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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 
 

唱诗《我爱祢耶稣》。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谢谢祢，谢谢祢耶稣，我们爱祢耶稣。主，我们敬拜

祢，哈利路亚，赞美主！ 

唱诗《我爱祢耶稣》。 

耶稣，我们爱祢，主我们敬拜祢，今天早晨我们要看见祢，我们看见祢⾼⾼地被

举起，祢的⾐裳垂下，遮满圣殿。我们的⾝体就是圣灵的殿，愿祢的荣耀充满这些圣

殿。我们在东部的、在西部的，⽆论是在北部的还是南部的，我们在这⾥要看见祢，

耶稣。开我们的眼睛来看见祢。哈利路亚！荣耀！ 

谢谢祢，耶稣，我们相信祢临到每⼀个房间，我们⼤⼤地敞开⼼门，祢临到每⼀

位领袖、临到祢的每⼀位仆⼈、我们中的每⼀位。我们尊荣祢作为我们的领袖，我们

要来跟随祢，开我们的眼睛来看见祢，开我们的⽿朵来听见祢。我们邀请祢在每⼀个

地⽅，让我们看到祢站在我们的当中，祢就在这⾥与我们同在。我唯⼀所想到的就是

我爱祢，我爱祢。 

耶稣渴望得到祂百姓的爱，祂愿意我们来注视祂，让我们眼中的鳞⽚脱落，让我

们不见⼀⼈，只见耶稣，也看不到任何⼥⼈，唯独看到耶稣。阿们！哈利路亚！ 

这是我最喜爱的时刻——跟你们在⼀起。我们中有⼀位领袖告诉我，“你在同⼯会

说话的时候跟别的时候不⼀样”，我有极⼤的爱对着我们每⼀位领袖。领袖是那些对耶

稣说“是”的⼈——我完全地属于祢，我不属于⾃⼰；我愿意来跟随祢，让别⼈也来跟

我⼀起跟随祢，好让他们看到祢，不见⼀⼈，只见耶稣，也见不到任何⼥⼈，单单看

见耶稣。 

我请胜秋姐妹为我们唱诗。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信⼼”，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祂

就赐下得胜。 

胜秋：好，我们⼀起来唱这⾸歌《信⼼就是得胜》。 



JMI 2021 周一同工 玛莎 

唱诗《信⼼就是得胜》。 

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是的，主啊，信⼼就是我们得胜的确据。哈利路亚！

主啊，是的，让我们每天穿上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在这个磨难的⽇⼦可以胜过这⼀

切。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主祢就是得胜的主，得胜的君王。主啊，我们赞美祢，赞

美祢，哈利路亚，加添我们的信⼼，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玛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哦！耶稣就是得胜！何等的奇妙，

当我们赞美主的时候祂就赐下得胜。你们听我讲过很多次了，赞美就是得胜的捷径，

赞美就是信⼼的⾏动，要想把我们的信⼼付诸⾏动，我们就开始来赞美主。哦，荣耀

归主，哈利路亚！让我们来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 

我们可以⽤另外的语⾔来祷告、来赞美。有的时候我听到你们⽤中⽂赞美，我感

到你们在⽤⽅⾔赞美，所以我就⽤⽅⾔来赞美，如果主耶稣把它翻译成中⽂那就太奇

妙了。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祂就是那得胜者，祂要以祂⾃⼰的信⼼来充满我们，我们

是以神⼉⼦的信⼼来相信。神的⼉⼦就住在我们⾥⾯，祂是充满了信⼼，祂⼀直都信

靠祂的⽗，祂⼀次都没怀疑过祂的⽗，祂⼀次都没有惧怕过，因为祂对祂的⽗有信⼼，

祂⽢愿⾛上⼗字架，是因为祂信靠祂的⽗神。所以，如果你要更多的信⼼，唯⼀你所

需要的就是更多的耶稣，你需要更多的祂从你⾥⾯活出祂⾃⼰来。荣耀归主，哈利路

亚！ 

哦，耶稣我们爱祢，我们信靠祢，把我们制作成祢赞美的器⽫。你可以挖通任何

隧道，你可以跨越任何危难的激流，你可以冲破任何捆绑，如果你愿意起来赞美主。

哦，荣耀归主，哈利路亚！ 

在约翰福⾳⼗四章，主耶稣对祂的门徒说了这些奇妙的话语，第⼀句话主对他们

说的就是，“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是的，今天早晨祂要对我们

的⼼来说：不要让你的⼼⾥忧愁，如果你相信，你的⼼就不会忧愁。如果我们仔细地

来看这节经⽂，在约翰福⾳，这是约翰福⾳⼗四章的第 1 节，就在这之前的第⼗三章，

主耶稣对彼得说：“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我不太喜欢看到这两章经⽂被分开，

因为就在主耶稣对彼得说了那些话之后，祂⽴即对他说：“你⼼⾥不要忧愁。”祂已经

对他说过，“不要让你的⼼⾥忧愁”，祂说：“撒但想要得着你，牠想要筛你如筛麦⼦⼀

样。”但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祷告，好使你不⾄于失了信⼼。”（参路 22:31-32） 

当我们在严厉的试炼中感觉到我们的信⼼将要失败的时候，我们需要记得主耶稣

正在为我们祷告，这是圣经上明说的。使徒⾏传提到，耶稣就坐在⽗神的右边，为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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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门徒们代求（参徒 2:33，罗 8:34）。当你想到我怎样才能通过这些试炼呢？当主耶稣

对彼得说“你将要否认我”时，彼得并不相信，他对主说：“我为你舍命都可以。”彼得不

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他⾮常地⾃信。但当鸡叫的时候，他看到主耶稣回转头来看着他，

他看到⾃⼰真实的本相。他看到耶稣充满爱的眼神，他就想起了主对他说过的话：“我

将要为你祷告，使你不⾄失了信⼼。”（参路 22:32）他就出去痛哭。但奇妙的消息是主

耶稣复活了！祂说：“我要倾倒我⾃⼰的灵在你的⾝上。”当彼得在圣灵的能⼒中站⽴

起来的时候，在五旬节的那⼀天，我们知道有 3000 ⼈悔改，归向耶稣。（参徒 1:8，

2:41）但彼得⾸先需要发现，在他⾃⼰的⾥⾯毫⽆良善。 

主⼀直想要训练我们，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毫⽆良善”（参罗 7:18）。这对

我们是极⼤的安慰——知道祂在为我们祷告。祂许可我们的信⼼被试验。祂计划打算

好要在我们的⾝上得着极⼤的得胜。然后祂就可以差遣我们去吸引别⼈归向祂。 

当⿇烦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第⼀反应就是去找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想要他们

来⿎励我们，为我们祷告。但当我们单独与耶稣同在，告诉祂我们的⿇烦时，我们打

开祂的话语，祂就透过祂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圣经告诉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罗 10:17） 

当你的学⽣带着问题来到你⾯前，想要得到帮助时，如果你能转向耶稣，那就好

了。你请求祂赐下祂要对那个⼈所说的话语，不要说你⾃⼰的话。你⾃⼰的话只能落

在好像是聋⼦的⽿朵上。 

最近我听说⼀个很严重的状况。在我还不知道要说什么的时候，主就赐给了我⼀

句经⽂来写给我这位朋友。我所有想要帮助她的话都没有⽤！但那句经⽂是耶稣赐下

的答案。主使祂的话刺⼊⼈的⼼，我的朋友从那句经⽂得到极⼤的安慰。让我们都来

使⽤这莫⼤的权利，来寻得主要对饥渴灵魂所说的话语。那样，当风暴爆发临到世界

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惧怕，我们就会坚定地站在祂的应许上⾯。 

在路加福⾳，门徒说：“主啊，加增我们的信⼼。”（参徒 17:5）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所需要的信⼼，只要有芥菜种那么⼤就可以了。”（参太 17:20） 

如果我们以祷告来浇灌这颗⼩⼩的芥菜种，以我们所读的话语，来浇灌这个信⼼，

我们越多读神的话语，我们的信⼼就更加增，它将要成长为⼀棵强状的⼤树。这就是

我们的⽼师——周牧师，他怎样能够在⽣命的风暴中坚强站⽴的秘诀。他认识他的圣

经，他将圣经的话语记在⼼⾥。神的话带来⽣命，耶稣就是那道。 

在约翰福⾳⼗四章，耶稣应许赐下帮助者。我们何等需要有⼈来帮助我们！当我

有同伴跟我在⼀起时，他们总是愿意来帮助我。这个周末我的翻译来拜访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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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字就是“信⼼”。哦，我说，这不就是主耶稣这周要我讲的主题吗？—信⼼。当我

们吃完晚餐，她⼥⼉“信⼼”⽴即来厨房帮助我洗盘⼦，那对我是多么⼤的帮助！她准

备好了要来做我的帮⼿。我的⼿有腱鞘炎，但是主⼀直在医治我，我感谢每⼀位为我

的⼿祷告！ 

主耶稣说：“当我离去的时候，我要赐下帮助者与你们同在。”（参约 14:16）谁是

我们的帮助者呢？——圣灵。祂⼀直准备好要来为我们施浸，就像祂为彼得所作的⼀

样。当圣灵临到彼得的时候，他成为⼀个完全不⼀样的⼈，他满了信⼼！他不再在乎

那些⼈控告耶稣，他成为完全相反的⼀种⼈。哦，祂⽢愿以圣灵为我们施浸，就像祂

对彼得所作的⼀样。 

当门徒们在马可楼上等候的时候，⽕焰落在他们各⼈⾝上，他们就满了信⼼。他

们就准备好了，要昂⾸挺⽴。圣灵的果⼦就是信⼼。有的时候我们说圣灵的果⼦是仁

爱、喜乐、和平，但我们要继续看到圣灵所有的果⼦，因为祂提到信⼼是圣灵的果⼦。 

主耶稣敞开祂的怀抱，等着要把圣灵倾倒在我们的⼼⾥。那就使得那胆怯惧怕的

彼得变成了⼀个具有不可摇动信⼼的⼈。这也是另外⼀个原因，我们需要来等候神，

让祂以信⼼的灵充满我们。我们需要了解到，离了祂我们⾥⾯的虚空。我们要记得：

祂对彼得说“我为你祷告”，我们需要对祂说：“我们记得，祢在为玛莎祷告、祢在为雅

玲祷告、祢在为亲爱的淑芳祷告，祢在为我们祷告。” 

另外⼀个对于充满信⼼极⼤的帮助，就是常常喜乐！ 

当我们被惧怕和焦虑袭击时，很难开⼜说：“赞美主！”但我们如果冲破这个，就

会冲破惧怕的捆绑。我们说：“耶稣，袮坐在宝座上，袮在为我祷告，我要赞美袮！”

赞美⼀直带下得胜。哈利路亚！因为它总是带来神的同在。 

在诗篇⼆⼗⼆篇，诗⼈说：“神住在以⾊列的赞美当中。”（参诗 22:3 下）我们⼤家

都住在世界不同的地⽅，我们可能感到孤单，除⾮是在⽹上。但他们可能会把⽹络拿

去，或者有时有技术上的问题。然⽽，我们有主耶稣就站在我们的⾯前，祂在等着我

们奔向祂的怀抱。 

要记得：祂所居住的地⽅，是在我们的赞美之中。 

这是⼀个很好的习惯，如果我们能够⾛来⾛去，⼤声地来赞美主！或者你可以出

去在树林中，⼀边⾛⼀边⼤声地赞美主！ 

我认识在纽约的营地，有⼏位牧者，他们都是在森林⾥⼤声赞美主，赢得了他们

的得胜！这是对惧怕的⼀个很好的解药，也是对灰⼼的解药、对抱怨的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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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耶稣何等希望我们成为赞美者！哈利路亚！ 

我想要为⼤家读希伯来书⼗⼆章的⼀节经⽂。第 2 节：“让我们继续不断地仰望耶

稣。”（参来 12:2）这是新⽣命版本。“让我们继续不断地仰望耶稣，我们的信⼼是从祂

⽽来，祂是使信⼼成为完全的那⼀位。” 

当祂不得不忍受痛苦和羞辱，死在⼗字架上的时候，祂没有放弃，祂知道那在后

⾯将要临到祂的喜乐。现在祂就坐在⽗神的右边。在另外⼀个版本，耶稣被称作“我们

信⼼的创始者，也是我们信⼼的成终者”。但我喜爱这节经⽂，祂说：“我们的信⼼是

从祂⽽来”，是从被祂的圣灵充满⽽来，那是复活基督的灵。祂说：“我必不撇下你为

孤⼉，我要临到你。”（参约 14:18）祂以圣灵的形式临到我们，祂说：“圣灵要为我作

见证。”（参约 15:26）哦，当我们想到祂是何等满了信⼼，祂要把这信⼼也传递给我们。

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 

你知道在我们的周⼀同⼯会，我想知道，为何周牧师今年想要教导提摩太前后书。

他告诉我们在达拉斯的四位领袖，他说今年他要在同⼯会教导提摩太前后书。所以当

我们每次聚集的时候，我都想要再回到提摩太的书信⾥⾯。 

在过去的这个礼拜，我读到提摩太前后书（你也可以这样作），我就发现在这两

卷书⾥多次地提到信⼼。就在提摩太前书第⼀章，第 2 节，保罗称提摩太为他在“信⼼

中的真⼉⼦”（提前 1:2），我也想要这样对我们每⼀位领袖说：“你是⼀位在信⼼中的

真⼉⼦、或真⼥⼉！”哈利路亚！我们是在信⼼中！然后在提摩太前书第⼀章第 18 节，

他告诉提摩太要“存着信⼼打那美好的仗”（参提 1:18-19）。在以弗所书，信⼼被称作

属灵军装的盾牌，我们需要信⼼的藤牌来抵挡仇敌⼀切的谎⾔，我们需要从耶稣⽽来

的信⼼，来保护我们脱离疑惑、惧怕和焦虑。 

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11 节，他提到“要追求信⼼”，那是我们需要追求的——单纯

的信⼼；六章 12 节“为信⼼（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这是⼀个争战，我们不能坐下来

打瞌睡，我们需要为信⼼打那美好的仗。我们是藉着进⼊神话语当中——读祂的话、

吃祂的话，来打这美好的仗；我们藉着安静下来，就是安静在祂的同在当中，来打这

美好的仗。让圣灵使我们读过的话语成为活泼真实的。你可以在安静中没有声响地来

争战，你就是安静你的⼼在主的⾯前，来到祂的同在中，以赞美敬拜进⼊祂的院。就

像我们说的，“我们以感谢赞美进⼊祂的同在”，我们读祂的话语，安静我们的灵，来

领受祂的信⼼，因为祂正在浇灌祂的灵在我们⾝上。 

这是保罗将要临死之前所写给提摩太的话，你知道这是保罗所写的最后的书信，

他在罗马的监狱⾥，传说告诉我们，他将要被砍头，尼禄王判了他死刑。在这⾥，他

对提摩太说，“你要为信⼼打那美好的仗”，这是美好的仗，他就像周牧师所作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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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保罗说，“那美好的信⼼之仗我已经打过了。”周牧师也可以这样说，“那美好的

信⼼之仗，我已经打过了。” 

周牧师的传记还需要被翻译成中⽂，我读的是英⽂版，他在出版前就⼀章章地发

给我这本书，因为我懂英⽂，他让我先审阅⼀下。那⾥⾯充满了⼀个又⼀个的神迹，

很多的时候都是要站在信⼼的地位上，他信靠神，虽然⼀切都看起来与信⼼相反，所

以他可以像保罗⼀样说，“我已经打了那美好的信⼼之仗，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

存留，不但是为我，也是为那凡爱慕祂显现的⼈。”所以，那是保罗对年轻的提摩太所

说的，那也是周牧师对我们所说的，这就是为什么他想要你们⼀起来研读提摩太书信。

他没有告诉我们，但我想他知道时间不多了，他要进⼊祂的荣耀之中，也带着周师母

跟他⼀同去。但当他离去的时候，他给我们这个吩咐——来读提摩太书信。 

我们有的时候好奇，我们怎么样来争战呢？我们好像被打败了。保罗给我们在加

拉太书⼆章 20 节这句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字架，我已经与基督同死，然⽽我仍然

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活着。我如今在⾁⾝活着，是因信神的⼉⼦⽽活

（或作：是因神⼉⼦的信⼼⽽活），祂是爱我，为我舍⼰。”保罗说“我是因神⼉⼦的

信⼼⽽活”，有的⼈喜欢翻译成 “是藉着神⼉⼦的信实⽽活”，但我更喜欢来这样地读，

知道“我们是藉着耶稣祂⾃⼰的信⼼⽽活，因为耶稣住在我们⾥⾯。”当基督来到我们

⼼⾥并且住下，祂渴望在我们⾥⾯得到更多的领⼟。是的，当祂进⼊我们⼼⾥的时候，

我们已经接受了祂，但是我们⼼中有很多不同的房间，我们要打开⼼中密室的每⼀扇

门，让祂来充满每⼀个⾓落，我们需要祂圣灵新鲜的充满和浇灌。 

最近我看到我对耶稣基督极⼤的需要，祂想要以信⼼来充满我们，当我们仰望祂

的时候，那不是我们的信⼼，那乃是神⼉⼦的信⼼。让我们许可祂来掌管我们的⽣命，

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名声交给祂。不是仇敌、不是政府，唯独基督，

我们渴望祂来完全地掌权，当我们全然降服于祂的时候，祂就占领更多的领⼟，祂渴

望我们在信⼼中⾏⾛，祂渴望我们凭着神⼉⼦的信⼼⽽活。 

昨晚，主对我说到信⼼的拦阻。我们中很多⼈都拥有慕安德烈的《谦卑》这本书

（这本书是我先⽣的，这是同⼀本书），主使我想起慕安德烈提到谦卑，当他谈到信

⼼的时候，那是在第九章，你们如果拥有这本书，你可以单独地读它。经⽂是提到约

翰福⾳五章 44 节，“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是

什么拦阻了我们拥有信⼼？不是别的，正是骄傲——这是他所说的。是骄傲拦阻法利

赛⼈信耶稣，是我们⾥⾯的骄傲拦阻了我们相信祂。我们渴望拥有神的祝福，但我们

需要先寻求来谦卑⾃⼰。当我们谦卑⾃⼰的时候，什么都不寻求，单单寻求神的荣耀，

祂就以祂的信⼼充满我们，祂会以祂的灵向我们交通。不是寻求别⼈来赞美我们，不

是让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或者希望他们觉得我们很了不起，这些都拦阻圣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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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这是神对着我们每⼀个⼈极⼤的呼召。在发现我们⾃⼰⾥⾯的⼀⽆所有之中，我

们的信⼼就能茁壮成长。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在祂⾯前浸⼊更深的谦卑时，祂就离我

们更近，并成全出于信⼼的每个愿望。这对于领袖尤其是真实的，我们不愿意拦阻圣

灵的⽔流。当我们以⾃⼰为中⼼的时候，我们就会拦阻，当我们聚焦在我们的问题上

时，或者当我们想要得到对每⼀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需要像耶稣⼀样说“我凭着⾃

⼰不能作什么”。 

有的时候我很好奇为什么神使我成为⼀个服事华⼈的器⽫，尤其现在周牧师和师

母离去了，为什么祂呼召玛莎成为服侍华⼈的器⽫呢？我知道，当我在我⾃⼰的英⽂

教会中教导时，我并不感到像我在跟你们⼀起的时候那么⼤的恩膏，我对主说，“主啊，

我甚⾄都不懂中⽂。”领袖们都尝试⽤英⽂跟我交通，她们很⼤地帮助了我，我⾮常地

依赖她们。 

这个周末我很荣幸 Ruby 姐妹跟我在⼀起。⾃从我先⽣患⼼脏病发作以来，已经很

久没有⼈来拜访我们了，这是⼀个极⼤的特权。她的先⽣和⼥⼉也来了，我们有很美

好的交通，这是美好的⼀天。我的朋友对我说，哦，你有客⼈来访了。我对她说，我

不能拒绝她，因为她是我对中国⼈的声⾳。我的姨妈对我说，那些在德州的朋友们，

她们那么热情地接待你，所以你现在要敞开门接待中国⼈了。她们照顾我们⽐我们⾃

⼰的孩⼦做得还好。她们把房⼦早早就打扫好，冰箱⾥满了⾷物，她们帮助我们从车

上装卸⾏李。我九⼗五岁的姨妈说，你最好让她们来拜访你。我对她说我很⾼兴 Ruby

跟我在⼀起，她是⼀个宝贵的宝⽯，神把她赐给我。 

这些年，我被很多的翻译来祝福。因为其中好⼏位都是跟我同感⼀灵。我第⼀位

翻译就是周师母，那⼀晚上有 20 个灵魂归向了耶稣，全部是从中国⼤陆来的。在我很

多次的旅途中，凤莲牧师是我的翻译，我们就像姐妹⼀样，虽然她⽐我年轻很多。然

后我有⾃敏姐妹为我作翻译，她是⼀个完美的翻译，充满了神的爱。你们也知道我跟

林启政弟兄⼀起同⼯，虽然他是⼀位弟兄，但他也是拥有同样的灵，他是主的仆⼈，

何等的祝福！那现在我有 Ruby 这个宝⽯。 

我意识到没有翻译，我甚⾄不能发⾔。另外⼀个问题，我所⾯临的是我对电脑不

是很熟。如果没有慧杰弟兄和⼩静姐妹的帮助，我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作，他们把电

脑设备搭好，帮我连上打印机。如果出现问题，他们就花很多时间，有的时候⼀整个

⼩时来⼀点⼀点地处理这些问题。所以，我有很多的局限，我有语⾔的局限，有技术

上的局限，我也更加年长了。昨晚，在电脑屏幕上我看起来像 Ruby 的祖母。 

但我相信主耶稣在赐给我⽣命，虽然因为照顾我先⽣的⼼脏病问题，我也失去了

很多的⼒量。但今天早晨当我们上线的时候，圣灵强有⼒地临到。耶稣在这⾥，每⼀

次我跟你们聚会我都想要哭泣。因为祂来了，祂来了，因为我是倒空的，因为我是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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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我是脆弱的，祂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想把我带到这个地步。所以当我们感受到我

们的局限时，在⼈的天然中，⼈们会批评我们，⼈们会说，“你应该去退休”，“你最好

跟和你同样语⾔的⼈同⼯，⾄少他们跟你吃同样的⾷物”，但耶稣知道怎么样作，祂在

使⽤这⼀切的环境把我推到祂⾃⼰的⾯前，我越多知道我的⼀⽆所有，我对祂的信⼼

就更坚强，祂充满我的⼼境。 

那是祂在圣经⾥所说的，祂说：“我发现了伟⼤的信⼼，”在马太福⾳⾥，祂对罗

马的百夫长说，祂愿意医治百夫长的仆⼈，他瘫痪了，耶稣说“我可以去你家⾥”，百

夫长说，“不，不，我不配你临到我的舍下，祢只要说⼀句话，他就得医治了。”耶稣

就说了话。然后耶稣这样评论说，“哦，在以⾊列的全地中没有看见⽐这个⼈信⼼更⼤

的了。” 

然后在马太福⾳，我们还读到腓尼基族的妇⼈，她的⼥⼉⽣病了，那妇⼈不住地

向主耶稣呼求帮助，主耶稣就试验她，祂对妇⼈说，“把⼉⼥的饼给狗吃是不好的。”

因为外邦⼈被称作狗，这位妇⼈她没有站起来说，“我不是狗，我是⼀个正当的⼥⼈

啊”。不，她谦卑她⾃⼰。她说，“即使狗也吃主⼈桌上掉下的碎渣呀。”主耶稣就说了

话，医治了她的⼥⼉。祂说，“没有⽐这位妇⼈显出的信⼼更⼤的了。”（参太 15:21-28，

可 7:24-30） 

耶稣把谦卑与信⼼连在⼀起。当我们真的谦卑⾃⼰——主，离了祢我不能做这件

事；耶稣，我没有什么能给出去的；我完全地依赖祢，我知道祢拥有⼀切。“我被惧怕

所捆绑，我的信⼼很软弱，我看到别⼈被掳了，我担⼼我将会发⽣什么事”——这些都

与信⼼相反。我们都在想着⾃⼰，我们都在想着“我的”事⼯。 

保罗单单想到主的荣耀，耶稣单单想到⽗的荣耀，祂对⽗说，“⽗啊，荣耀祢的

名。”祂真的是这样想，“当我上⼗字架的时候，愿祢荣耀祢的名。”神说：“我已经荣耀

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实实在在对耶稣就意味着死，这对保罗也意味着死，但他

们看见了⽗神的荣耀。他们没有看他们⾃⼰的⽣命为宝贵，他们把他们⾃⼰完全地委

⾝于神，“主，我属于祢。就作在我⾝上祢看为好的。”主耶稣说：“魔⿁要来，但它在

我⾝上毫⽆权势。”当他们来逮捕耶稣的时候，祂说：“若不是⽗赐给他们权柄，他们

就不能作什么。我把⾃⼰完全交在祂的⼿中。”神就把祂从死⾥复活。祂也把保罗带到

祂⾃⼰那⾥。 

我们有这些美好的话语来⿎励我们，当我们谦卑我们⾃⼰，提醒主，我们的⽣命

不属于⾃⼰，我们是因神⼉⼦的信⼼⽽活，祂是爱我们，我们全然地依靠祂。你记得

约伯是怎样被恢复的，他终于意识到在他的⾥⾯毫⽆良善，他说，我是可怜的，我在

尘⼟和炉灰中懊悔。神⼀直在等待着这个降卑的时刻，然后祂就提升了约伯，赐福与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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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使谦卑⾃⼰成为我们的事业。作为领袖我们并不拥有所有的答案，如果我

们需要给我们⼩组中组员⼀个答案，把他们指向耶稣，把他们指向圣经中的应许。那

是灵，神的话是灵、是⽣命。经⽂就是他们的答案。⿎励他们喜乐。因为那使得他们

可以聚焦在耶稣的⾝上，因为祂说，凡仰望祂的必得拯救。我们每天都可以得拯救，

我们可以从惧怕中得拯救；我们可以从⾃私中得拯救。唯⼀所需要作的就是仰望耶稣。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祢！哦，耶稣，帮助我们接受我们的⼀⽆所

有，把每⼀位领袖都制作成倒空的器⽫。让我们说，我们没有势⼒，没有才能，我们

甚⾄不知道该作什么。但就像约沙法说的，“我们的眼⽬单单在你⾝上”，祢以⼤能来

拯救，祢以⼤能来释放。祢能够打开监狱的门，祢能够释放被掳者，我们相信祢就是

我们的信⼼，我们的信⼼是倚赖于我们的谦卑。我们想要像那个腓尼基族妇⼈⼀样有

伟⼤的信⼼，我们愿意来领受桌⼦底下掉下来的碎渣，我们饥渴地要祢。我们渴望看

见祢的荣耀，我们要知道祢是那怜悯的主，祢是恒久忍耐的神，祢是满了恩慈，祢是

满了⼤能，向我们显现祢的荣耀，打开我们的瞎眼，好让我们看见祢，毫⽆遮掩地看

见祢，奉耶稣的名。阿们！ 

赖牧师是否有话要跟我们分享？ 

赖牧师：是的，主啊，帮助我们成为⼀个倒空的器⽫，帮助我们降卑我们⾃⼰。

帮助我们，看到在我们⾥⾯并没有答案来给弟兄姐妹，把他们引到圣经⾥，把他们引

到祢的⾯前，主啊，祢的经⽂就是他们所需要的答案，祢⾃⼰就是他们的答案。主啊，

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所有。我们所能作的就是当⼀个⼩驴驹把他们引到祢的⾯前，

让他们认识耶稣是他⼀切问题的答案。主啊，我们需要祢的帮助，因为有时候我们也

会忘记了，以为我们可以给他这个答案、那个答案。这样都拦阻了他直接来认识祢，

直接来到祢的⾯前。因此，主啊，帮助我们，成为⼀个倒空的器⽫，单单作他们的引

路者，把他们引到祢的⾯前，就是那⼀颗引路的星，就好了。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

耶稣的名，阿们！ 

玛莎：奇妙的耶稣。耶稣在这⾥。哈利路亚！林牧师是否要祷告？ 

林牧师：我感谢今天晚上神通过玛莎牧师给我们的教导，我体会⼏句话就是：世

界的领袖什么都能，属灵的领袖什么都不是，只有耶稣是“是”。谢谢玛莎牧师的教导。 

玛莎：荣耀归主！我的⽼师很喜欢这⾸歌《哦！我愿成为⽆有》，惟在祢脚前守

候。愿我器⽫破碎倒空，好适合我主来使⽤。破碎好让祂来修理，倒空使祂充满我衷，

使我出去作祂圣⼯。最后⼀句歌词是：哦！我愿成为⽆有，惟在祂脚前守候。 

我想淑华传道可以唱这⾸歌《哦！我愿成为⽆有》。淑华传道，你有要分享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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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华：我没有什么特别要分享的，我就是求主耶稣更多帮助我，每⼀天真实地活

在祂的⾯前，真实地让⾃⼰成为⽆有，因为我知道我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习，但是我

也不害怕前⾯的困难，圣灵是我最好的保惠师，祂也会时常帮助我，⼀直往祂的道上

直奔。 

玛莎：谢谢主！周师母⾮常喜爱⼀⾸歌，她⽤风琴给我们演奏过。我尤其喜欢那

⼀句：祂的笑容是我奖赏。没有什么⽐耶稣因我们欢喜更好的了，当我们谦卑⾃⼰的

时候祂何等地喜悦。你只能真实地在⾥⾯那样活出来。我想中国⼈天然地是在外⾯很

谦卑，但神要的是我们的内⼼。祂知道我们⼼⾥所发⽣的是什么。骄傲是⾮常狡猾⾮

常隐秘的，它悄悄地潜⼊事⼯，它是因着⼈们的赞美得到喂养。我们要单单地说，祂

的笑容是我欢喜，不是别⼈的观点，不是事⼯的成功，荣耀归给神，祂拣选了世上软

弱的，使强壮的羞愧，好让祂⾃⼰单单得到所有的荣耀。 

我喜欢跟你们在⼀起，因为当你们聚集的时候，祂的同在就这么深地临到这个事

⼯。在亚洲的时候，有时候我没有翻译，那不重要，因为祂的同在在聚会当中是这么

荣耀，我⾮常地饥渴要更多。哈利路亚！ 

我想我们时间到了。 

愿主在你们前⾯⾏，愿你们有美好的⼀天，坐在耶稣的脚前，我们把我们的爱送

到你们每⼀个⼈的⾝边。下次见，再见。我爱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