使徒保罗的⾝上作了⼯作，现
在保罗饶恕了，他意识到这位年轻⼈马可“在传道的事上于他有益处”。 

我为着能够回到事⼯当中祷告了⼗五年，但是神没有开那个门，直到有⼀天牧师
打电话说“把玛莎带来，她是有益的”。但在那⼗五年当中，主耶稣在我的⾥⾯⼯作，
有很多的试炼，很多的⿇烦，但耶稣从来没有失败，直到那⼀天来到，我得到⼀个电
话，带我回到伊利诺州锡安城的信⼼家庭。主就继续地⼯作，祂仍然在我的⾥⾯⼯作，
祂仍然在作⼀些改变的⼯作，祂仍然在显⽰我多么需要，像我教导你们的⼀样“成为⼩
孩⼦的样式”——信靠祂就像⼩孩⼦⼀样，相信祂就像⼩孩⼦⼀样，把⼀切都留在祂的
⼿中，依赖祂，我们就能够像保罗⼀样说：“从这⼀切的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
哈利路亚！ 

我们的时间到了，愿主耶稣祝福你们，保守你们，以祂的脸光照你们，赐给你们
平安，因为祂是我们的得胜！哈利路亚！继续地赞美祂！阿们！爱你们！我为你们祷
告，你们也为我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