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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奉祢的名聚集在⼀起。祢应许我们两三个⼈奉祢的名聚会，

祢就站在我们当中。主耶稣，我们欢迎祢。我们何等欢喜祢与我们同在，祢是我们的

⼀切。我们恳求祢今天来祝福每⼀位与我们聚集在线上的，我们渴望感受到祢的同在。

开通我们的⽿朵来听见祢的声⾳，以神⼉⼦的信⼼充满我们。主耶稣，我们需要祢，

我们渴慕祢。我们奉祢的名、·为着祢的荣耀⽽恳求，阿们！ 

赞美主。我们请胜秋姐妹给我们唱⼀⾸诗歌：信⼼就是得胜。让我们敞开⼼来领

受神⼉⼦的信⼼。 

唱诗《信⼼就是得胜》。 

哈利路亚，赞美主！荣耀归给神！信⼼就是得胜。在歌曲的结束，她开始来赞美

神。赞美实际上是信⼼的⾏动。当信⼼变得微弱、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抓住的时候，那

就是我们要说“赞美神”的时刻。神居住在祂百姓的赞美当中（神以祂百姓的赞美为居

所），如果你能记得，⽆论在什么样的试炼当中，你都可以来赞美主。每⼀次我们赞

美神的时候，我们的眼⽬就转离我们的环境，转向神，那就是信⼼的来源，单单地仰

望耶稣，祂是我们信⼼的创始成终者。除⾮我们单单地来注视祂，我们⽆法有信⼼。 

当我还是⼀个⼗⼏岁的年轻⼥孩⼦的时候，我经历了⼀个极⼤的试炼。我更多地

了解了我的⼰⽣命，我何等地需要主耶稣来改变我。我变得⾮常灰⼼绝望，好像进⼊

了忧郁的深渊。但我有⼀位很好的⽼师，她认识主耶稣。她对我说：“玛莎，你所需要

的就是来赞美神。”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就在房间⾥⾛来⾛去赞美神。我的环境看起来

毫⽆指望，我⼼⾥因着灰⼼变得很沉重，但每天早上我花半个⼩时或⼀个⼩时来赞美

神的时候，那个沉重的重担就离开了我。 

你知道我们每个⼈都有不同的个性，有些⼈天⽣就是很快乐、很活泼的；⽽另外

⼀些⼈天⽣就是⼀种安静的性情，有⼀个安静的灵，但是很容易给灰⼼让步。我⾮常

感谢神，祂向我显⽰在我⾥⾯真实的光景。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段时间，好⼏个⽉之久，

每天早上我都是以赞美神开始。 

即使你每天只花半个⼩时，就是来赞美祂、来敬拜祂开始这⼀天。我听说有⼀位

杰出的牧者在纽约开始了很⼤的事⼯，他也曾经被忧郁捆绑。当他开始操练赞美神的

时候，神就把那⿊暗完全地破除。当他尝试着举起双⼿时，他的双⼿像铅⼀样沉重。

但他赢得了极⼤的得胜，这得胜散布到他所在的整个地区。你们中有些⼈听说、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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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纽约的营地——他为孩⼦们创建了纽约的营地。当你⼀踏上营地，你就能够感受到

那赞美神所带来的喜乐。 

何等地重要，我们要来突破，进⼊到赞美。你可以在任何困境、任何问题中来赞

美神。赞美实际上就是信⼼的⾏动，因为它使我们的眼⽬转向耶稣，我们看见祂在掌

权，祂在统治。我们将要在永世中⼀直地赞美祂，所以现在就开始操练是很好的。 

今天早上我们想请⼤家翻看希伯来书⼗⼀章。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章前 6 节： 

【来 11:1】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来 11:2】古⼈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来11:3】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藉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

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来11:4】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

就是神指他礼物作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 

【来11:5】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于见死，⼈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

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明证。 

【来11:6】⼈⾮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且

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 

“⼈⾮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且信祂赏赐那殷勤

寻求祂的⼈。”这是读起来很精彩的⼀章。我们学习到这些信⼼的英雄，以及因着他们

的信⼼神何等地赏赐了他们。罗马书⼗章 17 节告诉我们：“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

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任何时候我们若感觉到缺少信⼼，我们不但是要开始赞美，

并且要马上来到神的话⾯前。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祂就使我们的信⼼再⼀次活起

来。 

我们每⼀个⼈都愿意讨神的喜悦，然⽽在这句经⽂⾥说，“⼈⾮有信，就不能得神

的喜悦”。⼗⼀章列出了⼀系列信⼼的伟⼈，他们都相信神。挪亚因着信就造了⽅⾈，

藉着⽅⾈神拯救了他和他的全家。我们也读到亚伯拉罕，他顺服地愿意遵命出去，不

论神引领他到哪⾥去。他的妻⼦撒拉不能够⽣育，但因着他们相信神，神就赐给她⼀

个⼉⼦。这都是⼀些不可能的环境，但因着他们对神的信⼼，他们都得了信⼼的赏赐。

整个犹太⼈的家族都是从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以撒出来的，他们相信神，在困境当

中信靠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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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赐给了亚伯拉罕那个应许，但是要经过很多年以后它才变为现实。⽽神亲⾃所

应许的⼉⼦以撒，神又要求亚伯拉罕把他献上为祭，亚伯拉罕断定神有能⼒使以撒从

死⾥复活，这对亚伯拉罕的信⼼是何等的试炼，但他被证明是忠⼼的、信实的。 

我相信这⼀章是最⿎舞⼈⼼的⼀章，看到这些信⼼的伟⼈们都信靠神。约瑟他⾃

⼰也经历了⼀系列的、⼀个又⼀个试炼：他被卖为奴、在埃及被污蔑、被错误地指控、

下到监⾥；但他信靠神。我们知道故事的结局，神把他升⾼为法⽼之下全埃及的宰相。 

在这⼀章⾥，我们还可以继续读到摩西和他的信⼼。当他还是⼀个婴孩的时候，

神保守了他的⽣命，法⽼的⼥⼉把他收为⼉⼦，但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章 27

节告诉我们：“他恒⼼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那也是我们怎样才能恒⼼忍

耐——除⾮我们仰望耶稣，我们不能够得胜——恒⼼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是的，我们天然⼈的眼睛看不见我们的神；但那些在⼼⾥⾯找到祂的⼈，知道祂

就活在我们的⾥⾯，祂是活神。我们的主耶稣被钉死在⼗字架上，但是三天以后祂从

死⾥复活了，并且活到永永远远。我们藉着相信祂就能讨祂的喜悦。我们相信的是⼀

位看不见的神，这位神创造了整个宇宙，祂照着⾃⼰的形像创造了⼈类，祂⽤地上的

尘⼟照着⾃⼰的形像造了亚当。神是灵，所以拜祂的，必须⽤⼼灵和诚实拜祂。对⼈

们来说，要相信看不见的事是很难的；但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祂藉着祂的灵使我们认

识祂。当我们接受祂进⼊⼼⾥做我们的救主，祂就向我们显现祂⾃⼰，让我们认识祂；

祂把祂⾃⼰的灵赐给我们，我们已经得到重⽣。但我们最初是⽣在⾁体中的；当我们

重⽣时，我们是从圣灵⽣的。神渴望以祂⾃⼰的灵来充满我们——祂是灵就是⽣命，

祂的灵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当祂进⼊我们的⽣命，祂就以祂的爱充满我们。 

我知道你们对加拉太书第五章都很熟悉，那⾥我们读到圣灵的果⼦就是仁爱、喜

乐、和平、忍耐……加拉太书五章 22 节：“圣灵所结的果⼦，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温柔、节制。”那就是神的性情——祂全是爱、全是喜乐、

全是平安。当祂要把祂的灵赐给我们的时候，祂要以祂的爱充满我们、以祂的喜乐充

满我们。你也看到圣灵的果⼦，就是信⼼。哦，我们何等需要祂以新鲜的圣灵的膏抹

充满我们！ 

在撒迦利亚书四章 6 节说到：“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我的灵⽅能成事。”是信⼼带下得胜，不是靠着我们的才能势⼒，因为我们发

现我们的⼒量⾮常的微⼩；也不是藉着我们⾃⼰的能⼒、靠着⾃⼰的努⼒我们不能够

得胜，我们的⼒量会衰残，仇敌以恐惧来攻击我们。当年纪越来越⼤的时候，我们会

发现⾁体的⼒量越来越衰弱；也许当疾病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发现⼏乎没有⼒量胜

过它。但神藉着先知撒迦利亚告诉我们：不是依靠我们的势⼒、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

来得胜，是藉着祂的灵。主耶稣开了那条路，使我们能够被神的灵来充满。祂在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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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倒空的器⽫，祂在寻找那些仆⼈，他们没有⾃⼰的势⼒，没有⾃⼰的才能，我们

甚⾄可能没有信⼼，我们可能缺少能⼒，但祂说：“我拣选了世上软弱的，要让强壮的

羞愧。”（参林前 1:27）我们越被倒空，我们就有更多的空间让祂的圣灵来充满。祂何

等愿意在我们与祂同⾏的路上，以祂的⼤能来充满我们，耶稣要以祂复活的⽣命来充

满我们，祂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参约 14:19） 

哈利路亚！摩西有坚定的信⼼，他带领以⾊列⼈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当他们过

逾越节的时候，那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幅图画：他们杀了那⽆瑕疵、⽆斑点的羔⽺，

把它的⾎涂抹在门上，他们在信⼼中做了这件事——这是以前从未做过的，但他们顺

服了神，把羔⽺的⾎涂抹在门上，当灭命天使巡⾏埃及全地的时候，所有埃及⼈头⽣

的都被击杀了，除了那些以⾊列⼈以外，他们房屋的门上涂抹着羔⽺的⾎。 

你知道在这些⽇⼦，我们需要活在耶稣羔⽺宝⾎的遮盖之下。我和我先⽣常常这

样说，因为在我们的州、我们的国家，新冠病毒流⾏得很厉害。我们宣告：主耶稣，

我们把祢宝贵的、⽆瑕疵的⾎涂抹在我们家的房屋，在信⼼⾥我们⽤祢的宝⾎来遮盖

我们的家，在主耶稣的宝⾎⾥有⼤能。当我们出门旅⾏的时候——⽐如今年我们外出

旅⾏了⼏千个英⾥，在⾼速公路上有过很多的危险、包括⽔灾，但每⼀天我们都宣告：

主耶稣，⽤祢的宝⾎遮盖我们，在祢宝⾎底下保守我们的平安。祂都保护了我们——

我们去了离家⼀千英⾥以外德州，祂保守了我们出⼊的平安。所以，这是何等的美好

的特权，我们能够相信主耶稣宝⾎的⼤能。这只在埃及被杀的年幼的羔⽺只是⼀副图

画，预表了要来的主耶稣在⼗字架上的牺牲，祂就是神的羔⽺。施洗约翰看见了祂就

指着祂说：“看哪，神的羔⽺，他是除去世⼈罪孽的。”（参约 1：29）主耶稣藉着祂⽆

瑕疵的、纯洁的⾎洗净了我们⼀切的罪。我们相信祂能够保全我们所交托祂的，因为

这就是祂的应许，“他能保全我们所交托他的，直到那⽇。”（参提后 1：12）当祂从死

⾥复活以后，祂成为那⼤能的得胜者，祂愿意⽤祂的宝⾎来保护我们。 

哦，我们何等需要祂以祂的宝⾎⼀次又⼀次地洗净我们的⼼！你知道我以前曾经

跟⼤家分享过，主何等希望我们有⼀个单⼀清洁的⼼。对于领袖来说，能够有⼀颗清

洁的⼼⾮常重要。让主耶稣以祂的宝⾎⼀次又⼀次地洗净我们，祂要来洁净我们的⼼

思意念，祂要来洁净我们的动机。祂也应许我们：“清⼼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

神。”（太 5:8）我喜欢把这节经⽂倒过来说：那些常常寻求神、注视祂的⼈，他们的⼼

就会变得清洁。那就是使徒保罗怎样被改变的：他看见了主耶稣基督，就认识到，他

是何等的⼀个罪⼈。就是看见主耶稣的那⼀眼，改变了他整个的⽣命。所以，我们要

把主耶和华常摆在我们⾯前是何等的重要。继续不断地注视耶稣、继续地把别⼈指向

耶稣。要确保：作领袖的，⾃⼰必须先领受他所教导的。我们⽆法带领别⼈到我们⾃

⼰尚未到达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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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我们都要向神恳求：“主啊，洁净我的动机，洁净我的⼼思意念，释放我脱

离论断别⼈的倾向。洁净我的⼼，脱离⼀切的情欲和欲望。”这是主对我们的要求之⼀，

祂在传道书⾥告诉我们：“你的⾐服当时常洁⽩。”（传 9:8 上）你的⾐服是洁⽩的吗？

你是否已在羔⽺的⾎⾥得洁净？哦，我们要何等地⼩⼼，我们的⾐服要没有玷污、没

有皱纹。有的时候我们的⾐服被玷污——因着我们的思想，⾔语或⾏为，我们就要快

跑地奔向耶稣：“主耶稣，祢来洁净我。”传道书那节经⽂的后半句说：“你头上也不要

缺少膏油。”（传 9:8 下）那膏油就是圣灵。那就是祂的圣灵奇妙地涌流在你的⾝上。

如果主发现我们的器⽫是⼲净的、洁⽩的，祂就把祂⾃⼰的灵倾倒在我们⾥⾯。 

所以，今天是我们 2022 年的第⼀次同⼯会，我要来⿎励⼤家，要保守我们的⼼在

祂眼中是清洁的，保守我们与别⼈的关系是清洁、⼲净的。 

另外⼀个作领袖必须具备的特质是：“谦卑”。这是⼀个常识，很多的事⼯和领袖

失败都是因为缺少谦卑。在马太福⾳，主耶稣谈到了⼀个极⼤的谦卑的例⼦。在马太

福⾳⼗五章，这⾥很希奇的，主耶稣提到这是⼀个“极⼤的谦卑”。 

【太 15:22】有⼀个迦南妇⼈从那地⽅出来，喊着说：“主啊，⼤卫的⼦孙，可怜我！

我⼥⼉被⿁附得甚苦。” 

【太 15:23】耶稣却⼀⾔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在我们后头喊叫。请

打发她⾛吧！” 

【太 15:24】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列家迷失的⽺那⾥去。” 

【太 15:25】那妇⼈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 

【太 15:26】他回答说：“不好拿⼉⼥的饼丢给狗吃。” 

【太 15:27】妇⼈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桌⼦上掉下来的碎渣⼉。” 

【太 15:28】耶稣说：“妇⼈，你的信⼼是⼤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

那时候，她⼥⼉就好了。 

在福⾳书⾥还有另外⼀个例⼦，主耶稣夸赞百夫长的信⼼⼤。百夫长说：“主啊，

你不⽤到我的舍下。你只要说⼀句话，我的仆⼈就好了。”（参太 8:8）主耶稣说：“在

以⾊列的全地，我都没有见过像这外邦⼈这么⼤的信⼼。”（参太 8:10 下）所以，主耶

稣把伟⼤的“信⼼”与“谦卑”连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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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越多俯伏在祂⾯前，常常承认我们的⽆有、我们的⽆助，我们对祂的信⼼就

更⼤。祂要成为伟⼤的那⼀位，祂是那⼤能者，祂是我们的救主。祂是那⼀位你学⽣

的帮助者。当你认识到你⾃⼰的软弱，祂就变得如此的刚强。 

所以，神给我的两个原则是，如果⼀个年轻的学⽣（⼯⼈）想要服侍神，就必须

在“清洁” 和 “谦卑”⾥服侍祂。我们必须求耶稣赐给我们⼀颗清洁的⼼；我们必须求祂

为我们穿上祂的谦卑，从祂的圣灵领受我们在这此刻所需要的信⼼，让祂把祂的灵倾

倒在我们⾝上。祂的灵就是信⼼——那是神⼉⼦的信⼼。因为我们的信⼼总是微⼩的，

我们常常会看环境，我们常常专注于问题，我们倾向于去听医⽣怎么说的。但信⼼看

见了那不可能的事。天使对马利亚说：“在神没有⼀件事是不可能的。”（路 1:37 因为出

于神的话，没有⼀句不带能⼒的。） 

让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章，我们的课⽂。在希伯来书⼗⼀章 30 节：“以⾊列⼈因

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城墙就倒塌了。”他们因着顺服，围绕耶利哥城七⽇。在最

后⼀天，他们就呼喊着赞美神，城墙就倒塌了。哈利路亚。 

后⾯我们的经⽂继续谈到妓⼥喇合。她是⼀个妓⼥。⼤多数⼈甚⾄都不会把她看

成是个⼀个有信⼼的⼈。但她相信神。她也在被记录在这信⼼英雄的章节⾥。后⾯还

有很多⼈，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时间再⼀⼀叙述。我们来读 33 节到 36 节： 

【来 11:33】他们因着信，制伏了敌国，⾏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的⼜， 

【来 11:34】灭了烈⽕的猛势，脱了⼑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争战显出勇敢，

打退外邦的全军。 

【来 11:35】有妇⼈得⾃⼰的死⼈复活，又有⼈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释放”

原⽂作“赎”），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 

【来 11:36】又有⼈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炼， 

【来 11:37】被⽯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杀，披着绵⽺、⼭⽺的⽪各处

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 

【来 11:38】在旷野、⼭岭、⼭洞、地⽳飘流⽆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 

【来 11:39】这些⼈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 

【来 11:40】因为 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

全。 



JMI周一 2022 玛莎 

我想要⿎励⼤家把这⼀章经⽂，在这个礼拜把它⼀遍又⼀遍地读。有⼀句话我把

它划下来了：在软弱中他们得了刚强。（来 11:34 软弱变为刚强，争战显出勇敢，打退

外邦的全军。） 

让我们来读⼗⼆章第 1-2 节： 

【来12:1】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来 12:2】仰望为我们信⼼创始成终的耶稣（或作“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

稣”）。他因那摆在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

右边。 

所以，作者在这⾥告诉我们，我们也在其中有份，我们可以加⼊这⼀群信⼼英雄

的“名⼈榜”。我们在被这云彩般的见证⼈围绕着——你是否感到他们正在看着我们？

作者在⿎励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很容易缠累我们的

罪之⼀就是“惧怕”、“灰⼼”——让我们存⼼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除⾮我们仰望耶稣，我们⽆法作到。⼤卫王发现了这件事，他说：“我将耶和华常

摆在我的⾯前。”（参诗 16:8 上）在⼗⼀章⾥我们也读到摩西“因着信，他恒⼼忍耐，如

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参来 11：27 下）”；在⼗⼆章⾥，我们发现那是藉着 “仰望耶稣”。

那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存⼼忍耐。仰望耶稣，花时间单独与祂同在。除⾮你⾃⼰操练，

你不能够教导别⼈怎样坐在神的⾯前、安静等候神，每⼀位领袖⾃⼰必须先领受他所

教导的。操练单独与祂同在。注视祂的荣脸。祂会赐给你勇⽓来忍耐。藉着看见那不

能看见的主。噢！祂何等愿意把祂⾃⼰显现给我们，祂愿意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单

单地注视祂。祂是我们信⼼的创始者、成终者。祂渴望把祂⾃⼰启⽰给我们。藉着注

视祂我们就能够喜乐。我发现，当我看不见耶稣的时候，如果我操练开始喜乐和赞美，

正在喜乐和赞美的过程中，我就开始能够看见祂。 

哦，主耶稣！我们要再⼀次新鲜地看见祢⾃⼰，我们要毫⽆遮掩地看见祢。我们

要看见祢就坐在宝座上，我们要看见祢在天上掌权。主在哪⾥，哪⾥就有祢的丰盛。

我们恳求祢在我们⼼中掌权。祢来坐在我们⼼中的宝座上，作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来掌王权。我们感谢祢以宝⾎的⼤能来洁净我们。我们感谢祢乐意以祢的灵来充满我

们。祢的灵满了谦卑。祢倒空⾃⼰，来到世上。祢使⾃⼰毫⽆名声（虚⼰），取了奴

仆的形像。 

就像我们所听说过的，如果那些来抓捕耶稣的差役，在最后的晚餐前⾛进来，他

们不可能认出耶稣——因为耶稣正伏在地上洗门徒的脚，他们会说，哦，祂只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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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仆。因着祢的谦卑，祢被隐藏，直到神命定的时刻来到，祢必须要上⼗字架。在另

外⼀些时刻，当别⼈要来杀害耶稣的时候，主祢也被保全了；在神的时间⾥，当那时

刻来到，主耶稣就在加略⼭上付了那代价——好让我们在耶稣基督⾥成为新造的⼈，

我们的罪能够得到洁净，我们能够被祢的圣灵充满，并且⾏⾛在圣灵⾥，被祢的圣灵

来管治。 

主耶稣，今天早上我们欢迎祢，我们恳求祢来掌管我们的⽣命，使我们每⼀位都

更加地降服于祢！更加地倒空好让我们被祢的灵来充满。赶逐⼀切不像祢的，我们知

道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祢所赐的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让我们的眼⽬⼀直

专注于祢。藉着单单的注视祢，让我们也能够加⼊希伯来书那些信⼼伟⼈的⾏列。我

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 

唱诗歌《充满我》。 

1.愿主圣灵前来覆翼，漫我⼼灵沐我魂 

以你神圣同在临莅，今来充满我全⼈  

(副歌) 

充满我，充满我，耶稣今来充满我，以你同在将我淹没，愿主现今充满我。 

2.你能充满我的表⾥，不须求你如何作 

哦我要你切切要你，求你今来充满我 

(副歌) 

充满我，充满我，耶稣今来充满我。以你同在将我淹没，愿主现今充满我。 

3.我真软弱极其软弱，只能俯伏你脚前 

求主圣灵来充满我，以你⼤爱溢⼼间 

(副歌) 

充满我，充满我，耶稣今来充满我，以你同在将我淹没，愿主现今充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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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前来洁净祝福安慰，以灵浸透我⼼魂 

何等甜美天来恩惠，你正充满我全⼈ 

(副歌) 

充满我，充满我，耶稣今来充满我，以你同在将我淹没，愿主现今充满我 

荣耀，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主耶稣正在这⾥充满我们！ 

我看到⽼师们都在线上，也许⽼师们都可以来⾃由地祷告。 

凤莲⽼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充满我们。更多地

充满我们，我们需要祢，我们需要祢的谦卑！需要祢的圣灵，需要祢的信⼼！哦，充

满我们，让祢的灵更多地充满我们！叫我们能够拥有祢谦卑的⽣命、拥有祢⼤有能⼒

的信⼼，来胜过我们所⾯对的⼀切。主啊，不是我们⾃⼰，乃是祢的信⼼。哦，圣灵

啊，祢就是信⼼，只有圣灵充满我们才能够有信⼼。哦，谢谢祢今天晚上，藉着祢的

话语，再次地将我们的信⼼挑旺！哦，祢的道就是信⼼，谢谢祢，⽤祢的道充满我们！

⽤祢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的信⼼再次地被挑旺起来！哦，主啊，圣灵啊，谢谢祢！

我们要更多地需要祢！哦，主我们感谢祢，感谢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郭⽼师：主耶稣，我们要赞美祢，赞美祢，因为祢是那位⼤能的创造者。祢又是

那位谦卑的仆⼈，祢又是那位全然顺服以⾄于死的救主。主啊，祢不⽌创造了我们，

祢还把祢的⽣命给我们！主啊，我们要赞美祢，我们要赞美祢！我们要⾼举祢，因着

祢所作的⼀切事情我们要赞美祢！因着祢所作的⼀切事情我们要相信，在我不能在祢

⽆所不能！哦，主耶稣，感谢祢！赞美祢！赞美祢！主啊，若是靠着我们⾃⼰，我们

是何等地容易灰⼼，我们会失去信⼼。主啊，当我们看到⾃⼰失败，我们会灰⼼，我

们看到我们所带领的⼈⽼是不长进，我们也会灰⼼。哦，主耶稣，我们只有来到祢的

⾯前恳求祢，把更⼤的谦卑赐给我们，给我们看到，我们有今⽇不是因为我们⾃⼰，

乃是因为祢，因为祢把祢⾃⼰的⽣命赐给我们。因为祢在带领我们，哦，主耶稣，我

们就有信⼼，我们就知道不是我们⾃⼰能，但是靠着祢我们就能。主耶稣，我们就更

加要来到祢的⾯前，谦卑俯伏在祢⾯前，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带领⼈，我们

只有把⼈带到祢⾯前来，交给祢，托付给祢，主啊，祢就能去作。主耶稣，把更⼤的

谦卑赐给我们，也把因谦卑⽽来的信⼼赐给我们！主耶稣，我们何等地需要祢，何等

需要祢⽤信⼼的灵来充满我们，⽤谦卑的灵来充满我们！哦，主耶稣，现在就来充满

我们！充满我们每⼀位在线上的⼈，主啊，我们只有祢，别⽆它路，我们只能来求祢，

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办法！也许我们⾃⼰现在还在忧虑当中，还在惧怕当中，我们

更需要祢，更需要祢的灵来充满我们，我们才能够把祢带给别⼈，把⼈带到祢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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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哦，主，祢现在就来充满我们，就来充满我们。主啊，我需要祢，我何等地需要

祢。没有祢我什么都不能作。求祢现在就来充满我，赞美主！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

名祷告。阿们！ 

赖⽼师：主啊，祢⾃⼰是我们信⼼的创始者和成终者，哦，主，祢⾃⼰就是完美

的信⼼，是神伟⼤的信⼼。主啊，祢乐意将祢⾃⼰启⽰给我们，因此孩⼦求祢常向我

启⽰祢⾃⼰，也把祢的话语启⽰、带领我，进⼊祢话语的光中，点燃我活泼的信⼼。

哦，主耶稣啊，我的信⼼需要祢来更多地点燃！需要祢向我开启祢⾃⼰，也常常向我

讲解圣经、谈论圣经，好让我⼼⾥的信⼼每天不断地被祢挑旺、被祢所建造。哦，主

啊，祢就是伟⼤的信⼼的创始者和成终者。我需要祢加给我⼀个不住增长的信⼼，让

我在信⼼中，⼀直向着祢奔去。让我⼀直在祢的光中看见祢⾃⼰的⽣命，更多地认识

祢。我呼求主啊，让我更认识祢，让我更进⼊祢伟⼤的信⼼，常常向我启⽰祢⾃⼰。

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恳求，这样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林⽼师：主啊，祢知道我们是软弱的，特别我们在领袖这个位置上，常常迷失了

我们⾃⼰，以为⾃⼰刚强，以为⾃⼰很有信⼼，其实我们是软弱的，甚⾄⽐⼀般的⼈

都还软弱。主啊，若不是因为我们在主⾥⾯的连结，若不是圣灵⼤⼤地浇灌充满我们，

我们就像那不连结在基督⾥的枝⼦⼀样，是没有信⼼、没有⽣命，没有真⽣命的。主

啊，我们谢谢今天晚上，玛莎牧师⼀开始到末了，特别在末了的时候，讲到我们要有

信⼼、有谦卑，让我们知道这谦卑、这信⼼是来⾃于连结在基督⾥⾯的。不是我们⾃

以为有信⼼，也不是我们⾃以为我们有能⼒，⼈所作的都是草⽊⽲秸，主啊！帮助我

们，坚固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谁都还软弱，我们若不是有主耶稣祢，我们真的什

么都不是。谢谢主，再⼀次提醒我们，要有这样的⼼态来到主的⾯前，来服侍祢的⽺

群。当我们知道要完全地仰望祢，在主⾥⾯领取主祢所赐给的信⼼，我们就知道我们

是什么都不能作，我们能作的都是⾃⼰的⾃我，⾃⼰旧造的⽣命，在那边⽤⾃⼰的意

志⼒，这是靠⼈不靠主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失败的。主啊，当我们知道必须在凡事上

靠祢，在⼀切的事上靠祢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要谦卑，我们不是什么，我们不能

骄傲，我们只有在主⾥⾯真正地谦卑到底。主啊，纵然我们要⾯对许多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遭遇，我们乃要以谦卑的⼼，虚⼼地去接受。主啊，只有这样的⽣命才能够带

出⼀些这样⽣命的伙伴来。主，祢帮助我们，我们需要祢，我们不能没有祢，我们不

能没有圣灵在我们⽣命中占有我们，我们不能没有主圣灵⼤⼤地浇灌在我们⽣命⾥⾯。

主啊，我们愿意，每次当我们到主祢的脚前的时候，就要提醒⾃⼰谦卑和信⼼。谢谢

主耶稣！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祂的脸光照你。（参民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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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段时间安静在祂的同在中，领受祂对⽼师们祷告的回应。主与我们同在，直

到我们下次见⾯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