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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伯⼤尼⾺利亞的使徒性侍奉
慕主先鋒教會丹尼爾•林牧師

2021年12⽉12⽇

能看⾒你們，讚美神。

「⽗啊，我們只想說‘謝謝祢’，因為我們可以讀懂祢永恆

的話語，理解祢內⼼的渴望。從⼀開始，從創世紀第⼀章，甚

至在創世紀第⼀章之前，祢⼼裏就已經有⼀副美麗新婦的形

象，⽽祢⼀直在為完美的新婦在預備。今天我們看祢的話，不

單單只是提醒我們，⽽是祢把那個⽕釋放在我們的裏⾯，給我

們信⼼，以至於我們能夠進入祢所幫我們早就預備好的那個完

全裏⾯。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

很⾼興又再回到⼤家中間，跟各位分享神的話。看起來因

著神的恩典，最近這段時間我可以比較多的時間待在灣區。雖

然灣區很⼤，但是神安排我以這個教會為中⼼在活動，就像是

遠離我家鄉的另外⼀個家。

這次服侍，我有⼀些同⼯和我⼀起，他們來⾃於堪薩斯

城、來⾃於世界各地。過去幾天裏，他們與各位商業領袖、技

術領袖碰⾯，看到神愛著的⼈們在世界各地的各⾏各業產⽣影

響是很美妙的。事實上，他們正在為⼀個完美的新婦做準備。

隨著形勢變得越來越緊張，震動可能變得越來越明顯、越

業越多。不同的⼈都能夠感受得，我們還能夠歡欣喜樂，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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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是耶穌加速預備新婦的記號。所以今天下午，我要把各位

的⽬光集中在⼀個⼈的身上，她的名字叫做伯⼤尼的⾺利亞，

她的故事在約翰福⾳12章的經⽂中彰顯，從第⼀節到11節。

為了能夠真正瞭解伯⼤尼⾺利亞的⼀⽣，我們需要⼀個更

⼤的圖像。我要邀請各位，隨著我進入時光的旅程，讓我們仔

細來觀看⾺利亞的⼀⽣。在新約當中有主要三個教導的部分，

特別是在四福⾳書上：在⾺太福⾳的第5章到第7章三個章節，

談到登山寶訓，是⼀些最重要的永恆真理︔⾺太福⾳24章到25

章，談到他的離去以及第⼆次再來︔在約翰福⾳的第13章到第

17章，我們就稱之為⾺可樓話語。登山寶訓有三章、⾺太福⾳

有兩章、約翰福⾳有五章，所有這些都記錄了他們在⼀個地

⽅，耶穌⼀直在說話。記載的是在⼀個地⽅、在⼀個地⽅……

耶穌沒有動，在同⼀個地點講不同的事情。在其他福⾳的描述

當中，耶穌常常是說了⼀句話，到另外⼀個地⽅，說了⼀句

話，到另外⼀個地⽅︔但是這裏，祂是在同⼀個地點，在三個

地⽅記載的在說同⼀件事。

為什麼聖靈會感動約翰⽤了五個章節的篇幅，在談論⾺可

樓上發⽣的那⼀件事情呢︖⼀定很重要！因為聖經中有這麼多

的篇幅是⽤來記載在這個地⽅發⽣的⼀個事件。究竟耶穌要在

這個對話當中達成什麼⽬的呢︖我們可以從第13章開始得到⼀

點端倪，那是他們在⼀起共⽤晚餐，耶穌開始洗⾨徒的腳，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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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祂給他們⼀個新的命令，說：「你們要彼此相愛，就像我愛

你們⼀樣。」他還說：「因為你們彼此相愛，世⼈就看出你們

是我的⾨徒。」非常簡單，他說彼此很熱切的相愛，就像我這

樣的熱切愛你們，不單單只是在⼈裏⾯的彼此相愛，⽽是因為

有神的啟⽰——那個熱切的充滿愛的相愛，如果我們真能夠這

樣做，這樣的教會⽣活就會吸引整個世界的注意，全世界都會

知道你是我的⾨徒，因為這事實在太特別了，只有在我們當中

會發⽣。所以到約翰福⾳14章，就提到⼀個有關天上的事，

「我要在那裏⾯為你們預備住處，之後我會再來接你們。」第

15章、16章，耶穌提到⼀個實際，就是我們能夠在祂的裏⾯跟

他合⼀，這個真實的愛就能活得出來。耶穌跟天⽗說⼀代以⼀

代的信徒，直到祂回來。結論就是，在第五章中，耶穌想確

保，在耶穌離開他們之後，他們明⽩聖靈，因著聖靈的⼯作，

他們能夠繼續愛耶穌、能夠繼續從耶穌領受愛，因此，能夠彼

此相愛。值得注意的是，你要知道他們是耶穌的追隨者。換句

話說，耶穌正準備讓他們成為可以代代相傳的信徒，不是⼀代

不如⼀代，⽽是⼀代接著⼀代越來越興旺。事實上，耶穌說我

離開會更好。當我不在的時候，聖靈的保惠師就會來，你們會

做比我更偉⼤的⼯作。所以耶穌說，我的離世不是要減少在你

們身上能夠發⽣的事情，反⽽是要加強在你們當中能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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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國，不單單只是在你旁邊，在你的周圍，⽽是在你們

的裏⾯。因為聖靈與你同在，現在也將在你裏⾯，是⼀種升

級。對他們來講很難理解，不是嗎︖他們這樣的愛耶穌，他們

跟他朝⼣相處，跟他共⽤早晚餐，我想他們⼤部分的事情⼤概

沒聽明⽩，他們可能被⼈裏⾯的捨不得完全淹沒，以及耶穌講

的重點都沒聽明⽩。所以耶穌最後再跟他們講，說我不單單只

是為你們禱告，我是要為那些因你們⽽信我的⼈禱告。所以因

此就在那個禱告當中，耶穌為⼀代接著⼀代的聖徒來禱告，直

到今天，你的⾨徒，你⾨徒的⾨徒。所以耶穌的意象當中，就

是⼀代加上⼀代的基督徒，把神的愛代代相傳。

所以，在約翰福⾳12章，我們看到⼀個耶穌的⾨徒，⼀個

名叫⾺利亞的女⼈，她是⾺⼤的妹妹，她有⼀個非常有名的兄

弟，叫做拉撒路。為什麼他很有名呢︖因為他從墳墓裏⾯出

來，⼤家都知道他死了4天之後復活，他成為⼀個奇跡的標

誌。但是拉撒路不是整個故事的重點，你知道在今天的世界當

中，拉撒路可能有⾃⼰的事⼯，它可能會有影⾳的事⼯。像這

樣有神秘的4天死亡之後再復活經歷的⼈，⼀定會吸引很多的

⼈的注意⼒，⽽成⽴很多影⾳的事⼯。但是聖靈的重點不在拉

撒路身上，⽽是在他的姐妹⾺利亞身上，因為⾺利亞針對聖靈

的回應是這樣⼦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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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約翰福⾳12章，她來了，她拿了非常昂貴的真哪噠⾹

膏，把它打破了，撒在耶穌的腳上，你們聽過嗎︖她⽤她的頭

髮，那是代表⼀個女⼈的榮耀的頭髮。她⽤她的頭髮抹主耶穌

的腳，為了做這樣的事情，她需要能夠蹲下來，她是完全處於

⼀個敬拜的姿態。你可以想像跪在⼀個⼈的腳前，然後你就⽤

你的頭髮抹他的腳嗎︖事實上，把你所有能夠有的都給他了，

因為⾺利亞不是那麼有錢的⼈，這是她⼀年的薪資，她全給

了。每⼀個⼈都明⽩這個代價有多⼤，即使猶⼤也明⽩。她不

單單在物質上給了，甚至把代表⼀個⼈尊嚴的，—個女⼈最⾼

的榮耀，她也給了耶穌。因為她給的如此多，以至於在同⼀個

房間的⼈都不舒服。

有時候，當我們太順服神的時候，我們周圍太多的⼈會很

不舒服，因為我們打破了現狀。⼤家都不很舒服，他到底在做

什麼︖沒有辦法躲避，她所做的事情的影響你是散不掉的，因

為那個真哪噠⾹膏的⾹味到處都是。我不認為你需要進入房

⼦，可能⾹味⾹到這個地步，即使你從路上、房⼦外⾯經過你

都會聞到，即使⾨是關的，你還聞得到，因為風會把那個⾹味

帶得到處都是。實在是太驚奇了！但是這個所謂的耶穌⾨徒在

同⼀房間裏，他說：「⾺利亞，你做太多了！停下！停下！」

耶穌說：「不，你們停下，不要阻⽌這個女⼈，她所做的是為

我的葬禮所預備的。她在膏我，在為我榮耀的下⼀步做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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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也許你會認為這只是⼀個很簡單的⼀個女⼈的奉獻，我

要告訴你這個故事的影響有多⼤，你再聽⼀下我接下來兩三個

故事。

耶穌有12個⾨徒，耶穌花了3年訓練這12個男⼈，彼得、

約翰跟雅各是這12個當中特別的，他們接受特訓，他們⼀直接

受特訓，這些特訓的⼈，耶穌需要在約翰福⾳花了5章的篇

幅，集中在餐桌上跟他們講這5章的內容，確定他們不要因著

耶穌的離世⽽絆倒，確定他們可以彼此相愛，確定他們可以留

在耶穌的愛中，耶穌花了很多的⼯夫，因為可能耶穌知道他們

還沒有預備好。我們怎麼知道他們沒有預備太好︖晚餐之後，

耶穌拿著⽔跟⽑⼱，開始⽤⽔跟⽑⼱洗他們的腳。記得那個⽔

不是⾹膏，它只是⽔，⾹膏比⽔有價值的多。耶穌⽤⽑⼱，不

是頭髮（像⼀個女⼈⽤代表她尊嚴的頭髮），耶穌⽤這樣⼦的

⾏為來潔淨他們，他們不理解說：「耶穌別這樣做，別這樣

做！」，即使是⼗⼆個⾨徒，耶穌也需要⽤這樣⼀個動作來預

備他們。

⾺利亞不在這⼗⼆個⼈當中，⾺利亞不像這⼗⼆個⾨徒有

這三年半的訓練的特權，耶穌不需要花5個章節來預備⾺利

亞，反過來是⾺利亞，採取她的⾏動來預備耶穌離世進入榮耀

的︔反過來，耶穌需要為⾃⼰的離去預備那⼗⼆個⾨徒。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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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預備的過程當中，這⼗⼆個⾨徒都還是不太明⽩，這⼗⼆個

⾨徒還是被稱為最好的，是教會的12個柱⽯。

從伯⼤尼來的⾺利亞，是從鄉下來的⼀個女⼈，她不是教

會的領袖。從哪⾥得到這樣的啟⽰︖她從那裏得到這樣的⼀個

⽣命︖她從哪⾥領受到這樣的⼀個深度的理解︖——耶穌需要

預備⾨徒，⽽她可以為耶穌預備。她到底從哪⾥可以得到這些

理解︖誰教她的︖她怎麼樣能夠這麼深度的理解。真的讓我非

常好奇。所以我好好的研究她，⽽我們要⼀起好好的研究她。

如果我們要複製任何⼈的話，我們⾸先要複製的是⾺利

亞。我們要複製這個女⼈，我們要⾨徒都能夠有像⾺利亞這樣

的深度，有這樣的委身。

我們讀路加福⾳10章42節

【路10：42】【但是不可的只有⼀件，⾺利亞已經選擇那

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

你知道有些時候你看電影，你會從結局開始看，那個⼈已

經⽼了。有些電影拍攝的⼿法，先讓⼈看他⽼的時候，後來15

分鐘之後再讓看他年輕的時候，所以在約翰福⾳12章，打破⾹

膏那已經是結局，所以沒有看之前發⽣了什麼事︖

【路10:24】我實在告訴你們：從前有許多先知和義⼈要

看你們所看的，卻沒有看⾒︔要聽你們所聽的，卻沒有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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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遇到麻煩了，這個女⼈常常遇到麻煩，這⼀次她所遇到

的麻煩是她在這個房⼦當中，耶穌來拜訪，我們來看路加福⾳

第10章

【路10：42】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件，⾺利亞已經選擇那

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

她在她⾃⼰的家中，貴賓耶穌來拜訪，所以她的姐姐⾺⼤

在做她該做的事情，貴賓來訪，就是把最好的飯菜拿出來。我

們⼀定要最好的來預備招待我們的貴賓，所以她需要幫助。⾺

利亞忙著坐在那裏聽︔⾺⼤想要有⼈幫忙，但是沒有⼈幫她，

她很困擾，她跟耶穌說：「耶穌請你叫我的妹妹來幫我，她就

坐在那邊聽你說話。」耶穌跟她說：「不！⾺利亞已經選擇這

個上好的了」，選擇是這個關鍵。我認為她不笨，⽽且⾺利亞

愛⾺⼤，她想要幫忙，但是她需要選擇。如果我因著愛我的姐

姐，我跑去幫忙，我就聽不⾒耶穌要說什麼了。我不像那⼗⼆

個⾨徒有這樣⼦⼀個好命，我不像這個⼗⼆個⾨徒可以跟隨他

三年半，可以常常聽。今天好不容易逮住機會他在我家裏，我

怎麼可以不聽他說話呢︖所以在這兩難當中：幫助姐姐︖聽耶

穌︖最後決定聽耶穌！所以她選擇了，耶穌說她做了對的選

擇，就像她那個⾹膏的選擇⼀樣，她可以把⾹膏給窮⼈，但她

選擇給耶穌。她⼀直做正確的選擇，⽽且這個正確的選擇讓她

遇⾒麻煩，就是因為她身旁的⼈不明⽩為什麼她要這樣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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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把時光鏡頭轉到更早的時間。

【路9：35】有聲⾳從雲彩裏出來，說：這是我的兒⼦，

我所揀選的（有古卷作「這是我的愛⼦」），你們要聽他。

路加福⾳第9章35節，我們看⼀下那邊：

【路9:28】說了這話以後約有八天，耶穌帶著彼得、約

翰、雅各上山去禱告。

耶穌帶著約翰、彼得跟雅各來進⾏特訓，耶穌帶著這三個

⾨徒去禱告山特訓。在⾺太福⾳17章有這樣的⼀個記載，我們

那時候知道耶穌、以利亞跟摩西同時出現，有天上的雲跟榮耀

同在，但是其實那個時候的背景是因為禱告山的訓練。所以為

什麼路加福⾳這邊記載是特別的重要，帶他們到禱告山上做禱

告山訓練的時候，耶穌就在山上變像。在第35節「有聲⾳從雲

彩當中出來說：這是我的兒⼦，你們要聽他。」你知道那個聲

⾳說什麼嗎︖「這是我的愛⼦。你們要聽他。」這就是我們的

神從雲彩當中所給我們下的唯⼀的命令，「這是我的愛⼦，你

們要聽他。」⾨徒們什麼反應︖他們從此就認真聽耶穌了嗎︖

所以就像我們當中⼀樣，我們還是正在被製作中的產品，但是

就在路加福⾳，我們看到這麼⼀個女⼈⾺利亞是這樣⼦的，專

長在於聽祂，所以我想，剛才我們不能夠明⽩為什麼她有這樣

的深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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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就是在路加福⾳9章35節所說的，她聽⾒了明⽩了，

你們要聽這個教訓。

我們到路加福⾳第10章，我們先要瞭解第9章跟第10章的

順序，比較能夠讓我們明⽩。路加福⾳第九章，耶穌把⼗⼆個

⾨徒招聚起來，祂招聚了⾨徒，給他們權柄，讓他們到外⾯去

趕鬼醫病，他們這⼀路的趕鬼醫病非常的成功。耶穌把⼈帶到

山上，在下山的途中遇到⼀個被鬼附的⼈，在那個時候，他們

沒有辦法成功的把鬼魔趕出，所以耶穌就說：「我到底在你們

當中還要忍耐多久︖」這就是說他們所受的訓練肯定顯然沒有

訓練完，因為我說：「我都已經把權柄給你們，你們還做不

到。有些時候你們就做不來。」

但耶穌知道他們有進步，所以耶穌繼續的增加他的⾨徒的

數量，以至於在第10章的時候提到有70個⾨徒送出去，從12個

變成70個，他也給他們給他們權柄，讓他們去趕鬼醫病。他把

那12個⾨徒送到鄉間，送70個⾨徒到城市，所以耶穌正在增加

他的服侍團隊，把⾨徒送到狼群當中，有⽣效嗎︖第17節，所

以那70個派到城市的⾨徒都非常開⼼說：「我們很成功，哈利

路亞！」真的有效！那70個受差派的都經歷到神的能⼒。耶穌

跟他們說：「我已經看到因著你們的服侍，撒旦像閃電⼀樣掉

下來」，但在第20節我提醒你們，你們不要搞錯了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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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值得⾼興的不是撒旦被擊落，真正比較值得⾼興是因為你

的名字在天堂要被紀念。

所以耶穌要他們搞清楚優先順序，他們的⽣命是比他們的

權柄、權⼒更重要。所以我們繼續到

【路10:23-24】耶穌轉身暗暗地對⾨徒說：「看⾒你們所

看⾒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訴你們：從前有許多先知和君

王要看你們所看的，卻沒有看⾒︔要聽你們所聽的，卻沒有聽

⾒。

這跟雲彩當中出來的聲⾳以及⾺利亞後來做的事情有關。

第23節，那時候說耶穌轉身，暗暗地對⾨徒說：「你的眼

睛是有福的！凡是看⾒你們所⾒的，那眼睛是有福的」，我告

訴你們，從前有許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們所看的卻沒有看⾒，

要聽你們所聽的卻沒有聽⾒。耶穌在強調什麼︖耶穌說：「我

在這裏，我的話，我的榮耀.....這是許多的先知在等待的，許

多君王、有權有勢的君王想要聽想要看，他們都沒有辦法看

⾒。曆世歷代的先知、看異象的，他們都沒有辦法親⾃看到

我、聽我的聲⾳。我從⾁身裏⾯發出來的聲⾳。」這是為什麼

⾺利亞選擇聽耶穌這個決定是如此的重要，因為即使她不明⽩

她是有這樣的⼀個特權，但是她卻做了⼀個這樣的選擇，這樣

的選擇是曆世歷代先知、君王都做不來的，沒有機會做的事

情。所以⾺利亞做了⼀個選擇，是這些君王跟先知都沒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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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選擇，只有可能是透著⼀個彰顯⼀個聖靈的開啟，她才能

夠做這樣⼦有⼀個能⼒的選擇。

【路10:25-28】有⼀個律法師起來試探耶穌說：「夫⼦，

我該作什麼才可以承受永⽣︖」耶穌對他說：「律法上寫的是

什麼︖你念的是怎樣呢︖」他回答說：「你要盡⼼、盡性、盡

⼒、盡意愛主你的　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耶穌說：

「你回答的是。你這樣⾏，就必得永⽣。」 

我們到路加福⾳第10章，這個時候「有⼀個律法師就來試

探耶穌說，夫⼦我應該做什麼才可以得到永⽣︖」

耶穌就對他說：」律法上寫的是什麼︖你念的是怎樣呢︖

「他回答說：「你要盡⼼、盡興、盡⼒、盡意愛主你的神︔又

要愛鄰舍如同⾃⼰。」耶穌說：「你回答對了，就這樣⼦你就

會得永⽣」。

在福⾳書當中有另外兩次，耶穌有跟另外兩⼈，有過這樣

類似的回答，第⼀次在約翰福⾳第三章跟尼哥底母對答，尼哥

底母說：「我怎麼進入永⽣︖」耶穌說：「⾁身⽣的屬⾁身，

靈⽣的屬靈，你需要重⽣」。即使像尼哥底母這樣受過神學訓

練的⼈也不明⽩，耶穌所要說的是「屬靈的誕⽣是永⽣所必需

的。」在⾺可福⾳第10章，耶穌遇到⼀個少年官，他是非常有

錢的，他問耶穌⼀樣的問題：「我怎麼進入天堂︖我怎麼進入

永⽣︖」耶穌說，就做經⽂上說的。所以他就提到⼗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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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偷不搶，那⼗誡記載我都做了。」耶穌說：「很好！現在把

你所有的都賣掉給窮⼈，跟隨我。」他就很沮喪，他沒有辦法

做那麼多事。聖經上說他很有錢，很多東西放不下，所以他沮

沮喪喪地離開了。耶穌不會讓每⼀個⼈都要賣掉所有的東西，

在那個場合當中，耶穌是對他有⼀個特別的使徒性的呼召，叫

他來跟隨祂。這個少年官有兩個選擇：⼀個是成為⼀個非常富

有的、有錢有勢的⼈︔⼀個就是成為耶穌的使徒。

在路加福⾳又發⽣了這樣的事，法利賽⼈問耶穌說：「我

該做什麼︖如果我要進入天堂裏有的永⽣，我該做什麼︖」耶

穌說：「照律法書上所說的做」耶穌說：「盡⼼、盡性、盡

意、盡⼒愛主你的神，愛鄰舍如⼰。」

你看⾺利亞，可能不在當場聽到這樣的對話，就是很奇妙

的，⾺利亞好像就有辦法抓到這三個對話的精神：少年官、尼

哥底母以及法律賽⼈。她即使沒有上課她知道答案，我不知道

她怎麼做到的，我真的很好奇。因為她把所有的都賣了，耶穌

叫這個富有的少年官舍去⼀切所有的，⾺利亞這樣做了，就是

我所有的我都給你。⾺利亞所做的就是⾛在⼀個使徒的道路

上，這真是進入天堂永⽣的鑰匙。沒有⼈叫她這樣做，她就直

接有⼀個正確的答案跟做法，她事實上真的是有⼀個非常⼤的

使徒性恩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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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之後，使徒⾏傳第4章有⼀個利未⼈巴拿巴，他把⼀

切所有都賣掉，把財產交給教會當中的使徒，他就把他的⽣命

都委身給了教會當中的⼀個使徒領袖，說：「現在你們告訴我

該怎麼辦︖我把錢帶來了，告訴我該怎麼辦︖」「我付了錢現

在我要上班了！」⾃⼰掏錢上班，這個很特殊！他也成為使徒

之⼀，他也進入這個使徒性的邀請當中。今天我最後要強調的

⼀句就是：「你們要盡⼼、盡性、盡意、盡⼒愛主你的神。」

因為伯⼤尼的⾺利亞，她⽤非常深層地⼀個奉獻跟敬拜彰顯這

個使徒性的呼召。她之所以能夠彰顯這樣的⼀個恩召跟呼召，

是因為她領受跟聆聽，仔細的聆聽，到底該做什麼樣的選擇︖ 

你會說聽起來這麼屬靈，那我們該怎麼做。我不曉得你今天早

上幾點起來，也許有⼈4點鐘、5點鐘……⼀直到早上10點鐘你

才起來。從你起床到現在，你可能做了上百個選擇。你做了許

多的選擇，我也做許多選擇，我選擇⽤什麼話跟你們說話。

【路10:27】他回答說：「你要盡⼼、盡性、盡⼒、盡意

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

路加福⾳10章27節這個經⽂：第⼀個命令，⼀個很⼤的命

令，這個是對我們每⼀個決定很重要的指導原則。他幫助我們

定錨在「愛」上，以至於我們所做的選擇都可以跟「愛」有

關。但是這⼀件事把他分成4個彼此緊緊相關的類別，⽤我們

的⼼、我們的信、我們的⼒量、我們的意志。⽤我們的⼼愛神



 15

是什麼意思︖⽤我們的⼼愛神，盡⼼不單單只是情感，⽽是包

羅萬象的。但通常是第⼀過程，讓我們開始感覺到⼀些東西，

它來⾃我們存在的中⼼。所以，有些時候我們的意志、我們的

理性會跟我們的感覺會打架。

就⼀個採購的決定來說：這東西我很想買，算⼀算實在是

不應該買，所以我的理性會跟我的感覺在打架。我要不要跟這

個⼈碰⾯是另外⼀種例⼦，我要不要去⼀樣是理智跟我的感覺

會交戰。這樣的事情⼀天到晚都在發⽣，我們⼀直常常跟⾃⼰

在對話。現在跟各位講，不是跟⾃⼰對話，是把耶穌帶進對話

當中。把愛耶穌帶入這個考驗當中，當你領受或感覺到⼀些東

西，當你的⼼往某⼀個⽅向前進，你知道你的感覺，你的⼼往

哪⾥在⾛，那個感覺你要記住，要把它帶向⼀個⽅向，就是跟

愛耶穌有關。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盡性、我們的靈魂會跟我們

的⼼可以⼀起同步來愛耶穌，這是為什麼耶穌會跟⼤家稱讚⾺

利亞，說她做了⼀個對的決定。

【路10:42】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件，⾺利亞已經選擇那

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

我們的選擇對神來說是重要的，什麼要看什麼不看︖什麼

說什麼不說︖什麼時候說︖我們做選擇。不管我們想什麼，我

們感覺什麼︖把愛耶穌元素帶進來。舉例來說，你知道如果你

碰到某⼀個⼈，有⼈脾氣很壞，有些⼈脾氣很急躁，你⼤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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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跟他講五句話，你就感覺很不好了，你想聽這樣⼈講話嗎︖

你不想的。我們如果能夠免就免了，但那是我們的感覺。但是

如果你從⼼裏⾯在愛耶穌，你又問耶穌：為什麼你讓我想起這

個⼈︖究竟我怎麼樣可以在跟他的關係當中，彰顯我對你的

愛︖即使我知道跟這個⼈講話很不愉快，我知道他可能會傷害

我，但是又因著愛你的緣故，我仍然願意去做。也許你做⽣意

上的財務決定，或是職場的決定，你做很多的分析決定，你知

道哪⼀個對你比較有利，什麼樣的決定可以帶來比較好的職業

⽣涯，怎麼樣可以帶來你個⼈比較好的發展，然後你⽤你的意

志，你跟神說：「我知道這些事情，但是我因著這些決定如何

愛你︖我如何能夠⾏出你的愛︖因著我做這些決定，能夠彰顯

我對你的愛。」

即使我們帶孩⼦，怎麼養我們的孩⼦︖我們如何愛我們的

⽗母︖我們如何愛我們的配偶︖也就是說⼀天下來，我們有數

以百計的⼀個⼀個⼩機會，⼀天下來有數以百計的機會，我們

可以彰顯我們如何盡⼼、盡性、盡意、盡⼒愛主我們的神。盡

⼒，有定性的，有定量的。

不管你在⼯作場合或是服侍上⾯，當你想要做⼀件事情，

你可以做到不同的等級，可是這樣就好或者更多。你為什麼要

做到更優異的等級、更⼤的等級︖為什麼要花更多的時間︖為

什麼要花更多的努⼒︖為什麼你要帶入各樣專業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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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這事情做得越來越好。只是為了能夠帶來更好的結果，

讓你個⼈彰顯嗎︖還是你在⽤你的⼒量來愛︖我要特別、特別

⽤這個話來提醒當中許多的家庭主婦，母親照顧孩⼦的愛是⾼

度犧牲的：從早到晚都沒有歇息，沒有歇息的。如果你每兩年

⽣個孩⼦，每兩年⽣⼀個……你20年都沒得休息。如果你25歲

⽣⽼⼤，每幾年⽣⼀個……你這幾⼗年都不⽤休息。如果再考

慮你孫⼦的話，⽼⼤⽣孩⼦之後，你就開始另外⼀個階段了。

我們常常在盡⼒來表達我們的愛。 剛才我們所說的家庭主

婦，⼀個母親所遇到的選擇跟挑戰，她所盡⼒做的事情，對所

有的職場⼈⼠，科技⼯程師都是⼀樣的，你在做所有的決定，

都要盡⼒來選擇。你做⼯作上的事情，有些⼈是被呼召進入全

時間的服侍，但⼤部分的⼈沒有進入教會全時間服侍，如果神

真的這樣呼召你，你就需要放下⼀切所有，再好的機會都要放

下，來全⼼跟隨神。如果神沒有呼召你進入全時間服侍或者這

不是你的呼召，你所在的地⽅、任何的職場，就是你盡⼼、盡

性、盡意、盡⼒愛主我們的神的地⽅。

我不知道我跟各位分享過沒有，CEO（⾸席執⾏官）的⼀

個很重要的⼯作，就是⼀直不斷地解決問題。如果你很會解決

問題，你就會有更多問題來解決。如果你在⼩事上忠⼼，就給

你更多的事情做。如果你成功了，解決好了⼀個問題不是就沒

事了，是有更多問題要解決。做了幾年之後我就明⽩了，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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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唯⼀可以有休息的，就是我唯⼀能夠表現盡⼼、盡性、

盡意、盡⼒愛主我的神的機會，就是在我⼯作上的每⼀個決

定，我都來表現這樣的愛。在每⼀個決定財務的、流程的、⼈

事的、各⾊的決定上，它都是我唯⼀可以表現我愛神的機會，

因為解決問題做決定占了我⽣命當中⼤部分的時間，所以我⼀

定只有⼀個選擇，就是把我愛主的⼼志在這些決定上展現。即

使我的睡眠也可以是⼀個愛神的⾏為，我為什麼要睡︖我究竟

應該睡多⼀點還是少⼀點︖到底是我的身體需要睡眠，還是說

我的睡眠本身也是對神的⼀個委身性敬拜︖（我沒有時常跟⼈

家這樣說，⼈家會以為我放棄了。）我們不管是吃的、睡的、

各式各樣的⾏動，都有⼀個⾯向，這個⾯向就是我們可以對神

來委身。因為耶穌說你要盡⼒，因為睡眠本身跟我們的恢復⼒

量有關。你還聽得懂我在說什麼嗎︖我們當中有⼀些⼈會有全

時間的呼召，奉獻⼀切所有的來跟隨耶穌︔其實，你們當中可

能更多⼈，是在你所在的地⽅，將耶穌的愛透過你彰顯出來，

在特定的季節，你需要能夠在你所在的地⽅，盡⼼、盡性、盡

意、盡⼒愛主我的神。⽽你能夠這樣做，不是靠著⾃⼰的⼒

量，是因為你明⽩祂愛你，⽤祂的全⼼、從來不停⽌的想著

你，從來不停⽌的感受你，⽤祂全部⼼靈，⽤祂所有的思想，

⽤祂所有的⼒量，那是神唯⼀知道如何愛我們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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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只不過是回應祂這樣的愛，我們透過⼀個又⼀個的選

擇來回應。我不是在說這12個⾨徒的壞話，他們最終還是成熟

了，他們成為教會的基⽯，因為教會是建⽴在這些使徒和先知

的根基上。但是在聖經上有⼀個婦女，她從來沒有像12個⾨徒

⼀樣接受訓練，她只是偶爾在這聽聽、在那聽聽，但是她所做

的、她的⽣命所活出來的，是如此令⼈驚異！耶穌給了那個富

有的少年官機會，他沒有做的事情⾺利亞做出來了。耶穌為⾃

⼰的離世預備了12個使徒，但是⾺利亞為主的離世⽽預備。⾺

利亞選擇看耶穌，優先聽耶穌的話，她不可能知道變像山的秘

密，彼得、雅各和約翰在山上，她不在那，她如何得到這樣的

⼀個啟⽰，能夠做這樣正確的決定︖我相信聖靈⼀定是給她很

輕微的提醒，以至於她能夠活出這麼美好的⽣命。在⾺可福⾳

第⼗四章，我不能保證是同⼀個⾺利亞，但是她們的名字是⼀

樣的。神學家認為她們可能是不同的⾺利亞，但是她們都在同

⼀個城鎮，好像做類似的事情。我個⼈比較傾向她們是同⼀個

⼈，她做⼀樣的事情。這邊的記載不是撒在腳上，⽽是撒在頭

上，所以我認為可能就是全身都是。但是⾺可福⾳第⼗四章中

最特別的是，我們看第14章第4節之後，從第9節開始，重點在

第8節跟第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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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14:8-9】她所做的是竭盡她所能的，她是為我安葬的

事，把⾹膏預先交在我身上，我實在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無論

在什麼地⽅傳這個福⾳，要訴說這個女⼈所⾏的，以為紀念。

耶穌只說過無認在什麼地⽅傳福⾳都紀念這⼀個⼈，提醒

每⼀個⼈：我要複製這個女⼈，我希望她成為很多⾨徒的標

準，許多⼈可以活出她這樣的⽣命。我們能夠愛神，因為神先

愛了我們，祂給了我們聖靈。

在我們教會當中，因此神給江牧師特別的恩膏，我們常常

被提醒，怎麼來回應神的愛。我們已接近2021年的年底，我們

回顧過去這⼀年，預備新的⼀年，我們預備接下來的耶誕節要

做的事情。我相信對我們來說最很重要的是：記住⾺可福⾳第

14章第9節⾺利亞所做的事。記住：⼀天中的每時每刻，盡⼼

盡性盡⼒盡意來愛主。

如果敬拜團隊已經準備好，我們能不能站起來，在這個禮

拜堂的⼈都來回應神的話︖我相信聖靈已經跟我們所有的⼈說

話，這不是⼀個新的資訊，我相信聖靈在提醒我們這些好像我

們以前已經知道的事。即使在新的⼀年有三個⽉的內在⽣活的

進深課程，2022年，我相信神在跟我們彰顯⼀個圖像，他想培

養什麼樣的⾨徒︖為了能夠在眾國全地有這樣⼀個⾨徒訓練的

展開，我們需要從本地的教會開始，我們當中的每⼀個⼈都很

重要，不管你的年紀、你的性別，每⼀個⼈在主裏⾯都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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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們當中每⼀個⼈都可以成為下⼀個世代的屬靈⽗母，但

是我們需要聽到神的聲⾳，我們需要回應，究竟神跟我說什

麼︖神今天提醒我什麼︖是更多的⽤我的⼼來愛祂嗎︖更多⽤

我的⼒來愛祂嗎︖更多⽤我的意念來愛祂嗎︖還是更多⽤我的

靈、我的⼼來愛祂呢︖主再⼀次的跟我們強調這些事情，我們

這邊⼀起同時的禱告，我們⾃又由的來跟神回應，⽤你覺得你

所領受到的你需要回應的⽅式來回應。你可以⼤聲的禱告，你

也可以安靜的禱告，我們⼀起這樣禱告幾分鐘。線上的家⼈

們，你們也可以⽤你可以回應的⽅式來回應神。

我覺得聖靈發出了⼀個邀請，要使這個教會興起成為伯⼤

尼的⾺利亞⼀樣的團隊。我要做⼀點解釋，因為有些⼈當聽到

伯⼤尼的⾺利亞的時候，他會想到這些⼈什麼事也不做，就在

這邊聽耶穌的話。我相信伯⼤尼的⾺利亞是非常有使徒性恩膏

呼召的，因為她所活出的⼀個⽣命就是耶穌想要在他的⾨徒上

⾯所塑造的。事實上，就在⾺可福⾳第14章，耶穌就特別把⾺

利亞的名字叫出來，我相信慕主先鋒教會有⼀個特別的呼召和

恩膏，就是要能夠把⼀個使徒性的呼召跟⾺利亞⼀個特質能夠

結合。許多的教會可能有使徒性的呼召，但是這個教會有⼀個

特別的呼召和能⼒，是能夠把⼀個使徒性的呼召跟⾺利亞的特

質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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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感覺到神在觸動你、在感動你，說：「我也要成

為伯⼤尼的⾺利亞這樣的⼈！」可是你會說：「我不知道我能

不能做到。」看看⾺利亞：⾺利亞只是⼀個簡單的鄉下婦女，

她沒有所有使徒（12個⾨徒）有的訓練，可是她的故事是何等

的榮耀！我相信如果神邀請你，你唯⼀需要的回答就是：「是

的！」如果你感覺有這樣的⼀個邀請，請你到前⾯來。主要興

起象伯⼤尼的⾺利亞⼀樣的⼈⾏⾛在我們教會當中。

我們天上的⽗，我為你禱告：主啊。我們把這些⼈交給

你，建造他們，給他們屬天⼀切的祝福，給他們⽣活上⼀切所

需要的恩典。天上的⽗，看到他們的回應的意思是「是」，給

他們夠⽤的恩典在他們的旅程當中，給他們⼀個對你的愛越來

越深的啟⽰，以至於他們能夠回應你的愛，把使徒性的呼召跟

恩膏加給他們。主啊，我也要為所有線上的家⼈禱告，他們

說：「是的！」，你要把靈賜給他們，給他們雙倍的恩膏。主

啊，為今天的話語來感謝祢！為這些寶貴的弟兄姐妹感謝祢！

不只是為他們的今天來禱告，我也要為所有因他們的⽣命改變

⽽被影響的⼈來禱告，⼀代接著⼀代，主啊，⼤⼤的使⽤他

們！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