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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誰

——慕主先鋒教會主日資訊
游祥祺牧師

2022年5月7日

大家好，我是游哥。不用讲，我是你们永远的好朋友游
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父，谢谢祢的慈繩愛索，謝謝祢的爱吸引我们聚在这
里，愿祢开通我们的耳，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聆听到祢从天而下
的信息。主，真的是将祢的心意表明出来，借著祢仆人的口。
是那真的能够传达清楚、带着祢丰富感情的。主啊！真的是讲
出你的心意来！谢谢主！也让我们听到的，我们都能来行。主
聖靈呼求祢大步行走咱们当中，与众人同在。谢谢主耶穌！谢
謝聖靈！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們！�

明天是母亲节，再次祝福每位妈妈们，还有准备当妈妈
的……剛剛其实一直想到我的妈妈，尤其唱《有圣书告诉我》
那首歌，因为那是我小時候媽媽教我唱的第一首歌。这是母亲
节，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不是母亲、不是妈妈，是最需要被
母親来修剪的，就是父亲、还有儿子。�

几个月前我在等候神的时候，跟神有一个简单的对话，让
我陷入深思里面。那時候我们台湾教會正在推马蒂娜牧師錄製
的《大卫生平》，那时候其实我很有兴趣，牧区有一些家人来
问我这个问题，我也很感兴趣。有一天我在等候神的时候，我
突然间一个念头“怎么大家都想要当大卫？这么多人都想当大
卫。”可真的是就有一个声音进来跟我说：“我不要你当大
卫，我要你当摩西”我都不敢阿們。我那时候直接問：“为什
么？”那个声音告诉我说：“因为王只需要一个，但是我需要
很多父亲。”可是我说：“我还是不想，因为我不想当摩
西。”为什么？因为我从小就想当大卫，所以我大儿子的名字
叫“大卫”。结果神跟我说：“可是你二儿子叫做‘摩西’！”
我就没有话说了。我想：“那是他妈妈取的，不是我取的
啊！”我就去跟神说：“我还是不想，因为摩西這一辈子在旷
野里面流浪太久了！”不要说太久，他简直一辈子就是在旷
野，除了前40年以外，後80年都是在旷野里面。这样的我真的
不想，太辛苦了！然后那个聲音就跟我说：“你觉得大卫呢？
大衛年輕候都在干嘛？在跑路！不是躲避追杀吗？是不是？到
了年老的时候还要面临的是什么？儿子的背叛！是吧？你喜欢
这样子吗？”我说：“不行啊”。我就不敢说话了，真的，我
不知道神这是什么意思，我就没有说话。�

又没多久，神又问了一句话，祂说：“我在变像山的时
候，我旁边站的是谁？”我也没有回答。其实当下我直接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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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感觉，就是說“今天你要我当父亲，我应该学谁呀？”我自
己想到“是学亚伯拉罕嗎？在圣经里面‘多国之父”是亞伯拉
罕，被称为‘父’的！‘信心之父’是亞伯拉罕、只有他是‘崇
高之父’，都是被叫做“父”。摩西呢？摩西有很多身份——
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颁布律法的、他是审判者、他是代
求者、他是牧人，很多！可是很少提到他是‘父亲’，所以你
要我学父亲，你要我当个父亲，我不是应该要学亚伯拉罕？”
但是神既然这么说，我就继续问祂了，祂就叫我再去看一下，
我们就再去看一下圣经上怎么记载摩西。�

我想摩西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我大概看了一下再总结一
下：其实你看摩西年轻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勇气、很
勇敢的人，他敢于承认他是希伯来人；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有
义气很讲义气的人，路见不平就拔拳头相助，就把埃及人打死
了，他第一次介入这个当中；他是很有行动力的人，两个希伯
拉人在吵架，他就又想要去介入（他是一个很喜欢介入的
人），当这倆個希伯來人中有一个说：“你要干嘛！你要打死
我像打死埃及人一样嗎？”他就知道他是东窗事发了，他就跑
路跑到米甸去了。到米甸的时候，他又是一个介入，又是个路
见不平，就打倒了强盗，然后救了葉忒罗的女儿，这次他得到
奖赏，得到一个妻子。所以你就知道摩西在他的人生当中，他
是有勇气的、他有正义感、他有行动力，但是他也是脾气暴
躁。你看摩西他真的是有正义感，可是他这个正义感我觉得他
是有一个自以为義的，因为他自以为他是人民的救星，他想要
出手，可是司提反在《使徒行传》的經文说摩西：“摩西就以
为他弟兄們必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
白。”摩西自己以为、他认为他这些弟兄們、这些希伯来人必
然明白“是神借着我摩西的手要来救你们的”，可是下面的人
一个都不明白。所以我们就是讲摩西他有行动力，但是他脾气
不好，他容易冲动，神就把他带到米甸去了，因为他需要被修
剪，真的要被剪。逃到米甸需要在那边学习成熟、学习怎么样
谦卑、学习怎么样去順服神。他在米甸40年，聖經记载的很
少，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神应该是在制作他，至少我们看到
他学习当牧羊人、学习当丈夫、学习当爸爸，没有什么豐功偉
業，这些生活看似平淡，但是很重要！你就可以看到神把一个
真的是把一个冲动而暴躁的中年人带到那边去，开始怎么样进
行祂的雕塑——40年的雕塑。可是40年后，当神再次呼召摩西
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他拒绝、他不要、他抗拒。摩西在
他的生活早期，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很有行动的人，可是为什么
80岁老了，他变得很胆小了呢？我们看他怎麼說，在《出埃及
记》第3章11節：“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怎么
样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在12节“神說：
‘我必與你同在’”可是摩西并没有听进去。到了第四章第1
节：“摩西回答說：‘他们必不信我的，也不会听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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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第10节：“摩西對耶和華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
言的人’”我不是能言的人，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到13节“摩
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他只是没
有说：“祢就是不要打发我去。”就是这样。所以你就知道经
过了40年的雕塑，当神呼召他的时候，摩西他还是拒绝的，他
说他拙口笨舌，你觉得他是吗？还是我们都一样拙口笨舌不敢
讲？或许是他40年來大部分都不是跟人讲话，可能这样让他拙
口笨舌。但是你要知道《使徒行傳》司提反说“摩西学了的埃
及的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以前他在这皇宫里面
當王子所受的教育训练其实是盡都完备的，他学了埃及一切的
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应该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
你说经过40年是真的忘了，其实我不觉得他是有语言障碍，我
觉得“他是害怕，他只是不想回到埃及”，这是我的領受。因
为我们常常在失败里面，当我们要再次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常
常会这样子害怕。我不想，因为我怕再一次的失败，他曾经尝
试用他自己的力量，在他自己以为是的时间里面去做神要他做
的事，但是失败了。可是现在，当神的时候到的时候，他却犹
豫了，因为他不想再失败一次，他还没有认清这个时候是谁叫
他出来。�

当我看到摩西这一段的时候，这个里面的声音又出来了，
祂说：“我带你到慕主五年多了，你有做对的人嗎？你有站在
对的位置上做对的事吗？”我说：“我哪里做错了吗？”我还
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后面就问我：“还是你只是做你的领袖要
你做的事，你只是想把领袖交代你的事做好？”下面一个问题
说：“你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吗？你知道你的羊要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各位讲过，当初要来美国的时候，在臺灣
家里連續两个深夜我被叫醒，神说：“你喂养我的羊！”连续
两次，没有像彼得那么多次，我几乎我快忘了这个事情。可是
神在问到我這些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摩西这句话“我是什么人？”，也就是“我是什么样的
人？我是什么人？我是谁？我是个父亲嗎？”我说：“神祢要
我做个父亲，我是个父亲嗎？也许在肉身的家庭里面我是父
亲，至少我生了三个，可以证明我是吗？在肉身我是个父亲，
但是我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嗎？”我自己问我自己，其实我想你
们都知道我的事情，所以我不觉得我是个称职的父亲，因为在
这个家我失败过，一個很不光榮的失敗，所以我真的是不太敢
再说我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再回到说我来到慕主這五年，在慕主的眾牧者当中，我是
来得最晚的，其实在军中我们叫菜鸟，最菜嘛！不配吃肉只能
吃菜。如果我是菜鸟，那我就是菜鳥传道，但是我年纪最老，
我又是最老的传道。可是即使我年纪最老，我配当父親嗎？我
配吗？我们的屬靈妈咪她一直要我们明白、要我们清楚、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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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相信，神带我们到慕主是一定有祂的呼召、一定有祂的命
定、一定有祂的美意在我们身上；她一直提醒我们要确定我们
的核心身份，常常这样講。这幾場特會里面几乎都在提醒我
们，真的要去站住、真的要去拿住、真的要去确定。我就问我
自己到底有没有？我曾经以为我有，可是我又发现，我更多的
时间，我就像跟摩西一样，常常会讲出一句话：“他们必不信
我，也不听我的。”这是我里面一句常常會对自己说的。�

3月17号普珥節的時候，有一个普珥節的线上聚集，叫做
“不能震动的家”。從3月17号開始有三天，我就上去参加。
第一天的时候，我就看到几位年轻的美籍華裔他们的分享。总
结来讲，这三位一开始都是在强调他们从小就认为他们华人的
身份没什么骄傲、没什么了不起、甚至这华人的身份是他们的
一个羞辱，甚至是他们的羞耻。他們覺得华人身份几乎是不被
接纳的，所以他们从小就跟华人身份自我隔绝。他不想认同自
己是华人，拒绝去学这些中文；他想要的是跟这些非华人的族
裔在一起，可以跟不管是白人、黑人，或其他的任何人，只要
不是华人，只要不是华裔的同学，他都渴望、喜欢跟他们在一
起；他们都认为在这样的族群当中他们会快乐、会喜樂、有归
属感，因为他们不讲中文，他们讲英文类似这样。这些孩子
说，直到有一天他们被神触摸到了，被神爱到了，他们身上那
些仇敵的欺哄就挪走了，思维模式就改变了，神帮助他们发现
在基督里面“我是谁”，那三位弟兄有姐妹，他們都是这么
说。他们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有多重要，他们才不再拒绝，然
后他们觉得自己小时候破碎的地方被醫治，那個羞耻感脱落
了，越来越明白他自己其实就是个华人，他们的生命就带来巨
大的改变，他们开始接納这个身份，開始学中文讲中文。甚至
有的雖然不太會講中文，但是带的卻是中文的敬拜，他踏上這
個的命定，然后成为了一個非常有影响力的華籍年轻人。其中
有一位，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完全接受自己的身份、不能拥
抱华人的身份、或者是拥抱神给我们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无
法完全进入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我再念一次，他说：“如
果我们不能完全接受自己的身份，拥抱华人的身份，拥抱神给
我们的身份，我们就无法完全进入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阿
們嗎？就是这样。所以感謝主，這三位年轻人真的是踏上了他
们的命定。�

那時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又有个声音进来了，祂说：
“你的身份被仇敌偷走了，你有意识到吗？”“你说我的身份
被仇敵偷走了，我知不知道？”就像摩西一样，其实神要摩西
做的是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祂要摩西将以色列人拥抱在怀
中，可是他却跟神说：“杀了我吧。”我们来看《民數记》11
章12节到15节，我念给大家听，他说：“这百姓豈是我怀的
胎，豈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
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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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號说：‘你
给我们吃肉吃吧！’管理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
起。你这样待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時将我杀了，不叫
我见自己的苦情。”你看摩西是这样的人，神其实就是要他做
一个為父的角色，把以色列人抱在怀中，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
孩子一樣，直抱到祂起誓给他们的地。然後摩西說：“我不
要！我不干！我没有肉给他们吃！责任太重了，我承担不起！
我如果蒙恩，就還不如把我杀了算了。”很严重的！神其实不
是要摩西去当一个什么卓越杰出的领袖，神没有說：“你还要
带我這支軍隊。”神沒有這麼說。耶和華的军队的元帥不是摩
西，神只要他做一个父亲！做一個有神爱的形象的一个父亲代
言人而已。就像耶稣说的，当我们看到他就像看到父一样，看
父是何等的慈爱。阿爸父只是要摩西做這件事，我才明白原来
圣经中摩西也是个父亲，神呼召他成为一个父亲，神在摩西身
上80年的雕塑，祂很期待摩西可以带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离开
这个奴仆的身份，进入到一个慈爱的父亲的里面，就像我们知
道的浪子的故事一样：小兒子回来的时候，他父亲是怎么样抱
着他的頸項，连连与他亲嘴，连連的与他亲嘴，就是进到這樣
的形象里面去。神要摩西做的是这个，神期待摩西进入到阿爸
父神一个真正的形象样式里面；但是摩西一时间他好像没有意
识到，他没有抓到，也没有领受到。也许有，但是他拒绝，他
拒绝这样的一个身份跟角色。�

我相信大家都很认同，就是每个人都有对自我身份、自我
价值感，自我安全感的一个需求，這也是每个人心里面都有的
一个很极深的渴望。你需不需要对你的身份有一个肯定？你需
不需要處在有安全感的里面？你需不需要你的价值是被肯定
的？這都是我们需要的。但是我们常常在哪里得到这些？在哪
里寻求这些？是在外在的环境里，在别人的眼光里。當别人欣
赏你的时候，你就很有存在感；当别人不怎么样，或者是你觉
得你被冷落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没有存在感。我们在这个当
中来寻求归属，就像那三位美籍華裔一樣。可是这种外在的肯
定真的能够让你得到满足嗎？這種外在的肯定能讓我們得滿足
嗎？不行吧？�

畢邁可有本书叫《人心中的七種渴慕》，在那里面他提
到，我们本能的是想要从他人的肯定中获得满足，殊不知我们
想要被欣赏的真正渴慕，乃是源自于我们想要被神所享受的渴
慕。再念一次，他说：“我们本能的想要从他人的，旁边人的
肯定中获得满足，但却不知道我们想要被欣赏的真正渴慕是源
自于什么？我们其实是想要被神所享受的那種渴慕。”我们渴
慕被神来享受，那才是我们最深的渴慕，那是我们里面的根。
也就是说自我身份的肯定，我的被肯定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标
准，不是世界上标准的那一把尺，不是人眼光的那个价值观；
是那赐给我们生命的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这个价值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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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是看我跟生命源头之间的亲密关系，所以我们要知道我是
谁你是誰，要知道是从哪里来，是从关系上，而且是亲密的关
系上来定位，是从这种亲密关系上来发展出来的。我相信我们
都认同，当一个人，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如果他在家里得到了
亲密关系上的满足的时候，他就不需要在外面寻找任何的归属
感跟自我价值。同理，我们在跟神得到这种亲密关系上的满足
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在外面、在世界上寻找這個归属感、安
全感跟自我的价值。所以当我们想要知道我是谁，我们要确定
我自己的身份的时候，我们最主要首先要回到跟神的亲密关系
里面。在與神的亲密关系中，你就会明白这个身份是神给的，
是神确立的。�

四福音我们都很熟：耶稣从约旦河受洗上来的时候，天开
了，圣灵如鸽子降臨，然后神在天上跟耶稣、跟下面的人说
話。神在天上亲自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有的写
的是“這”，其实看《路加福音》，祂不是说：“这是我的爱
子，”祂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今天如果阿爸父
跟你说这句话，想一想你会怎么样？阿爸父如果跟我这样，我
真的就得满足。是真的！�

你知道这句话里面代表了什么？第一个“你是我的爱子”
這是祂的身份。耶稣的身份是祂的爱子，不只是儿子啊，是爱
子；第二个“我喜悦你”，这句话带出了肯定，肯定耶稣的价
值，祂是被喜悦的。所以在这个身份里面，这个孩子他是有安
全感的，他是有价值感的，他是有他存在的意义的。耶稣是这
样被阿爸父来认定耶穌，我们即使都知道后面，仇敵開始質疑
耶穌的身份，牠要他借着神跡等等證明身份。可是你看,耶穌
他是这样的確定，這樣知道自己的身份，他不需要藉助外在的
行为来彰显。他知道他自己的意义，他生命的价值是神所赋予
的，所以他不需要用其他的东西来證明。他知道他是至高者的
儿子，所以他可以很坚定的起来反对仇敌一切的试探，所以仇
敵没办法。�

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让生命的价值寄托在外面的评价上，
这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而且我们会更容易受伤：当外在的评
价减少，当外在评价不在的时候，会很失落，就会怀疑你自
己，仇敵的控告就进来了。所以我们不是在外面尋找價值，我
们的價值是在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有很多身份。不
是职称，大家在职场上，这一辈子什么职务都碰过，好多身
份！我那天自己数，从我职场一路以来的身份(其实就叫职
称)，數了两只手都不够，太多了！但是你发现为什么那么
多？因为都很短暂,一下就过了。当再高的官，总有下台的时
候，这个身份就不在了，有什么好骄傲的！�

真正的我是谁？你知道一个永恒的、尊贵的、屬天的身
份，只有在神里面可以找到，只有在神里面可以得到，也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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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跟神亲密的关系中，我们才能够领受到。你如果跟神不够親
密，你不明白神的心意，你抓不到，你确认不了你的身份。
《約翰壹書》3章1节：“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使我
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的是祂的儿女。”“我们得称为
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祂的儿女了”，这是耶稣说的。�

我们都刚参加完畢邁可牧師的特會——很丰盛的一个特
會。畢邁可最常用的、他講道的主轴就是在《約翰福音》14—
15章，所以他一直讲到几节经文，其中一节就是《約翰福音》
15章9节：“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
在我的爱里。”也就是“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这是畢邁可
他最喜欢的兩節经文之一。另外一節也是耶稣说的，《約翰福
音》17章26节：“我已将祢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
祢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們裏面。”其实这两節都
在讲阿爸父跟耶稣之间亲密关系，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
所以父爱耶稣；因为我爱你们，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常住在
我这里；所以你就知道，阿爸父爱耶稣，耶稣也用同样這麼浓
浓烈烈的爱来爱我们、爱祂的子民。所以畢邁可他说，神国的
爱就是因为三一神之间，神爱神的爱得以堅固。聖父、聖子、
聖靈三者之间这样浓烈的爱是連接的，紧紧的扣在一起。刚刚
第二段经文，耶穌说：“我已将祢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
们，使祢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天父在耶稣里面，因为我
们跟耶稣有这样亲密的关系，耶稣又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很自
然的就把我们带到天父里面了，天父也在我们里面。耶稣说，
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祂把我们带到阿爸父的里面。确
实是他把我们带到阿爸父面前。当我们跟耶稣有这样亲密关系
的时候，耶稣跟阿爸父也有这样亲密的关系，很自然我们就跟
父有这样亲密关系。耶稣的身份被确认，我们的身份豈不很自
然就被确认，所以耶稣是儿子，我们儿子的身份也就越来越明
显、越来越被肯定了、被确定了，所以跟神有这样亲密的关
系，才会开启我们“我是谁？”�

怎么样才有亲密关系？不是参加一个巨型的特會，或者是
常常参加聚会，常常参加这些追求特會可以建造起来。我再讲
一下，亲密的关系没有办法从你去參加一个特大型的追求特
會，或者是常常参加一些特會可以建立起来，你必须进入到内
室裏面，跟神一对一的面对面！就像畢邁可常说，进到內室，
用神的话，一对一的跟祂对话，必须进到里面，藉着跟神一对
一的对话，进入到神的情感世界里面，以至于把你的情感也可
以打开，亲密关系才会被建造起来，你才会知道你是祂的儿
子。所以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要进到内室，关上门，然后跟阿爸
父之间有一个亲密关系的沟通，以至于神的话一直转化我们的
思想、言语。当我们的思想、言语被转化的时候，我们的情
感、我们的价值观很容易就可以跟上，所以你的思想改变带下
的就是你的情感被打開，这在這次特會里面大家都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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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真的要进到这样的里面，跟阿爸父之
间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对话，我们才慢慢的被打开。
當我们在亲密的关系当中确立了我们儿子的身份的时候，而且
我们要学会做儿子，才会了解怎么样做一个父亲。如果你不会
做儿子，真的很难拥有父亲的传承。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
看，摩西拒绝神的呼召，因为他曾经失败过。他失敗是因為他
還沒有學會做兒子，他就急於想做希伯來人的父親。沒有在對
的時間，站在對的位置上做對的事。神要不要拯救希伯來人？
神要不要藉着摩西来拯救希伯来人？神是不是要藉著摩西成就
祂的救赎？我们都很肯定。但那个时间点不对，不是在神的时
间。也许是你拿到神的命定，也许你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你來
做事，但那个时候不是神要你去做那个事的时候，你没有在对
的时间去做对的事情，你只是想把事情做對，所以摩西他失
敗。这就是對我们的提醒。�

今天我们要首先学会做儿子，我们自然就会知道我们怎麼
做父親了。其实我相信大部分人，我们都是有双重角色，即是
父親又是兒子。但是我坦白说，我要讲的父亲不是真的只有男
生！儿子就是孩子，我们是父母，我们也是孩子，我们是有双
重角色的。我今天怎么做一个父亲？其实我就是要先学会怎么
做一个儿子。我做儿子，我用儿子的生活持续领受到的、从我
上一代而来的持续的传承下去，教我的孩子；儿子领受到上一
代的祝福传承下去，就是父亲了，我為我的孩子祝福。所以我
们都是有双重身份，這二合一的身份的關鍵在哪里？尊榮。�

刚刚我们都提到，孩子在家如何来尊荣我們的父母？生命
的傳承真的是藉著尊榮被釋放出來的。尊榮不是只有在態度
上，你有沒有常听一句话“你不可能去敬拜你所厭棄的王！”
听过这句話？要麼是你失败了，要么就是太虚假。所以你不可
能去敬拜你所厭棄的王，这里的敬拜就是一個尊榮，就是一個
交流，是一個生命的傳承。你不可能從一個你所輕看的領袖裏
面，得著他生命裏面的傳承。你既然轻看他，你怎么可能从他
身上得着什麼呢？你得著，也是个轻看！你或许可以从领袖里
面得到一些表面上的恩赐、技巧，一些皮毛，但是你絕對、絕
對、絕對得不到他的精髓，因为你没有尊荣他，因为他是在你
的轻看里面的，所以生命的传承，我们说是藉着尊荣被释放出
来的。你所看重的就會是你所領受的，以後也要成為你所傳承
的。�

比方说，你如果一直看你的父母不好，一直在讲你的父母
不好，你领受到的是什么？他们的不好。当你成为父母的时
候，你也会做出他们的不好。同样的，我们对我们的领袖，我
们要常常去尊榮他，我们一直讲我们领袖不好，传承下去的，
下一代就也是用这样来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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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這是真实的故事还是虛擬的故事：一個母親吃晚
饭的时候，拿一個破碗叫他的父亲蹲到角落去吃，他儿子在旁
边看到了，刚好又不小心就摔破一个碗，本来妈妈要把这碗丢
掉，結果儿子说：“不行，我要保留起来。”妈妈说：“你留
着干嘛？”“以后给你吃飯用。”�

你就知道，生命的传承就是在这样的里面的被释放出来
的。所以你看你的權柄是破碎的、是软弱的、是没有到位的，
还是你看到了你的權柄在这样不容易的当中，仍然向著主有一
个坚定的信心、有个绝对顺服的心。看到的是哪一個？你是批
评你的领袖没有到位？还是你尊容他、充满了信心、充满了顺
服的心？你看中什麼就是會成為你的眼光，這是你所繼承的。�

我以前总认为我的脾气不好，不是我的错，千错万错都是
我老爸的错。对不起！但我是很坦诚的说。老爸今年95岁，他
应该听不到。但我跟他讲过，我真的以为我确实是遗传嘛！我
长得难看，一方面因为我肉多，地心引力的影响，肉會下垂，
那么也不能怪我，就是这样子。可是我来慕主这几年，我们听
到慕主核心价值里面有一个叫“尊榮文化相對待”，我慢慢在
学习着“尊荣文化相对待”，后来我发现，我的脾气不好未必
是遗传，应该不是遗传，因为我的姐姐跟我一样，同父同母生
的，我三姐她跟我真是天壤之别。�

我从小真的很不喜欢我的父亲讲话就是很大声，我不能讲
他脾气不好，他就是很自以为有道理，很大声的。我们都知道
有理就大声起来，就是自以为很有理，我父亲真的是这样子！
他常常自以为有理地大聲，所以他对我、对我母亲、对我们这
些孩子，我们家有8个孩子，他对7个是这样，除了对他的大儿
子以外。我这样没有販斥我的哥哥，因为他是长子，我父亲很
宠爱他，不会对他有什么大声。但是对我们其他7个，我是男
生，另外6个是女生，都是這樣。所以常常我看到我父亲就是
很大声地、很有理地讲话，这个就一直抓着我，我就一直定睛
在看父亲，當父亲开口说，我就赶快跑，又开始大声了。那时
候只要我父亲要骂，甚至我母亲要骂我的时候，我就是往外
跑。因为我们家以前种田，房子外面就是田，田埂一望无垠。
然后我就东跑西跑,反正也不知道谁家，就跑到亲戚邻居家，
我就蹲到晚上，甚至在人家吃完晚饭我才回来。但是我姐姐她
看到我爸妈不高兴或是两个吵架，马上跪下去，到我母亲还在
的时候她都是这样，她马上跪下去，哭着请他们不要吵，哭着
跟爸爸说：“爸爸你少吵一点！”我妈妈不会吵，她完全是我
妈妈的那个样子，我几乎是我爸爸的样子。就是这样子，我一
直抓的是什么？我父亲这一方面。所以我也非常不喜欢我父亲
这样子，我真的是继承了，我确实是继承了这样：长大以后，
我对我家人就是有理地大聲，自以为有理地大聲；我在职场上
那更是这样，职场上还有一些权柄，更是有理地大聲，因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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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人不敢反抗，就是这个样子。我不喜欢的，然后我刚刚讲
的,很小就开始悖逆往外跑。所以我从国中毕业，我就选择不
住在家里，我宁可去一个需要住校的私立学校，又贵又远；但
是我就是不想读我家附近那個公立学校，因为我不想住家里。
我很自以为独立，所以你看我国中毕业就没有住家里，一直到
我到了职场很多年了，后来回家是因为我被我前女友抛弃了、
失落了，我需要寻找一个慰藉，我就回家。这当中，就有一个
独立的靈在我里面，我可以自己生活的，不想要在这个家里
面；我可以自己过的，可以过得比在这个家好；我可以过得更
好，可以靠自己，其实這是生命中的骄傲——做给你看，因为
我不喜欢这里。我其实真的很爱我母亲，但是我对我父亲没有
什么尊重。我很承认，那个时候甚至有点轻看他，除了脾气不
好，另外一个是因我父亲有一段时间他没有工作。他长年地没
有工作，我不认为那是他失业，我認為是他不想去找工作，所
以我在里面也有不好的一个情感。我父亲其实是个很衣冠楚楚
的人，除了他脾气不好，他真的是很聪明，而且很有能力的
人，他其实在职场上也是一个很受老板器重的主管，可是我不
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突然间就离职了，离职之后又有一段时
间他去上班了，他告诉我他是夜间经理，我那时候也还小，夜
间经理？还要分白天晚上？反正就晚上他都不在，夜间经理？
好吧这样。但是我并没有很尊重他，我坦白说因为他在的时候
我都不在，我在的时候他也不在，跟他没什么交集，偶尔两个
都在的时候就是大声。就是這样子，可是我一直以为他真的是
在那边当夜间经理。后来我长大，有一天就我妈妈跟我，我
说：“什么是夜间经理？”我问我妈妈：“到底是什么？”那
时候她说：“在工厂，什么夜间经理？是夜间警卫。”懂我意
思吗？其实我父亲他只是个警卫，他曾经是一个高级主管，很
有才能；可是最后他去当警卫，因为他必须要支付这八个孩子
的一切需要；他很自负的一个人，真的我父亲是很自负的、很
有能力的、很有脾气的，但是他愿意去当警卫，警卫还有分白
天、夜间的，白天还比较轻松一点，夜间的你都知道，他为了
这个家，他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原来以前是轻看他
的，可是当我母亲告诉我，这时候我真的真的就觉得我很亏欠
他，其实那时候才彻底的翻转我对我父亲的一个看法，为这个
家，他可以不要面子。我讲实在话，因为他曾经是一个很高级
的主管，虽然不是老板，但是他可以这样子为了我们家去做这
么一个他认为地位很卑微的一个工作。我不知道他是刻意不让
我知道还是怎么样，但是因为他愿意去这样子做，他愿意这样
做，我对我父亲的态度真的是完全改變。他为了养我们这八个
孩子，供应我们这八个孩子，他放下自己的面子。他年老後，
我听他讲的时候才知道，其实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可是他选择
放弃，所以我就不再敢去轻看他，我开始尊榮他，我开始会常
常地想去跟他亲近，我更敬重他，我觉得我父亲是个真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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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面子的。就象我后来在军中也学会了这一套，什么都
要，就是不要脸，就是不要面子，你要为你的实际需要著想。
所以我开始尊重他、敬重他、尊榮他，我也感谢他，我那时候
开始就常常带着他还有我母亲，我们会出去吃饭，尤其我生日
的时候，我特别会请他们吃饭，我很感谢他们。�

要知道虽然我后来脾气还是没有很大的转变，但是我对我
父母这样的敬重、这样的孝顺，我的孩子都看到了，你知道我
的孩子，他们过生日的时候，他们都会包红包给他妈妈。给他
们的妈妈，不是给他们爸爸，我強調一下。但是花的时候是爸
爸一起花，真的是！这几年来就都是这样子，即使再没钱。上
个月我小儿子生日，他就包了紅包，即使只有50块。对不起，
我把这个机密泄露出来。包50块，他就是这样子，一大早就很
腼腆的来，跑到我们房间，然后就跟妈妈说：“妈妈，谢谢
你。”这不是第一次，是每一次。我要强调这个，有两个很重
要：第一个就是我怎么尊荣我的父母亲的时候，我的孩子就怎
么尊荣我，确实是这样。第二个是我要告诉我的女儿，你的生
日快到了，我知道她其实都会准备好的，我真很感谢神！�

所以作为一个父亲其实就是做一个儿子，作儿子其实就是
做一个父亲。我怎么样去尊荣我的父母亲，我的孩子就是怎么
样尊荣我。其实我是做给我的孩子看的，我就是一个榜样。儿
子怎么样像父亲？就是在尊荣当中，我们去传承。所以当你尊
荣你上面的人，不管是你的父母、你的老板、你的权柄，以至
于他们的生命可以在一个神所喜悦的里面一直地、一直地分赐
下来。你越去抓住他们这一点你会得到越多，因为你领受到越
多。所以家人们，妈妈常说：“你要感谢！你要想‘神为什么
把我们带到慕主？带到慕主来做什么？今天你在慕主，怎么样
可以继承神带你到这里来继承的产业？’”去尊荣你的小家
长、去尊荣你的传道人、尊荣你的牧者，尊荣就有生命，他们
的衣袍就会转到你的身上，就会跑到你的身上。阿们！�

圣经中很多这种例子，我们都知道保罗跟提摩太，提摩太
不只尊保罗为师傅、为老师，而且尊他为屬灵的父亲，所以他
一生尊荣保罗、顺服保罗。保罗在《腓立比書》2章22節里面
说，“但你們知道提摩太的明證；他興旺福音，與我同勞，待
我像兒子待父親一樣。”提摩太从内心的深处就100%，甚至
200%的尊荣保罗！尊荣顺服保罗！神就动工，大大地来賜福於
他，所以他可以兴旺福音。�

我们跟着看以利沙跟以利亞，以利沙跟以利亞也是一样。
在《列王紀下》3章11節：“約沙法說：‘這裏不是有耶和華
的先知嗎？我們可以托他求問耶和華。’以色列王的一個臣子
回答說：‘這裏有沙法的兒子以利沙，就是從前服侍以利亞
的。’”“就是從前服侍以利亞的”，括弧裏说“服侍以利
亚”的原文就是“倒水在以利亚手上”，所以你就知道倒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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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仆人服侍主人的态度。以利沙服侍以利亚，就是仆人服侍主
人的态度，他这样子尊榮、这样子细腻的来服侍以利亚，像仆
人服侍主人一样，就大大地蒙神的祝福，所以我们都知道有双
倍的恩膏臨到他。�

当儿子来尊荣父亲，就会得到父亲的成全。约書亚怎么样
来尊荣摩西，摩西就怎么样来成全約書亞。当我们尊荣主，主
就会来成全我们，更多更大地使用我们。在《约翰福音》14章
里面祂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
这更大的事……”当我们去尊荣祂，祂就成全我们，而且会大
大地赐福于我们，让我们手中所做的是比他更大的事。两代之
间尊荣跟成全这种文化，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種天国文化。在这
样的尊荣跟成全当中，神就会大大地祝福改变那个世代，所以
现在当我们说我们要翻转、我们要复兴，其实就是两代合一，
就是我们这一代要去尊荣我们的上一代，上一代就必要成全。
在尊荣里面我们自然就会带下谦卑，谦卑是受造者应该站的地
位，我们都是受造者，试问你手上哪样不是领受来的？我们既
然都是领受来的，我们有什么好夸的？我家在我祖父那一代是
地主，我真的也没什么好夸，因为后来也都没了，三七五減租
都減光了，这有什么好夸的，哪一样不是领受来的，所以没什
么好夸的。�

圣经上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他以前是什么样子？是脾气
暴躁的人、冲动的人，對不對？但是到后来他变成了“为人极
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神托付给摩西上百万的百
姓，托付给一个有柔和谦卑的父亲，这些百姓是交在一位有为
父的心的人手中，他的心是一个柔和谦卑的心，所以在尊荣里
面就会带下一个谦卑。当摩西他开始改变，抓到、确立他自己
的身份，他尊荣耶和华，尊荣他的神的时候，他是越加谦卑。
他是抓到这个，神就更多更多加添给他。耶稣也说，在《马太
福音》里面：“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
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尊榮帶下謙卑，在謙卑
裏面必得安息。�

我们在操练內在生活时，你就知道安息可以让我们一直連
於葡萄树，我们一直連於葡萄樹，我们才能一直在吃主、喝
主、认识主，生命的活水才能够不斷、不断的浇灌在我们裏
面，不斷、不断的涌流在我们的里面。安息中我們才能夠平
靜，安息之後我們才能夠不憤怒。摩西在被称为“极其谦和勝
過世上众人”之前，他也愤怒，但你要知道摩西是個父親，父
亲是神形象的代表，当他愤怒的时候显出的是一个愤怒的神，
就糟糕了，所以身為一個父親，我們真的要常常在安息，常常
在安息裏面。如果父親是在憤怒中處理事情，那這個親密關係
就破了、沒了、斷了，所以安息中我們才能不急躁。在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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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們的安靜才能夠帶下一個能聽的耳；我們都需要聆聽，
我們也要能聆聽的能力；你要謙卑，你必須要先學會聆聽。�

我3个孩子都二十几岁了，妈妈在讲“如何教养孩童？如
何教養青少年？”的時候，我说：“妈妈，你什么时候可以讲
一下如何教養青年？”因为我的孩子都二十几岁了，最小的也
22岁了，所以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去教导他们了，这个时候是父
亲要去聆听他们。我后来看年輕時候，我觉得我很悖逆。有时
候我看我孩子对我的反应，我觉得怎么跟我以前有点像。可是
后来仔細去想：“是悖逆吗？还是他只是不成熟？”不一样，
他可能是心里不成熟，所以他反映出来这样，让你觉得他就是
一个悖逆的孩子，所以你要去聆听他内心深处的声音，你真的
要去听他的声音。現在不是只有青年在，我只是说我的孩子，
到现在我面对他，就是要更多更多去听他的声音。“父亲的心
转向了兒女”，我就是这样转向兒女，我就是要听他的声音；
他不是悖逆，他只是、很可能只是不成熟；如果我们不懂得去
听着他内心里面的声音，很可能就是把他推出去。�

其实我孩子青少年時期，还在台湾的时候，我真的不太会
去听他的聲音，以至我们之间常常会有一些冲突，加上我這個
自以为有理的大聲，所以儿子对我有一点很无礼的对待。可是
后来我就慢慢的学会，我应该去听他的声音。我们家小於也是
一直在劝我，有些时候，就先离开让他来说话，或者是我就在
旁边听。當我越來越慢慢听他说话，我就更明白他心里面的想
法，我就知道他做出来的并不是我所认为的那样，他的行为让
我觉得是叛逆，但是他不是，他想要表达，只是他不知道怎么
样精确的表达，就是这样一个不成熟让我看成了叛逆。所以真
的是当我这样聆聽他、尊重他，他到高中的时候，他就写信给
我們，他說：“爸爸妈妈，谢谢你们尊重我。”氛围就完全改
变了。所以你真的要試著去聆聽他的聲音，不然的話，很快，
你真的可能就把他推到世界去了,他可能就不想再跟你對話、
不想跟你溝通了，可能就进到什么世界？手机、游戏、WiFi，
他进到那里面去了，因为在这边没有人了解他，在那边也没有
人了解他，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聆听。一个不懂得安息、不懂得
聆听的父亲，对这个家來說很可能就是个灾难。这个不是危言
耸听，但是真的是很诚心的提醒!因为我没有去聽他的聲音，
沒有去明白他。�

所以父亲，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子來親近神，常常跟神接
觸，讓我們的心先轉向神，進到父的懷中，阿爸父會教我們怎
麼樣來帶領這個家，而不是靠著我們的血氣、不是靠著我們自
己；阿爸父會教你怎麼樣轉向你的兒女。同樣，你的兒女在尊
榮裏面，他知道他的心該怎麼來轉向，所以我們就叫“父親的
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就是在一個彼此尊榮裏
面，彼此謙卑裏面。我們要安息，我們要來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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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就用几点来做一个簡單的结束：�

第一，我們要知道我們的身份。保罗说：“师傅虽有一
万，为父的却是不多。”每个人都想当师傅，但是当父亲的却
没有，父亲没有办法落实。為什麼？我们既然都说：“我们这
是个家。”但父亲为什么遲遲没有办法落实？因为我们有家，
但是没有父亲，有家无父，所以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讲“神要
结束這個无父的世代”，所以让我们起来，讓我們起來當父
親！讓我們起來當父親！那要成为父亲，我们要先成为神的真
儿子！要成为神的真儿子！我们都知道神要得着许多儿子，祂
从来没有说祂要得到许多父亲，祂要得着许多儿子。真的是我
们先成为神的真儿子，要像耶稣一样。神要得到许多儿子像耶
稣一样带进他的荣耀里面去。我们知道儿子最伟大的特征就是
自由，当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当我们站在儿子的位份上，确
立自己的核心身份的时候，我们就会被从一切的捆绑中被释放
出来，我们就不是在悖逆、独立、孤儿的靈裏面，因为你自
由，你在父里面你是自由的，你怎么会想要悖逆呢?你的不成
熟也不会被看成悖逆，你怎么会想要独立?因为你在这个家,你
有得到这样满足；在这個位份上，你得到你的被认同感，你有
你的安全感；你更不会有孤兒的靈，因为你是被接受的，你是
被爱的。�

再來，我强调的是，父亲他不是一个头衔，不是只是一个
抬头而已；父親要有同一个血脉，我們才稱為父親。也许你会
说：“我们没有同一个血脈。”但我们不是常讲“我们都有神
的DNA”？是呀！怎么不是同一个血脉？所以就是在同一個血
脈裏面，進到一個親密的關係裏面，這是父親真正的角色。我
们也要知道，我们的孩子也并不是要一个没有犯错的父亲。�

最近我儿子在申请学校，我常常问他：“你的成绩是怎么
样？A是吧？全A吗？”真的，孩子不是想要找这么一个全A的
父亲，不是找一个没有犯错的父亲，不是找一个非常完美的父
亲；他要找的是一个关系，他找的是一个亲密，可以跟他同
行、可以跟他陪伴，这樣一个亲密关系里面的父亲，这是孩子
真正要的。�

父亲或许有很多的角色：我们必须要供应他生活一切所
需；我们设立界限来保护我们的孩子；我们也要引导他。我们
知道怎么来带他祷告，我們要知道怎么样为他祷告，我们要知
道怎么把他带到神里面，就是怎么来跟他同行，你能同行你才
能引导他，这就是孩子们需要：在亲密关系里面的同行，而不
是只是走在一起。�

我刚开始听前面讲過的三位ABC，这些年轻人他们对自我
的否定、對自我的隔绝的时候，坦白说，我心里真的是很痛。
虽然我的孩子不是ABC，但我对这3个华人孩子，我刚开始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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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真的心里很难過。因为我们都说“复兴神国，复兴最后
一棒是交给华人”，是交给我们华人，可是我们华人孩子去哪
里？我们华人孩子他的身份是不是被偷走？因为他不认同他是
华人，他们的核心身份是不是真的被偷走？就像神问我的那句
话一样。�

所以我真的要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父亲们，今天
就算你是妈妈，你也是父亲，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站在这个位份
上，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不是只有供应我们孩子他們生活的
所需，我们不是只有设立界限来教他保护他，我们更是要在主
里来陪伴他，更多的聆听他。你先要更多的安息、更多的聆
聽。你聆听他，你也要聆听神的声音。聆听神的声音，聆听孩
子的声音，好让我们知道如何为孩子来禱告，如何来带领他。�

父親第三個角色，引領他進入跟神這樣一個親密關係的裏
面，然後來確立他自己的核心身份跟價值。刚才讲我来慕主五
年多了，我真的确定確立了我的核心身份之后，我最近开始为
我自己的呼召来禱告，虽然我当初知道我为什么被召来，但是
这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就像摩西一样，最近我开始为我自己的呼
召跟命定来禱告。我也一样要做的就是该改的我就继续改、就
要改、繼續來改变、继续来调整。�

我很感谢神帮我真的确立我的核心身份、核心价值，我真
的也求神更多更多開啟我。有段时间我几乎跟神没有任何的对
话，懵懵懂懂的过日子。感谢神！前几个月开始又常常有这样
子的声音，我渴望成为摩西！我现在真的可以领受到，神为什
么要我成为摩西，要我去当摩西。我渴望成为摩西，我渴望成
為一个充满为父的心、为父的灵這樣子的一个人，一个好榜样
可以被效法的，所以我持续在改变我自己。�

我知道我还在过程当中，所以你们如果看到我哪里有不
好，你们随时可以跟我讲，不要被我的有理的大声吓着，我也
不会被你冒犯，这是我很诚心的，确实是这样子。我在进步当
中，我也鼓励，我可以、你可以、你们也可以、我们每个人都
可以。我们要一起来真的，要真实的活出神所托付我们的命定
跟呼召來，阿们！�

好，我们用这首歌来回应我们的神。�

我鼓励大家真的是不要怕改變，也不要怕被修剪，其實被
剪的時候很痛，但是你被剪完之後，你真的會多結果子，會結
果子更多。剪掉不需要的那些枝枝葉葉，確實是這樣，在我們
身上，其實那是多餘的，所以我們真的是不要害怕被改變，或
是害怕自己改變，只要你願意。當我們真的是說“我們要結束
這無父的時代”的時候，你我都有責任，就是我們先學會怎麼
樣做兒子，讓我們的孩子從我們身上看到怎麼樣做一個父親。
好，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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