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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四)(五)(六)順服地撇下  

一．順服主，撇下那最抓住你心的，沒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在來世得永生的。 

1. 馬可福音 10：17-22 

 這個少年官其實是一個很順服的人，因為神的誡命他都從小就遵守了，而且他實在

也寶貴永生，願意順服地去做，所以他會問耶穌“當做什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但是他的結局是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耶穌為什麼要這樣地要求他？ 

因為耶穌看著他就愛他。 

耶穌知道他在地上所積存的都會被蟲子咬，而且有一天都帶不到天上去，耶穌希望

他得著更多，積財在天上。 

 耶穌愛他，知道什麼最抓住他的心，所以耶穌會說“你還缺少一件。” 

耶穌就是知道什麼最攔阻我們得著那上好的福份，祂要釋放我們，所以祂對我們發

出這些命令來。 

 耶穌並沒有叫每個人都要變賣所有的，來跟從祂，那是一個特別的愛和特別的揀

選，就像對那些使徒們。所以當一個更高的命令，或一個更難的呼召臨到你時，是

因為祂特別的愛你。 

你不要覺得，為什麼對我這麼苛刻，主怎麼對我這麼嚴！祂說，祂對疼愛的人，都

是特別嚴的。 

 很多人擁擠耶穌。耶穌揀選人是有限的，可是耶穌選上了這個少年官。耶穌要他來

跟從祂做什麼？ 

 

    常常與祂同在 

(1.)常與耶穌同在會缺什麼嗎？ 

 不會的，例如：肚子餓了，主用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彼得要納稅，主耶穌叫他

去釣個魚就有稅了；逾越節時主說，你往前去，看見一個人，就說夫子要預備宴

席。 

   跟隨耶穌就是過這樣一個自由快樂的信心生活。雖然主不是讓你口袋存著很多 

錢，一直預備將來，可是你需要什麼，你跟從耶穌，你就不會缺乏。 

 這個少年官若是跟隨耶穌，他什麼都不會缺，而且常與神的兒子同在，可以常有

屬靈的看見，過一個豐盛的生活。 

   耶穌要把地上會貶值的錢財，變成天上永不貶值，永不朽壞的財寶，而且是永永

遠遠的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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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因著沒有辦法順服，結果他雖然在地上擁有許多的產業，可是卻不快樂；

不但不快樂，他在永恆裡更是痛苦的，因為他跟神的國無關。所以耶穌說：「有

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 

(2.)馬可福音 10：24，“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為什麼？ 

 因為他一直在倚靠錢財，靠錢財他才有安全感，所以他沒有辦法經歷神國的奇妙

恩典和豐富。 

   因為神的國看不見，可是他一直在倚靠那看得見的，他就沒有辦法去經歷那看不

見的。 

 我們很多人也實在要主，會來到這裡追求，或坐飛機，飛到這裡、飛到那裡去參

加特會，就跟這個少年官一樣，跑來而且也跪在主面前，實在是飢渴地要主，要

永生。耶穌為了要把這個真實的永生賜給我們，有時就會藉著他的僕人，揭發出

我們裡面最深處的問題。可是很多人像這個少年官一樣，憂憂愁愁地走了，因為

覺得太難了，太嚴格了。 

2. 馬可福音 10：29-30 

 由這段經文可以看出，耶穌多麼地愛這個少年官。耶穌要少年官為祂撇下那些東

西，其實是要他在今世可以得百倍，在來世可以得永生。 

 人如果不願意順服到底，他至終會從神那個至善至美的道路中滑出去。 

 有時我們對我們自己都還不認識，可是神非常清楚，什麼會攔阻我們得最上好的福

份，所以神給我們一個命令。 

(1.)路加福音 14：26-27 

 我們有沒有把這樣的話深深地刻在我們的裡面，我們很多人說“我愛主”，可

是更多愛我的孩子，因為孩子太抓住我們的心了，所以當孩子生病時，我們就

不能不憂愁。可是神說，你必須先不憂愁，把憂愁卸給神，充滿喜樂信靠地為

你的孩子禱告。 

    當我們在緊張憂愁裡面，已經不在神的旨意裡面了，我們的禱告就沒有功效，

我不聽神的話，可是我要神聽我的話，來醫治我的孩子。有沒有可能？ 

 撇下你的孩子 

作父母的，在你的“ 心裡” ，要真實地撇下你的孩子，不要整天將心都繫在孩

子身上。撇下不是叫你不去盡當盡的責任，而是把孩子的主權交給神，用神的

愛來愛他。用天然作父母的愛去愛他，常常都是失敗的。 

 我們可以說，我愛神也愛我的妻子啊，兩者不衝突嘛！ 

衝不衝突？ 

衝突多發生在有利害關係的時候：當你所愛的生病的時候，你是不是仍然愛神

勝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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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這時要先以神為樂。 

 你是不是在考驗來時，仍能為愛神而撇下— 撇下你的房屋、弟兄、姐妹、父母、

兒女、田地？ 

 願不願意撇下怨恨人的權利？ 

(2.)馬太福音 10：28，一定有很多人覺得，我撇下過啊，我也沒得百倍，為什麼？ 

 因為很多時候，當我們撇下，主開始祝福後，我們就又開始緊緊抓住了，“ 撇

下” 就是你要繼續地撇下，你就會嚐到那得百倍的滋味。 

 有時是物質上撇下看得見的；可是更寶貴的是，必有天上的財寶開始作在你的

裡面了。 

 一個弟兄因順服主，奉獻口袋裡所有的金錢，三年的傷害得醫治。 

另一個弟兄，因願意順服地為建堂奉獻，得著愛弟兄的“愛”作在他裡面。 

 有時我們追求主，就是要得恩膏，要聖靈充滿，要醫病的恩賜，要服事的能力，

可是聖經不是這麼說的。聖經說，凡為我撇下的，你就得著；凡背起自己的十

字架來跟從我的，才配作我的門徒；你要給出去，就必有給你的。 

 除非我們願意順服聖靈的帶領去撇下，否則有些事你可以呼求到主再來也不會

得著的。 

 主都知道他的兒女被那些事所捆綁。主從來不需要我們什麼東西，萬有都是祂

的，千山的牛，萬山的羊，都是祂的；祂充滿了愛，祂只是要祂的兒女得釋放，

不作奴僕。 

3. 馬可福音 10：31 

 決定一個人會在前還是在後，決定你會跑得多快，都在乎你是不是很懂得順服神。 

 除非我們先懂得順服神的話，否則神不需要在你裡面常常引導你。如果聖經的話你

都不願意好好地順服了，神也不用跟你多說。 

4. 馬可福音 10：26-27 

 22節，榮教士幾次提到這個少年官時，都是覺得好惋惜，就這麼憂憂愁愁地走了。

這個少年官如果跟主說：“主耶穌啊！我願意，但我做不到，求你幫助我”，耶穌

一定會幫助他的。 

   所以當主對我們提出一個要求、命令或是呼召，不要因為很難，沒辦法做到，就憂

憂愁愁地走了。你一定要跟主求，求主來幫助你。 

 我相信，那個少年官如果呼求主，主一定可以改變他的裡面，像那個稅吏利未一樣，

他會歡歡喜喜地來做這些事。 

    “ 在人是不能，在神卻不然，因為神凡事都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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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抹大拉的馬利亞： 

 或許有些人覺得不容易，因為從小環境造成了個性的扭曲，但是聖經裡抹大拉

的馬利亞，有七個鬼從她身上趕出去，你想她的靈魂、生命裡有多少的破口？

有多少的扭曲？有多少的痛苦？可是神可以作在她身上到一個地步，她對耶穌

的愛是少有人有的，七日的第一日，天還沒有亮的時候，她就一個人跑到墳墓

那裡去。 

神可以使一個這樣活在罪中的罪人，改變成一個聖徒，對耶穌充滿火熱的愛。 

註：我們有時候會有魔鬼的攪擾或壓制，但鬼會附在一個人身上，是因為一個

人長期在黑暗背逆的光景裡，一直不悔改，有破口，給撒但有機會，可以

進到他裡面。 

(2)撒瑪利亞婦人： 

 你想一個人曾經有五個丈夫，現在這個還不是她合法的丈夫，她的生活、生命

裡，必然有無法想像的痛苦和無奈，可是耶穌可以把她從羞恥和黑暗的生命中

釋放出來，以致於她到處去為耶穌作見證，把她生命中所有的事都說出來。 

 如果我們每次聽道的時候，一直接受神的話，雖然有時神的話好像標準很高，

跟我們生活的背景、生命的景況差得很遠，可是如果一個人一直有心要順服

主，只要每次都再舉起信心說：“主！我要你幫助我”，有時就是忽然間，那

個釋放、那個恩典就臨到你了。 

我們的神何等偉大，沒有什麼事對祂是太難的，所以什麼時候覺得我不可能，我不一樣，

就是把神看得太渺小了，你要讓祂來施展祂全能的膀臂在你身上。 

 

二．順服神的話，不要貪財，要知足，要敬虔。 

1. 提摩太前書 6：6-10，貪財是萬惡之根 

(1)提摩太前書 6：6-8 

 我們要一方面敬虔地追求，一方面要知足；只有一樣你不用知足的，就是對神的

同在，因為神賜聖靈是無限量的，你可以多而又多地要。 

 我們沒有帶什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什麼去，所以凡在地上不能帶到永恆裡去 

的，你就要不在乎那些。 

(2)提摩太前書 6：10 

 耶穌特別說，有錢的人進神的國實在很難，為什麼？ 

因為有錢容易帶來安逸，容易使你有更多的慾望，你就不會儆醒，也受不了任何

苦。 

 神要祝福我們是一回事；我們貪戀錢財又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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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知道，賞賜的是耶和華，這錢是要歸給神的，我們在地上只是一個管家，

心不在錢上面，那你有錢就沒有關係。 

2. 提摩太前書 6：11-12，如何能不貪財？ 

(1)消極的一面 

 要逃避貪戀 

(2)積極的一面 

 要追求公義、敬虔、信心、愛心、忍耐、溫柔。 

(3)持定永生 

 要一直持定永生，凡跟永恆不相關的，我都要知足。 

 基督徒一定要趁早脫離金錢的捆綁。 

 

三．體貼肉體的就是與神為仇 

1. 羅馬書 8：7-8 

 什麼時候我們是那樣地嬌養我的老自己，很愛惜我的面子，維護我的自尊，維護我

的地位，這些都是體貼我們的肉體，神說，這些就是與神為仇。 

    例如：天一冷，下大雨就不去聚會了，天冷就睡晚一點。 

2. 約翰一書 2：15 

 如果我們體貼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今生的驕傲，神說，你不要說你是愛我的，

愛父的心絕對不在你裡面。 

 如果我們不認真地用神的話來成為我們的光照，成為我們悔改的內容，那麼我們的

追求就實在是虛浮的。 

 

四．穆勒蒙神祝福的秘訣 

1. 他每天藉著神的恩典在神的面前，保守一個無虧的良心。 

 如何能保守一個無虧的良心？ 

就是他絕對地順服，所以不覺得虧欠，也就是神不管要求他什麼，有多困難的環境，

他都順服。 

2. 他愛慕神的話並且去行神的話 

 你不可能愛慕卻不去做；愛就是會去做，徹底，去行。 

 他愛慕神的話，常常跟神交通禱告，就是他蒙福的秘訣。 

 文士和祭司長，都知道耶穌會生在伯利恆，可是當博士跟他講到天上有星出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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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特地來問，他們也會回答，可是好像跟他們完全無關。他們知道會生在伯利恆，

卻都沒有去探訪耶穌。 

 我們很多人都喜歡去參加“主再來預言”的特會，知道許多聖經上預言主再來的預

兆都應驗了，可是聽完了回去還是照樣過我的生活，並沒有因此儆醒地預備自己，

要迎見主的再來。 

一個真實順服神的人，參加完這樣的特會，回來後會好好地預備自己，不能饒恕的要饒

恕，不能愛的要去愛，就不會有什麼是過不去的，也沒有什麼是值得貪戀的，這些都是

小事。 

 

五．山羊和綿羊 

 山羊的特性：走在牧人的前面，而且滿山亂跑，牠很有牠的意見，牠的看法。 

綿羊的特性：牧人怎麼走，牠就怎麼跟。 

綿羊順服到就算要宰殺牠，牠也只是流淚，一聲都不哼、不叫，就乖乖地被你牽去；山

羊不是，山羊會大叫，宰牠時一直撞，一直踢。 

 馬太福音 25章講到耶穌再來時，祂要把綿羊和山羊分別出來，綿羊是執著地跟從牧人。

有時我們順服神，會讓人覺得這麼傻，主叫你這樣做，你還真的順服，真傻！祂說，那

才叫綿羊，傻傻地跟隨主，讓神成為我們的智慧，成為我們的聰明。 

 我想我們都不喜歡作山羊，可是我們的性格裡面，會不會一直有山羊？我們需要說：“主

啊！你一定要幫助我，山羊的角一定要砍掉，你一定要讓我作綿羊，單純、柔順地跟隨

你”世人看起來好像很傻，卻是智慧，卻是生命，卻是神的榮耀。 

 很多基督徒對於神的話，對於講台的教導，很重要的基本原則，沒有去遵守，可是對細

微的小節，就說：“我遵守了啊！”就像法利賽人，駱駝他就吞下去，蠓蟲卻吐出來，

就說：“你看我很聖潔，蠓蟲都濾出來”，洗淨外面，裡面卻像墳墓一樣地惡臭。 

我們順服神的話，就是需要那麼真實，那麼認真地去順服，我們才是綿羊。 

 

六．結語 

 我們沒有絕對地順服神，卻期望在不完全順服時，神依然能夠時刻都在我們屬天的生命

上作工。 

   有沒有這個可能？ 

 今天很多人走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擺在神本來要他擺的位置上，為什麼？ 

因為太多的不順服。 

 今天你看到一個弟兄跟神的關係這麼好，你以為神特別愛他，其實在人所看不到的地

方，他撇下了，是你所不知道的。 

 如果不使順服成為我們的習慣和性情，至終這天國的窄路我們會走不下去，因為神說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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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行我天父旨意的人，要永遠長存。 

 順服的性情成形在我們的身上，有一個最真實的表現，就是有能聽的耳，仔細聽，認真

地聽，無論是神要藉著誰跟我們說話，都要聽得完全，每一次讀神的話也要如此，神才

能把更多的美善和祂的豐盛賜給我們。 

 耶穌道成肉身，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得著一批順服的百姓，好讓祂的國可以大大地降

臨。 

整本聖經中，神一直要得著的，就是順服的百姓；惟有這樣的百姓，才能讓祂發揮出神

國度的權能來。 

有一大堆人擁擠著耶穌看神蹟(像五餅二魚)，可是神只要得著幾個，是真實順服祂的人

就夠了。他們因著順服，可以震動陰府的權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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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 信息(四)作業 

 

1. 耶穌為什麼要這樣地要求那個少年官？但他的結局是什麼？ 

2. 最抓住這個少年官的心的是什麼？最抓住你的心的是什麼？主有要求你撇下過
嗎？如果有，你的反應如何？ 

3. 馬可福音 10：31，一個人會在前或在後，決定於什麼？ 

4. 榮教士每次提到這個少年官，都覺得好惋惜，是為什麼？你遇到無法順服的事，
你是如何處理？ 

5. 你有沒有錢財的捆綁？我們如何能不貪財？積極方面當如何行？消極方面當如何
行？ 

6. 穆勒蒙福的祕訣是什麼？ 

7. 這篇信息有沒有在那一方面幫助你？ 

8. 可以寫下你不能撇下的事，為此禱告。 

9. 背聖經：馬可福音 10：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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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 信息(五)作業 

 

1. 耶穌為什麼選上這個少年官來跟隨祂？ 

2. 為什麼耶穌說，倚靠錢財的人進神的國何等的難？ 

3. 為什麼有些人也撇下，卻沒有得百倍？ 

4. Richard Gezasky 順服主要大家奉獻，主為什麼要他這樣做？ 

5. 那位弟兄因著順服去奉獻，三年的傷害得醫治，你覺得值得嗎？他奉獻前有想到

主會醫治他的傷嗎？你從中有沒有學到什麼功課？ 

6. 那些第一次沒有順服奉獻的，到後來 Richard Gezasky 怎麼要求他們？這有沒有

給你一些提醒？ 

7. 佈道家芬尼剛開始沒有順服去 Rochester 的原因是什麼？這個例子有什麼是我們

可學習的？ 

8. 這卷信息有沒有在那方面幫助你？ 

9. 背聖經：提摩太前書 6：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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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信息(六)作業 

 

1. 神可以這樣地改變抹大拉的馬利亞，在你的生命裡有沒有那些軟弱，以前你一直
覺得是很難得勝的？現在你的觀念被更新了嗎？ 

2. 描述一下，山羊和綿羊的差別在那裡。 

3. 在你的性格裡，有沒有山羊的性情？是那一方面？ 

4. 你有沒有過因著順服神，而讓別人覺得你很傻？你如何反應？ 

5. 法利賽人的順服是什麼樣子？你是否因此被提醒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