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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起來禱告。主謝謝你與我們同在，謝謝你吸引
我們快跑來跟隨你。今天願我們的心全然歸你，也願你真
的是深深地以我們的心為滿足。不管講的不管聽的，主，
我們全然獻上，謝謝主與我們同在，奉耶穌基督的名，阿
們！阿們！�

我們在聽《雅歌》，不是只有聽，我們也是在操練，
我們要過這樣的生活。《雅歌》裏面一開始就提到了，其
實《雅歌》就是一個少女變成一個成熟新婦的過程，一個
成熟新婦她有什麼特徵？新婦的第一個特徵是渴慕，為什
麼渴慕？牧師可以回答。“思愛成病”那第二個特徵是什
麼？第二個特徵其實就是我們的利末牧師回臺灣前他給我
們分享的資訊,要過一個內在生活、內室的生活。就是說一
個極大的渴慕，為什麼渴慕？因為你沒有，對不對？所以
你才會有一個饑渴，對不對？我沒有的東西我就很想，所
以就是這樣。然後又進到內室裏面，跟神有這樣一個密切
的內室生活。�

內在的生活是一個什麼生活？是一個愛的生活。好，
內室的時候不是什麼？不是兩個人同住一個屋簷下那種同
居的生活和室友的生活,是有彼此有親密關係那種愛的生
活，這才是我們的內在生活。�

後來我們也聽了《關鎖的園》，還有聽《話語》對不
對？我們操練《話語》，剛剛斯蒂文牧師有提到了，他還
不錯，他還會先問問他的孩子，其實我是不用問我的孩子
的，因為我是直接跟他們道歉的。不用問了，反正道歉，
跟我太太一樣。其實真的裏面有一句話，就是說“生死在
舌頭權下”。對不對？然後就是說舌頭有個權勢，你的舌
頭可以使人生，也可以使人死。我覺得不是使人生，我還
沒有使人生，我就先讓自己死了。�

你知道嗎？我講錯一個話。其實那天也沒什麼，我們
有點事情很急，然後我太太小於中午的時候匆匆忙忙就回
去，回家就趕快煮飯就弄給我吃這樣子。因為我們時間很
趕，很快要出門，時間快到的時候就在催，那我就講了一
句話，我說:“因為今天啊，我們的菜桌上都是有骨頭。因
為肉是帶骨頭，我要去啃骨頭；魚是帶著刺的，我要拔魚



刺，就有點慢了。”其實我沒有什麼意思，我只是說，時
間快到我會吃這麼慢是因為這樣。結果我的太太就說：
“你是怪我今天煮了又是帶骨頭又是帶魚刺的食物給你吃
嗎？你怎麼不會想想，剛我叫你出來吃飯的時候，你說等
一下，你沒有馬上出來吃飯對不對？”我真的沒有讓人家
死，我其實沒有什麼意思，我也不是埋怨她，但我的話不
但讓她死也讓我死，當下我就是不知道該怎麼接話。但是
還好，因為我要講順服，所以這一陣子一直在操練順服，
然後媽媽一直提醒我們長期等候、大量地等候神，所以當
下其實我就不敢講話，然後神馬上就提醒我，他說：“你
沒想到她是這樣子地辛苦，她回來為什麼要做這些菜？她
做這些肉為什麼？她因為知道你老了需要蛋白質，所以多
做了這些肉啊、魚啊給你吃，你不知感激不知感恩，你沒
有稱讚她，你沒有謝謝她，你還講這樣。”本來我想要反
駁神的聲音，我說:“我沒什麼意思……”但是對，因為她
接受到的覺得是這樣子，所以真的話語很重要，為什麼是
一直在提醒我們講正面的、正向的，有時候我以前我覺得
負面的不要講，但是我覺得這是負面嗎？你沒有造就人就
是有點負面的，就是你的話要帶來生命、安慰、造就、勸
勉，對不對？是帶下生命的。�

好，所以就是說我們真的要持續地操練！持續地操
練！我們今天就來分享順服，我不是要講順服，因為我沒
有人可以講得像媽媽這樣。但是這個順服我今天只是來分
享，就是我在操練的過程當中，我一些領受還有一些經
歷，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不知道各位聽到順服的時候，你的反應是什麼？聽
太多了對不對？慕主常常在講順服，是吧？或者有什麼想
法，牧師可以回答，順服就是蒙福，這個是我們都知道。
那你要怎麼順服？第一個你就想到的是什麼？我直接想到
是聽話，是不是？就是“聽話”，就是這樣子。但是後來
就說你聽話，你聽到哪里去了？媽媽常常講,她也要啪嘰啪
嘰的那種感覺，你聽話你聽了有沒有聽進去？聽了有沒有
去做？你有沒有馬上去做，馬上回應？還是聽我是聽了。
我剛剛講的，我聽了，聽到她叫我吃飯，但是等一下等
等，我先忙我的，所以真的是在順服裏面。�

其實剛剛斯蒂文牧師也提了，我們前面也提到，新婦
我們需要有一個最深的渴慕，我們要進到一個內室的生活
裏面，享受在這樣的愛情裏面，我們讀前面兩章都知道
了，對不對？享受在那邊。可是這個時候她怎麼樣？當良
人躥山越嶺而來的時候，她還在享受在蘋果樹下啃蘋果，
對不對？蘋果的滋味很好就這樣，所以良人說：“你跟我



一起起來的時候……”這個少女並沒有要起來，她並沒有
要起來。所以這個時候其實神知道你已經享受了，但是我
們不能一直享受在這樣安逸的裏面，你要起來，神要我們
學習什麼？跟隨� ——� 一個順服的功課，這就是我們要學
習的功課，新婦不是只有一直享受在那邊。�

這個經文我們都很熟了，對不對？《雅歌》2章8節：
“聽啊，是我良人的聲音；看哪，他躥山越嶺而來。”
《雅歌》2章10節：“我良人對我說：我的佳偶，我的美
人，起來，與我同去！”但是我們不願意，新婦有沒有起
來要跟他同去？沒有嘛。對不對？她怎麼說？她說：“等
到天起涼風的時候再來，天起涼風的時候再來。”在媽媽
的資訊裏面告訴我們，因為她沒有立刻起來回應，以至於
她失去了神的同在，我們進到內室豈不就是渴望跟神同
在，是嗎？但是她沒有立刻起來回應的時候，就失去了神
的同在，失去了同在。她會失去神的同在，在這個資訊裏
面告訴我們第一個因為是什麼？她有一個態度，她說了什
麼？她一個態度她怎麼樣？等一等，對不對？就是剛剛講
的，等到天起涼風你再回來。一個等待，我並沒有馬上起
來順服，沒有立刻起來順服就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了神
的同在。那你要知道當這個時候，你和神說：“你等我一
下，待會再說。”你覺得神會怎麼樣來想？更何況我們經
常講，其實我們跟神需要有一個內室親密的關係，可是當
你這樣子來講的時候，關係怎麼了？就會產生變化了，不
是嗎？你們的關係就不會那麼密切了！那麼親密了！你就
會造成一個現象就是什麼？我手邊的工作、我手邊要做的
比你還重要，會不會？�

對，我太太叫我來吃飯是小事，我說：“你等一
下。”吃飯其實不是什麼大事，但是在乎的不是吃飯，而
是跟她的關係，但是我在乎我手上正在做的，甚至可能我
以前年輕時候還打個遊戲或者看個劇，我說“等一下“的
時候，對方會覺得你現在做的比她還重要，手邊的事情工
作比我倆之間的關係還重要，你就會遭到一個什麼？不在
乎的感覺。�

你在說我在乎你，但是你的行為讓她覺得你並沒有在
乎她，所以這種關係就開始怎麼樣？就沒那麼親密，沒那
麼親密，對吧？以前讀大學的時候我們住宿舍，女朋友一
個電話說想你，你就會怎麼樣？巴不得趕快跑出去對不
對？但我們住宿舍，我在軍校裏面不能出去就請假，假請
完了有規定的那怎麼辦？爬牆也要出去對不對？那時候因
為很在乎，我在乎我想要去見她。所以一個思念我就想要



過去，請假請完了沒關係，我就爬牆、翻牆也要出去見
她，對不對？�

被抓到了記過沒關係，因為我在乎的是跟她。那結婚
了以後，當然女朋友不是現在這個，不要誤會。我說好，
當然我們結婚之後對吧？�

常常或者“等一下。”“吃飯了，等一下；把碗筷洗
一洗，等等有空再說；垃圾滿了去倒一下，等一下又不
急。”會不會變這樣？弟兄們，你有跟太太這樣講過嗎？
等一下，只有我舉手好吧，我誠實。�

不講話都不講話，沉默，不動作也不講話，開始冷戰
了，就是這樣子。但是你如果說還沒結婚前，你想想看，
你可能嗎？你可能讓她這樣不講話嗎？你可能對她這樣不
講話嗎？不會……，除非是她一直講話讓你沒機會講話，
對不對？所以這東西就帶來關係開始改變了，久了，她就
覺得怎麼樣？你不在乎她嘛。�

我想到一個笑話要不要聽？對不起，我剛才講的就是
說有沒有聽過“釣魚跟吃魚”的笑話？沒有。就是有一對
夫妻，結完婚後太太煮了一條很好吃的魚，她還在弄其他
菜的時候，先生劈裏啪啦把魚全吃光了。然後太太要來吃
的時候魚都沒有了，她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因
為我喜歡吃啊，魚又很好吃。”太太說：“可是你結婚前
不是這樣子啊。”先生說：“我結婚前我是在釣魚，結婚
後我要吃魚。”所以你看這個心態就不一樣。我得到了，
我就不會象以前一樣。當我領受到神的愛，我享受在那，
但神叫我去什麼，我不去了，是不是？�

神約我去，我知道這條路不好走，但是我不想去，我
享受在床上，我享受在吃蘋果的裏面，我覺得新婦當你有
這樣子一個“等一等“的心態，沒有馬上回應的時候，就
是媽媽說的沒有立刻回應的時候，其實關係就已經開始有
些變化了。從這裏這一點我就是有個啟示，有一個開啟，
原來順服是什麼？是有時效性的，順服是有它的季節性
的。在《雅歌》第2章13節裏面，他就說“無花果樹的果子
漸漸成熟，葡萄樹開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
來，與我同去！”現在就是這個季節，現在就是一個好的
時刻，就是這時候我邀你一同前去，是有季節。過了，
ok，我不要，我想等一下，等到天起涼風你再來，然後良
人就走了，對不對？所以這是一個時刻，就是在那個時
刻。�



你看我們最近就一直在讀舊約，不管是過紅海，不管
是過約旦河，都有他的時刻是吧？過約旦河，神說這個月
兩岸倒漲的時候你要過去，怕都怕了，我怎麼還敢過去，
但是那個時候你不過去怎麼樣？水下來你就過不去啦，對
不對？當神叫大風吹起紅海吹向兩邊，走過去你會不會
怕？就是那個時刻，但你又擔心什麼，這個時候過了就沒
有了，當後面追兵來的時候，水下來了。當我們願意去的
時候，在這個關鍵時刻，神其實是有他超自然的介入的，
阿們嗎？所以你願不願意去快速順服，你不用去遲疑，不
用去懷疑很多，馬上順服、立刻地順服，就進到神超自然
的恩寵裏面，就進到恩寵裏面。其實我們看，耶穌做每件
事情都是在神的時間表裏，就讓我們想到不是我們方便的
時候，而是神的時間表的時候。�

好，我記得我剛來慕主的時候，有一次聚會，那時候
最吸引我的就是敏文牧師講的還有媽媽講的，我們總是在
方便的時候才把我們獻給神，就是在方便的時候。我那時
候對“方便”這兩個字才第一次聽，還以為說什麼叫我
“方便”的時候，你怎麼知道我常常在廁所裏面讀聖經，
就這樣。人總是在方便的時候，原來是這樣，我才能獻給
你。不方便的時候說：“神啊，你不要來找我，等我一
下。”就變成是這樣子的。�

你看在聖經裏面神常常講，《約翰福音》� 5章19節：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子憑著自己
不能做什麼，惟有看見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
事，子也照樣做。”“子憑著自己不能做什麼”，因為他
不會自己做什麼。他是什麼呀？是看見父所做的子才做。
父做什麼他才去做，就在父的時間裏面，在神的時間裏
面，耶穌說什麼？在《約翰福音》2章4節裏面，“耶穌
說：‘母親，我與你有什麼相干？我的時候還沒有
到。’”是不是？即使是面對馬利亞，他也是這樣的“我
的時候還沒有到”，因為耶穌做什麼事情都是在神的時間
表裏面。我們更常聽到就是耶穌對他們說：“我的時候還
沒到，你們的時候常是方便。”對門徒就經常這樣講，對
不對？�

在《約翰福音》7章6節，“耶穌就對他們說：“‘我
的時候還沒有到，你們的時候常是方便的。’”我們時間
常是方便的，但是我們沒有在神的時間表裏面，可是神他
期待我們是走在他的時間表裏面。好，所以這個時候是有
季節的，你就是在當下，神要你現在的時候，告訴你要順
服的時候就是馬上去順服，那就是在神的時間表。媽媽的



資訊裏面提到的也不是說你一感動就去，是神叫你去你就
去。神禁止你，你就不要去做，對不對？�

我們最近讀到保羅，不是嗎？他想要去哪里傳道傳福
音，但是神不讓他去，神告訴他不要去，“你往馬其頓去
“，他就去往馬其頓去。我們是能聽的耳，能夠去順著神
的意思，神要我們去我們就去；神不讓我們去、禁止我
們，我們就不去。他想要去羅馬，可是神叫他去耶路撒
冷，對不對？他明知道去耶路撒冷是死路一條，他還是去
對不對？他不知道去那邊會碰到什麼事情，但是他還是
去。神給他一個禁止，神給他一個開啟，他是完全順服，
是完全在神的時間裏面。�

我講一個見證：大概一年多前，有一個朋友的朋友是
個傳道人，但是他要回臺灣。有一位老先生他要施洗，因
為他病危，他的太太就請他說為她先生來施洗，他太太是
基督徒。但是這個傳道人因為要回臺灣，就沒有時間。他
說找到朋友來問我說：“方不方便幫他受洗？”我說：
“可以啊。”然後有一天晚上，我們晚上正在靈修、在禱
告的時候，9點多，他太太就來聯絡，她說：“你可不可以
現在就去？”我說：“晚上9點多了”，然後她給我地址我
也沒去過，也是有段距離，要好幾十分鐘這樣子。當下我
就拒絕，我說安排個時間去，我就給她安排兩天後，因為
第二天我本來就滿滿的一些事情。然後我就說：“那兩天
後好了，兩天後我就去，然後用白天的時候。”因為那時
候已經很晚了，9點多這樣，對方也就答應了，她也不得不
答應對不對？可是你知道我掛完電話的時候，我跟小於
講，其實裏面就有個聲音說：“你應該馬上去！”一個感
動！我就跟小於說這個時候這麼晚了，我們很少很晚會出
門，可是那時候就很晚，但就是一直提醒我：“你應該現
在就去！”我說：“這麼急嗎？”因為他太太說他是很嚴
重，但並沒有說他狀況到底怎麼樣，但是一直有感動。後
來我跟小於商量好，我就回個電話給她，說：“我馬上去
好了。”馬上去，不是兩天後。我們到那邊10點多，稍微
聊一下、談一下。你知道嗎？那個人是我大學的學長，一
個老學長，真的是神怎麼做你都不知道。一個很好的學
長，就談起來說，我們是同一個學校的這樣子，然後其實
是他太太跟我講，因為老先生基本上他眼睛不太能睜開。
然後她說:“你小心一點！”為什麼？因為他反對，他不認
識耶穌，這麼多年他太太要帶他信主，其實也都沒有辦
法。他對這一塊是有點拒絕的，但是那個時候我們還是去
跟他聊一下，我是你學弟呀，對不對？講一講，我們唱了
詩歌，就再為他施洗，那天還是為他施洗。結果他太太
說，我們為他施洗後在唱詩的時候，她覺得他是在笑。她



說他沒有這樣子的，然後他眼睛還睜開。因為平常他白
天，連他太太跟他講話他都不想睜開眼睛。施洗完回來
了，然後你知道嗎？我想隔一天再打電話看看。隔了一
天，就跟等於說施洗完那個晚上後一天的清晨。也就是隔
了一天之後的清晨5點多，一大早起來我們準備晨禱，電話
來了，他太太就說她先生過世了，她先生過世了。她問我
說可不可以再去，因為她的孩子前天下午跟晚上就從美國
其他州就趕回來了，他也見了最後一面。所以最後那個時
刻就去了，就去了，後來我再想想，我真的跟神悔改，如
果說按照我原來兩天後我根本就不要去了，對不對？人都
走了！但是神就是在那個時候，然後他太太跟我分享說，
最後一天，雖然他就是不能講話或幹嘛，但是孩子回來，
施洗完之後孩子回來，他跟他們會睜開眼睛會對他們笑一
笑。然後他是著很安詳這樣去。後來他太太也願意回到教
會，回到她自己的教會去了。現在我們有時還會有聯絡，
我覺得你就知道，當你順著神的感動，而不是在乎是你自
己的時候，其實神做什麼你都不知道，神做什麼你都不知
道。所以真的是神一個感動，我們該順服我們就趕快去順
服。阿們！�

另外她失去神同在的原因就是怎麼樣？沒有馬上順
服，沒有立刻的順服，那麼第二個就是她不是很甘心樂意
地順服，她不是很甘心樂意地選擇順服，因為她覺得真的
我在這邊很安逸很舒服，幹嘛跟你出去對不對？但神的意
思是什麼？你不應該停在這邊，神要她出去，跟神一同去
經歷神的同在，經歷神的大能，對不對？可是她就不想，
想在這個安逸裏面了，她不想去跟神去走這個十字架的道
路，很辛苦嘛。其實當然不願意，因為她一直在堅持她自
己的想法，不想去，我看到的、我想到的、我知道
的......其實就不是你告訴我的那樣子嘛，我覺得我在這
邊會比較好，是不是？當然會比較好啊。我現在想著安逸
當然會比較好，去的時候很辛苦，等晚一點天起涼風，你
知道天起涼風到底是傍晚還是早上？不管怎麼樣，就是涼
風嘛，不是熱的時候，可以去查一下，到時候我再跟你
去，你回來就好。另外一個就是說我現在不要去，我已經
洗乾淨了，不是嗎？我已經洗乾淨了，我鞋子也脫了，我
腳也洗了，我為什麼還要再去把它弄髒？沒有辦法，我不
想再去把它搞髒嘛，對不對？實際上這是沒有錯，所以在
她的思維裏，這個資訊裏面說我不願意去跟神去走十字架
的道路，不願意去跟神去走這個窄路，但這是她把自己限
制在走在一個窄路裏面，她堅持她自己的想法，因為覺得
自己想的沒有錯啊，對不對？�



我看見的是這樣，我感覺是這樣，我的理解是這樣
子，這樣對我比較好，我已經洗乾淨了，我不想再去把它
弄髒，這也沒有錯啊，對不對？但這是堅持自己的認為，
堅持自己的看見。但是你會發現，神知道我們需要的是什
麼，神那個時候要叫她起來？為什麼有時候神會提醒你要
去做一些，然後你也知道這個並不是一條好走的路，或是
去做這件事可能對你是個羞恥，會為你給你帶來一些羞
辱，可是為什麼神要你去做？但是我們常常會堅持在我們
自己的想法裏面。你知道我們做行政或者是做管理，常常
會面對很多問題，你一定第一時間是去想辦法解決嘛，那
想辦法解決，辦法怎麼想？從我的往年的經驗裏面來想，
我們一般都是這樣。來到這邊我才學會媽媽的仰望，看神
來什麼時候做。但是這個東西真的是個過程，我就很坦白
的說這個是不容易，當想到什麼事情的時候，我第一個月
的時間是我自己想，但即使是又想到什麼解決或者是神給
你什麼提醒，你知道嗎？往往自己第一個反應是那個不
好，那個有困難，因為按照我的經驗那個非常難，就變成
這樣。然後你想盡辦法用你自己的想法或者理解要去尋找
一個解決的方式，其實又是繞了一大條路，繞了一大條
路，所以在這就是你仍然活在你的一個舊造裏面，在舊的
思維裏面，明知道說神其實祂凡事都能，那為什麼祂給你
這條路你不願意去？就是當我們一直堅持在自己裏面的時
候，其實你真的是很難放下你自己。�

我們來這邊我們想知道媽媽一直在帶我們作家人，在
作家人，我來這邊5年了，作了5年的家人。坦白說剛開始
確實是很困難，這讓我想到一個，有些人當我去面對他，
或者是說有時候媽媽說:“你要去跟他和好。”我只是比方
說了，我在主面前是沒有什麼的。這個時候我裏面會想到
說：“哎，這個人我看到不是這樣子”，因為在我的印象
裏面他根本就是我們有一句話叫做什麼？什麼遷到北京還
是什麼？我的意思就是說，你在你的根深蒂固裏面，自己
就會覺得他沒有改，他不會改，這個人不會改。可是神你
為什麼叫我去跟他和好？神你為什麼要我去跟他去共事？
就會有這樣子的感覺。這就是我自己把自己限制住了，但
是你有沒有相信神說祂會改變一個人？是不是？對啊，你
相信嗎？所以這個事實是，他可能還沒有改，他可能還在
過程當中，但是真理是什麼？神說祂可以。你有沒有相
信？�

但是你不相信，你仍然在堅持自己的認為、自己的看
法，以至於我拒絕、我排斥，那你是不是走得很辛苦，對
不對？所以真的是這樣子，我們不要再陷在自己的舊有的
框架裏面、舊造裏面，當你這樣子堅持在舊造裏，其實就



算你洗了，就算你受洗了，就算你每次追求特會，但是你
要知道當你又一直活到過去，那個舊人又起來的時候，神
的同在其實怎麼講？也不能說把這個神的同在養起來，也
不是這個意思了，就是說但是神的同在很快就會不見了，
媽媽的資訊裏面其實到三個月後她感覺沒有了對不對，或
者說消失了。因為就是說，常常我們如果說沒有真的是讓
自己真的一個煥新的時候、更新的時候，然後活在舊有的
裏面，或者是不知不覺又陷到舊有的裏面去的時候，其實
你就會限制到神的同在，因為那就是你的舊我嘛，那就是
你的老我嘛。�

所以為什麼我們講說新酒是不應該裝在舊皮袋裏面，
我們需要更新，那你真的是要進到這樣程度裏面，不是等
到天起涼風了，你說環境改變了，ok我再去，這都沒有
錯，但是神要的是什麼？神要的是什麼？所以我們不是在
一個堅持自己的認為，堅持自己的看法裏面，不是在堅持
自己的看見裏面。也許這個人可能真的是他還沒有改變，
但他是一直在完全的一個過程當中，所以你要相信神可
以，神可以來改變。其實我有一個軍中的同學就是這樣
子，我對他就是這樣子，我一直沒有辦法，真的是覺得他
是怎麼樣，但是有一年回去的時候，在同學會裏面，我就
跟他講，可是你知道嗎？我就看他還是那樣子，雖然我那
個時候饒恕他，但是我知道我看他還是這樣子，直到在操
練這個的時候，我真的是被提醒，我們一直認為不可能
的，但是其實神是可以的。這真的是要相信，所以我們不
要陷在我自己的認為裏面，或者是有時候我們會像媽媽資
訊裏面提到說:�“哎喲，這是不屬靈的事情，我不要去
做。”屬不屬靈，不是我認為，不是我感覺，屬不屬靈是
聖靈帶領你的，是在聖靈，是跟隨著靈裏面的。所以你們
今天心中也不要覺得作難或羞辱。�

你看何西阿，話說回來，今天這個時代有誰願意去做
何西阿？何西阿知道嗎？是吧？絕對不會有人願意啊，但
神要他去做啊。你要不要去順服？如果換成你，會帶來羞
辱，你要嗎？所以這就是很多一個提醒，但是神祂有祂的
作為對不對？什麼叫屬靈？什麼叫不屬靈？出於神。不是
我們自己的感覺，不是我們自己的認為這樣子，所以到底
是誰才是那個主？你要看見你看見的還是要看見神所看見
的？你要相信你自己眼光還是相信神的眼光？相信神的眼
光是不是？如果你相信神的眼光，不是應該甘心樂意去順
服嘛？是不是？除了快快順服，我應該是甘心樂意，帶著
喜樂快樂地去順服祂，來跟上嘛，對不對？如果不是甘心
樂意歡歡喜喜，而是三心二意的時候，那是勉強，這是一



種勉強的順服，勉強的順服不會帶來快樂，不會帶來喜
樂。甚至有時候會怎麼樣？帶來苦毒。�

你知道什麼東西是軍人的天職？就是“服從”，服從
是軍人的天職，意思是說你就是要服從。我不知道其他地
方了，那我知道我們剛進到軍中被訓練的時候，我們叫入
伍生，這個“入”反過來是什麼？人嘛，這個字。但是為
什麼叫做入伍生？你不是人啊！你只有完全聽啊，服從
嘛。所以就是這樣子，我不是在貶損軍中啊，我不是這個
意思，我只是說今天在某些情況之下，對，我們服從，但
是如果不是甘心樂意，其實你是真的會帶來苦毒嘛。我是
在被逼迫的裏面，甚至就像以以色列人在埃及一樣，對不
對？他要不要順服？但是那種順服是什麼樣的順服？是鞭
子底下的順服，不是嗎？是刑罰裏面的順服，而不是在一
個愛的裏面的順服。所以真的是你要在一個甘心樂意，所
以那不是一個甘心的，你甘心樂意的順服，你才是會有這
個快樂嘛。我們跟神的關係是一個愛的親密關係，愛的親
密的關係，所以當我們不真的是因為愛的親密的關係，或
者是在愛中我願意順服，而且歡喜快樂地順服，我不再是
堅持自己的想法，不再去走那樣的窄路、走自己窄路，那
你就要選擇順服。因為我在乎關係，跟祂一個這樣親密的
關係。我因為愛，我在乎我跟神之間親密的關係遠大於我
認為的，遠大於我眼睛我看見的，未必是事實，但出於神
的才是真理，因著這樣我才願意順服。所以願意去順服，
勝過我看見的，勝過我自以為的，所以當我們說我們要愛
的回應，要在愛裏面來回應神的時候，我們就真的是要一
個快快的順服，甘心樂意的順服，喜樂的順服，因為這樣
你才有喜樂嘛，不甘不願你去做，你怎麼會快樂？�

就像我們的耶穌一樣，在希伯來書12章這邊談及到，
《希伯來書》�12章2節：“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
穌（或作“仰望那將真道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
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
在神寶座的右邊。”�輕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難。所以
真的是因為喜樂，所以其實祂是帶著一個喜樂，在神的時
間點走上神的命定裏面。所以在這裏面我就是剛剛提到，
你到底是相信你自己？還是相信神的眼光？講再白點，是
你做王？還是神做王來掌權？你只有這樣讓神做王掌權的
時候，你才能有這樣子的願意、這樣子甘心樂意的去順
服。�

最近我們都在聽Bill�Jhonse的講道對不對？聽過看過
的舉手，我想很多人都在傳這個都在看這個，很吸引人，
很觸摸到每個人的心。這裏面他有提到，他說:“神是我的



朋友嗎？是的，但身為我的朋友之前，祂先是我的主。我
與神的友誼只能夠和我讓祂在我生命中掌權這個深度一樣
的深，我沒有辦法在我不讓神掌權的地方讓祂成為我的朋
友。”好，我們一起念一遍好不好？來:�神是我的朋友
嗎？是的，但身為我的朋友之前，祂先是我的主。我與神
的友誼只能夠和我讓他在我生命中掌權的深度一樣深，我
沒辦法在我不讓神掌權的地方讓他成為我的朋友。�

這個意思有沒有懂？神當我是朋友，我跟神是朋友沒
有問題，但在這之前怎麼樣？祂先是我的主，我要先尊榮
祂，祂是我的王，祂是我的主。對不對？不然的話我跟神
之間的朋友的關係只能怎麼樣？跟我讓祂在我生命中掌權
的深度有關，祂在我心中掌權越多越深，我們之間的友誼
跟情感越深，如果是很淺，那我跟神之間的朋友關係其實
也是很淺，因為我不讓神掌權嘛，是不是？那怎麼會是成
為朋友？�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很深的提醒。所以當你說你願意要
順服的時候，你先怎麼樣？先讓神在你裏面掌權，真的是
要讓神在裏面來完完全全掌權。先是成為主，我們才能成
為神的朋友、主的朋友，對不對？然後要進入到一個深度
裏面，祂掌權多少，那就是我們跟祂之間的關係的深度。
有這個深度，我們才能進到內室裏面，才能有真正的一個
親密的關係。關係很重要，對不對？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個關係很重要，我要順服一個人，關係重不重要？如果
像他講的這樣，我順服一個人，但我跟他關係是很淺的，
那我對他彼此之間的順服、信任其實也是很淺的，其實也
是很淺的，所以這個關係是真的很重要的。�

那關係是要在主裏面，親密關係其實是在一個很自由
裏面。神給我們完全的自由對不對？神是自由的神，祂也
給我們這樣的自由，沒錯吧？那我們知道，我們自由的選
擇常常會造成一些什麼？不見得都是對的。但神還是願意
把這些給我們，因為祂尊重我們，祂讓我們有這樣一個自
由的選擇權利。所以神給你有這樣百分之百的自由選擇，
但是你選擇要或是不要、願意或不願意、選擇立即順服，
選擇一個喜樂的順服。這是我們說的神給我們自由，什麼
樣才有自由？真的成為兒子才有自由。兒子才是有這樣的
自由嘛，對不對？如果是雇工，如果是奴僕，不會有這樣
的自由，因為只有兒子才有真正的自由。那有兒子這樣的
自由，你要做什麼樣的選擇呢？你願不願意去做出一個正
確的選擇？�



所以當我們說順服，順服是我每對神的愛的一個回
應，其實也是一個向神一個愛的顯現，我跟祂有這樣的關
係，我跟祂愛是愛到這樣的關係的，你才會嘛。你不會走
在路上就向人顯示出你對他的愛什麼的，不會吧？我太太
有時候說你不要那麼癡啊，“花癡”的癡，我沒有，就是
說你不要隨便向人家怎麼樣怎麼樣，就是說你一定要有這
個關係，你才會有這樣子的真正的親密的愛的關係。對
吧？親密的愛在這當中。�

所以今天我們跟神有這樣子的順服，我們就相當於回
應出一個愛的顯現出來。以色列人在埃及也順服啊，剛剛
提過，但是那是奴僕，是一個雇工的關係，那是一種掌
控，而不是一個自由，但神給我們的是自由。以色列人在
埃及如果不順服會怎麼樣？就會被打死，會被打的，對不
對？死的更慘。但神給我們的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但真正
的自由祂讓你來選擇，你要做出什麼樣一個正確的選擇
來？�

所以這個東西就在順服，神給我們這樣的自由意志，
我們願意去選擇。但我們的選擇是如媽媽所說，是因為愛
而願意去選擇這個順服，是因為愛，而不是因為懼怕。我
們對神的順服是因為愛而不是因為懼怕。因為神給我們的
是自由，不是一個掌控。我不知道你從小成長過程或者是
你對你的孩子有沒有說:�不寫功課……，如果說爸爸不
在。常常講小時候也是我姐姐管我，我如果不寫功課，她
說:“你趕快寫功課，不然等一下爸爸或者媽媽回來，你就
糟糕了。”有沒有講這樣？你就糟糕了，那時候我爸媽不
在，常常他們去工作，我姐管我，我就不聽，但是她常常
就這樣恐嚇，所以好，你不得不去寫，那個是很不高興地
寫，所以以至於我真的學習不是很好，因為我每次寫功課
都不是在高興裏面，都不在歡喜快樂裏面，總是把它寫完
就算了，所以都記不起來，對不對？我趕快把碗洗一洗，
媽媽叫你出去前叫你洗碗，你不洗回來媽媽就要罵你。這
東西你怎麼會讓孩子願意為這個家來付出？不會吧？他不
是因為恐嚇才要去洗碗，他是因為他是這個家的一份子，
這你要讓他知道對不對？這不是你的責任，就算是責任，
也是一個甜蜜的責任，因為你是這個家的一份子，而不是
因為怕媽媽回來罵你，你才去洗碗。當他有這樣子甘心樂
意地去順服，甚至主動地去順服的時候，你看以後都不用
再多說了。�

我兒子手他不舒服前哪，其實他都會自己洗碗，因為
他在看，所以我也特別講一下，不過他真的很棒。所以說
我們要給神一個愛的正確的愛的回應，快快順服，甘心樂



意順服，我覺得一個喜樂順服是最大的一個關鍵，有時候
我們順服噢，我記得剛來的時候順服，然後有人常常就會
講你的臉還是很臭，對不對？媽媽在笑，我那時候給我自
己說:“不是我的錯，因為我肉多啊，地心引力影響嘛，對
不對？就下垂了。”就是給自己一個下臺階，但其實不
是，我那個順服其實不是一個喜樂的順服。一個甘心樂
意，其實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真的不是很容易，但是有時候
好像常常還是回到一個舊造、舊我裏面去這樣子，即使有
時候是，但是有時候你還是會常常會陷入回去這樣子。�

很多人都知道我其實在臺灣是很糟糕的，那是媽媽把
我救回來。那時候過來這邊的話，就是先來這邊追求，追
求追求我還是很想回去，我就回去，我也不想再來。然後
媽媽說，媽媽都看得透嘛，她知道我還是很糟糕，她說那
個牧者密集班你再來追求一下。我又來了，又來了，但是
這一次來跟前一次來不一樣，前一次我來追求的時候，我
想你們都聽過，Matina說下飛機，她請我跟小於吃飯，我
是一個臭臉，她說她招誰惹誰啊，我請你吃飯還要看你這
個臉，我是很不甘願的。但第二次就是在回臺灣這一個月
過程當中，其實當然就是一直禱告，簡單講我是真的是願
意來的，所以我把我學校的這些該退學的就退學了，該離
職的離職了，我就把一切都結束掉就過來。我剛開始以為
我是很甘心樂意的，但是你要知道其實即使是甘心樂意，
你在踏上這條路還是會怎麼樣？還是會常常會碰到，因為
這條路就不是個好走的路嘛，是不是？因為祂就告訴你這
是條窄路嘛，是一條十字架的道路嘛，哪有那麼容易的。
但是我剛開始滿心以為我是甘心樂意，是，但是我覺得那
個喜樂並沒有在我裏面很根深蒂固的，所以以至於常常還
是會有一些糾結。�

好，那就回到剛剛講說我們要作家人，常常在講作家
人，你知道嗎？我來當媽媽說我們在做家人極力做家人的
時候，其實常常會讓我很辛苦，是因為我家在臺灣，臺灣
在燒火了，我那個家是燒火的，你知道嗎？因為那是我父
母親身體最不好的時候，那是我兄弟姐妹對我都很不諒解
的時候，因為曾經我們在為了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服侍，我
的孩子我們很多人就是對屬靈權柄就有一些誤解，所以一
個很深的傷在那邊。我的家人說:“你為什麼還要去？”然
後丟下父母親，因為那時候是我在照顧我父母親，丟下這
樣的去，所以這個東西又是一個糾結，當我有時候想一
想，我很甘心樂意來，我很想，可是常常有時候又想到那
邊去，又會抓回去，就是回到那個裏面，回到舊的那個裏
面，因為我沒有完全脫掉那些，我很難，常常就是會這
樣，以至於我就一下子一下子這樣子。當一直說做家人



時，我就想到我臺灣的家人，真的是在屁股裏面燒一把
火！為什麼？我怎麼跟你這樣子敞開心來做家人？我也願
意啊，可是就常常會有這樣子糾結的，就是會這樣子糾
結。所以這個東西，就在一次一次的過程裏面，可是當你
真的是要脫去舊造的時候，你才能夠完全進入。�

我現在可以瞭解，媽媽為什麼花了這麼多年的時間，
一直要就幫我們的領袖群，要建立成一個家的關係，就是
這麼樣子，真的不是很容易。那我們現在也是在一個過程
當中，但真的是越來越怎麼樣？我們真的是要脫去舊有的
習慣、舊有的思維、舊有的想法，就是這樣子。彼此之間
才能夠進入到這樣子的關係中。你真正願意順服，還是在
這樣一個喜樂的順服裏面，喜樂順服裏面。你知道我們要
想真的要進到這個完全喜樂順服裏面，其實就是把順服當
做一個歡喜嘛、高興嘛，不是一種紀律，被要求的。就像
我剛剛講在軍中服從是一種天職，你非得服從不可，那是
一種紀律啊，對不對？那是在一個框架裏面你必須去服
從。可是在神的家裏面，我們不是在這種紀律，而是在一
種我喜歡，我甘心樂意，我喜歡去，就是這樣子順服，因
為愛神，神愛我，我知道祂愛我，我渴望得到祂，我也渴
望我被祂得著，因此我願意去順服。如果不是這樣子的，
在一個歡喜的裏面，那就是一個紀律，你把它當成一個紀
律，你就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一個沉重的負擔。就像我講
的有時你甚至會產生什麼？帶下一個苦毒裏面來，因為你
的服從、你的順服並不是怎麼樣?歡喜快樂、甘心樂意的。�

 所以你的順服不是只有在外面，我的順服不是只有
在外在。我在這邊作家人，前幾年我也是高高興興作家
人，但我裏面其實就是有深的一個糾結，對不對？我直到
有一年了，我是回去青校，然後我兒子又去當兵，你知道
按以前我們的習慣，兒子當兵要轉大人了，對不對？所以
通常我們就會歡送他去臺北車站，搭這個從軍列車到臺灣
叫做成宮裏面去。可是我那時候人在高雄，就沒辦法去。
我記得前天晚上我就是一直在青校的宿舍裏面，這個一直
在抓著我：哎呀，我家裏的狀況、我家的我父母的情況，
然後我兒子要去當兵，我又沒有辦法送，而且平常我們在
美國，好不容易回去，然後他要去當兵，可是我也沒有辦
法去送他，我很快還又要回美國，我就不知道多久才可以
見到他，你知道吧？�

所以那一次我真的很想，我很想，就不要回來了，你
知道嗎？其實在那時候Matina牧師她也看到了，其實也她
是很愛我了，然後她就看到我那個樣子，然後說：“朱牧
師也是這樣”，她就跟我講：“你如果要不想再回美國，



你去跟媽媽講。”就叫我回來了，我打定主意，好我回美
國一定跟媽媽講，我收拾行李，我就回臺灣這樣。那天是
這樣，到青校最後一天的時候，剛好那一次，我們有一個
先知性繪畫。我跟那個姐妹也不認識，那是第一次見面，
她就畫了一幅很大的畫，當然不是這麼大了，不可能，它
的大概1/3這樣，也是蠻大的，大概這個銀幕這麼大。她畫
了一幅畫，然後最後說她要送給什麼的，我也不認識，後
來就是要送給遊哥。那時候我在搞行政就在後面。她說就
是要送給遊哥，送給我。然後她畫的是什麼？就一艘帆
船，不是一般的帆船，就是海盜那種帆船，這個比喻好像
不太好，但是就不是那種海盜船啦，就是很多帆船，是那
個時代的船，然後她說這個船是航向一個遠方，神感動她
就跟我在講。我就很難過，覺得自己心裏想什麼神都告訴
我。後來我還是選擇順服了，所以我就來了，我找媽媽是
說：“我很想她”，我就沒有跟她說：“我想回臺灣。”
我回來說是把家裏收拾乾淨，就不說是打包了。但是我這
意思說你這些真的很多情況，就是要脫去，一些很抓著你
的，我們不要再陷在這種思維裏面，神祂要怎麼帶你，你
就是順服。�

你知道嗎？這幾年，當我越順服我就越來越領受到媽
媽的愛，然後就那種感覺，才越來越明白媽媽的心意。然
後真的覺得這麼，就是這是給我的一個機會，讓我有一個
成長，雖然我已經六十幾歲了，這當然我不敢在Rose媽媽
面前講，但我覺得我真的是在這幾年的成長遠勝過我以前
的，不管我去讀什麼班，什麼班都一樣，但這幾年給我的
成長真的是超過我以前在讀那些班的成長，所以我真的很
感謝媽媽，那我也很感謝神，更感謝神讓我當下能夠順
服，而且謝謝那位姐妹她這樣子提醒我，那我就沒有當下
就沒有再說要回去的想法。那你說我現在還有沒有這種想
法？我必須對你們誠實嘛對不對，還是有啊，但是我不是
再糾結，我覺得我回去是可以祝福我的家人，而不是回去
面對他們那些很抓我心的狀況，我覺得我的心態是完全轉
變了。�

所以我覺得順服，神的順服告訴我們不是只有外在。
我相信那時候剛來，我們也都是這樣子在一起，一大早起
來就作家人，就這樣順服，但我裏面不服。我裏面不服，
不是對媽媽不服，是我裏面是有東西要求，因為我抓的是
我以前的過去，我抓的是我原來看我的思想裏面，作家人
沒那麼容易啊，作家人沒那麼簡單啊，因為我被騙過啊，
因為我的家有一大堆的事就正在燒火啊，對不對？我也被
其他人騙過，這個就是這樣的，但是我覺得當我歡呼順服



禰了，還有我一層一層的剝落，然後一層一層的讓我經
歷，這是真的。�

所以這就是，我看到的或者是在我思想裏面的，我這
個是事實，過往的這些經驗也都是事實，但是神說：祂可
以改變！這是真理！所以我要抓的是這個，我相信神可以
改變，所以改變的不是只有我，也是改變我的心思意念，
改變到我的環境，而且當我完全順服的時候，不是我能做
什麼，是祂會做什麼？當我選擇當下立即順服，而且歡喜
快樂順服的時候，對不對？我們剛前面提到，神會有超自
然的介入，超自然的介入。�

 我記得去年，為我兒子他身份的問題、讀書的問
題，他快要被我們遣送回臺灣，就是那種感覺。我們那時
候為來的時候，媽媽那時候她在團隊裏面要為我們禱告的
時候，媽媽突然跑到跟我說：“你要悔改！”媽媽她說：
“悔改！”我愣了一下，我悔改什麼？我真的是愣了一
下，她說：“你要悔改，你沒有很高興要來這裏，沒有很
高興神把你帶來這裏！你並不想待在這！常常想著臺灣等
等，你沒有去享受、去想、去抓住神要給你的。”，其實
我記得很清楚，那一幕很清楚，因為我就站在那個馬哈念
邊邊，然後當媽媽說要悔改的時候，我也沒有馬上，我沒
有馬上來拿麥克風，我其實在那邊躊躇的，我不是說我想
不想。我覺得媽媽那話就是很深的，就打到我。覺得說對
啊，我人在這裏，我的心常常想的是那邊，神帶我到哪
里，可是我心想的不是神的給我的，想的卻是我自己心裏
的那一些很抓著我的東西，常常是這樣。我很謝謝媽媽，
因為就是在這個悔改裏面，後面很多東西就很順利。我不
是說，要標榜那個順利，因為神就是會做成！這是一定
的，神就是會超自然的做成。所以他就不用被遣送回臺灣
了，就是這樣子，然後他可以在這邊安心這把書讀完，馬
上又要去另外一個學校。�

所以你就知道，當我願意順服，其實那時候的猶豫是
因為我覺得，我真的是這個樣子嗎？但是神就光照提醒
我：是的！因為我沒有在乎，我沒有在乎神把我帶回來，
這幾年我前面講的這樣，我即使在這邊跟大家作家人，但
我的心還是這樣子，然後我看到我自己的家庭是這樣子的
時候，我覺得：“哎，怎麼樣才可以真正的做家人？”我
沒有真的順服，但是媽媽提醒我：是的，神可以做！這是
真理！神可以！當我願意這樣降服順服的時候，神超自然
的介入，真的很快！很快！所以真的，其實我今天只想分
享說：媽媽的講的《順服》裏面，不是只是說聽話，而是
說打從心裏面去反映出來，反映出神在你的心裏面，完完



全全在愛中你去接受，去順服於祂，在你的裏面跟神對
齊，你的外在反映出來也是跟神對齊的，那才是一個真正
的順服，那才是一個真正的順服。”�

 好，其實這裏面媽媽資訊裏面，還有一個很抓我心
的就是：溫柔，神的溫柔。這邊媽媽有一句話，她資訊她
說：“我們的神是非常溫柔的！”我們的神是非常溫柔
的，所以祂要這個女子跟祂去的時候，祂雖然我覺得應該
也是命令，但絕對不是像像軍中那種命令的話，他們的那
種強制的那個樣子，祂是邀請你，對不對？很溫柔的聲音
說：“你跟我一起去”，對不對？“這個時候到了、季節
到了你跟我同行，跟我同去。”祂是帶著一個溫柔的心，
一個謙卑的心來邀請。當女子不要時候，祂也沒有轄制
她，對不對？祂也沒有勉強她，反而這個新婦她自己勉
強，她做難嘛，神也沒有對她怎麼樣，祂就離開了。還不
然想說：神禰不是對我們不離不棄嗎？神禰不是不離棄我
們，怎麼會離開呢？這就回到，原來神給我們給我們一個
自由選擇。祂在那時候離開，祂並不是離棄我們呐！祂尊
重我們的選擇，祂並不是那個時候就把我們離棄，沒有。
祂是離開，因為那個時候不願意，新婦她不想，她不在
乎，她勉強。所以你看神，祂是這樣子溫柔，祂這樣的聲
音，祂不只是聲音溫柔，剛剛我們唱歌，歌詞裏面提到神
是柔和謙卑嘛，祂做事為人謙卑，祂的聲音也是很溫柔
的，聲音也是溫柔的。資訊裏面講祂是什麼?這個聲音溫柔
不是指一個輕聲低語，而是怎樣？雖然是溫柔，但是祂是
一個安靜中的篤定，所以我們剛剛唱歌有沒有安靜中的大
能，對不對？是安靜中一個篤定的，祂向新婦傳達出的是
什麼？祂對這個愛慕祂的人，一個深深的愛跟恩賜。實際
上，神是溫和、溫柔的來跟他說話，即便是命令，祂只是
語氣帶著肯定，但祂並不是一個強制轄制的。所以神是對
我們是這個樣子，我們來回應神，我們也是這樣出自於內
心，甘心樂意來回應祂的，一個順服裏面。�

最後我要說的就是，再次提醒：順服不是一個外在，
不只是一個外在行為的回應！是內心選擇信任神的一個帶
領。我相信嘛！對不對，我因愛相信神的眼光一定比我眼
光好，神的帶領絕對是比我自己去做的好，讓神的旨意是
最好的，而不是我的意思。即便我仍然有這老舊的思維，
所以我要儘快脫掉那些舊造裏面。你知道，我們舊造、新
造都有一個選擇對吧？但是你要選擇的是什麼？我要選擇
一個新的，我選擇開心的、有享受，我想要跟神過的真的
就是內在生活的這個樣子，內室裏面的生活。是要過一個
聖潔的生活？還是我還是在抓著過去？雖然是眼看的事



實，這個人就是這個樣子，這個事情就是沒那麼容易解
決，你抓到的是什麼？你抓到的是什麼？�

所以真的是我們對神要選擇一個對神的信任。信任就
是在一個親密的愛的關係裏面，在我們等候神裏面，其實
更深進到一個最親密關係的裏面，常常在這當中來經歷，
在這個當中的建立，真的是大量的等候神，其實真的是，
對改變了我很多，改變我很多。在這個安息裏操練，就是
你不住地選擇，我選擇，我就是要連於神，所以這是你的
選擇，神給你百分之百的自由意識，你選擇的是什麼？選
擇就是不住連於神，信任神，然後放下自己，放下自己抓
住的，跟用力的。�

為什麼會渴慕神?回到之前的問題？因為我沒有，所以
我們想要去渴慕，我們饑渴，所以媽媽也常講的，其實在
裏面我每個人都有一個渴望，對不對？我們的欲望，我們
的欲求，但是神的欲望要高過我們的欲望，甚至最好我們
是沒有欲望，所以無我，無我！神才可以在我裏面這樣子
抓住，所以我們不能再去抓著自己，就是在舊的裏面、思
維裏面，舊的看見裏面，那或許是事實，但那不是真理！
所以今天我們選擇順服神，真的是常常在一個安息裏面，
你進到這裏面，你才能夠去抓住這個神的安息，神的同在
才能夠持續；不是仍然在過著自我的裏面，這樣神同在很
快就沒有了，因為不是神的同在，是你自己跟自己同在！
因為你在你的心裏，不是神在你裏面，以至於你做出來，
真的是你要經過很多的爭戰。�

其實講到順服，我原來本來要講的是服侍的，但是我
順服，因為Steven牧師說這一周排的是順服，所以我就
改。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一起的，你要服侍，你不順服，
你沒有辦法去服侍，你的服侍就是一個表面的，就像你的
順服不是甘心樂意，所以你做出來服侍那也是能怎麼樣？
也是個表面的。�

 你知道教會現在我們有很多的連接，對不對？然後
我們前一陣子有好多很棒的特會，你知道這些都是需要我
們每個人都可以起來，這些是很多的連接，我們需要去接
待，很多的這些特會我們需要服侍同工，就像今天剛剛
Alice牧師講的，我們禱告殿，讓這個地方成為247萬民禱
告、萬民敬拜的殿�

這豈不是都是我們所想要的？那你要不要來參與呢？
你願不願意參與?神有沒有給你一點感動？那你就起來！
去！跟神一起去。你就起來！我們今天講很多，好像都是
跟神，但不是這樣，你要知道其實神要你順服祂，你就要



順服祂設立在你上面的權柄。媽媽花了兩年的時間一直在
帶我們要活在遮蓋之下，你就是要去順服這樣的權柄，在
這個裏面你是甘心樂意的上去，神給你感動，你就上去，
順服你的權柄，就是順服神。�

大家願不願意參與禱告殿？大家願不願意來服侍？你
說的啊。我們需要的很多，我不是說要只是講這個服侍要
做的，我們需要一個甘心樂意，其實是很多。你看我們放
視頻或者製作PPT，我們都需要很多的人，我們現在越來越
多的場次，我們需要更多，但是你要知道你當你甘心樂意
在服侍這當中，這放出來的，其實都帶著愛，讓人家看著
都不一樣，對不對？�

剛Steven牧師有講，他說這視頻就像什麼？宣教大使
一樣，對不對？所以你是臺上服侍跟你在後面服侍，也許
人家只看到臺上，但你要知道背後那個才是，我的意思說
是一樣的。順服是要這樣子的甘心，要順服神的感動你就
請出來，不需要做難。我真的很感謝，其實我們最近有一
些年輕人真的都出來，不管是在 PPT、視頻、音頻、翻
譯......很多年輕一代都出來了，鼓勵大家真的是，這個
是我們的家，這不是我一個責任，或者是說在一個挾制或
者一個強迫裏面出來，不是。你就是我甘心樂意、我喜
歡、我願意在服侍，在這個服侍當中，其實你是越服侍越
甘甜，然後在你的服侍過程當中，其實神就會大大，祂會
先來服侍你，好，所以真的是鼓勵大家，願不願意？這個
要語氣溫柔，但是要比較堅定，好嗎？像神對我們講話一
樣，這也是一個提醒，我們彼此之間同工，我也要向我們
同工說：“謝謝”，真的是，很不容易！你知道好多前一
陣好多的聚會，當然很多不只是音頻、PPT、行政的同工，
其實我們還要接送的，好不好給我們的同工一個掌聲，好
嗎？我剛剛沒有提到敬拜團，是我們給敬拜團的掌聲，其
實常常有了，但是還是要來一次，任何人我們都需要去來
尊容他們，真正尊榮他們。所以如果你願意的好不好？我
們起來，我們用這首歌回應神，今天不僅是服侍，我們說
順服不是被要求，不是被被脅迫，不是被強制，我們願意
出來順服，我們願意對神有順服的心，是因為愛，是因著
神的愛，你會領受到神的愛，你渴望不渴望神也被你的愛
來抓著？沒有人講話，還是我講的不清楚，你有沒有領受
到神的愛？你有沒有渴望你的愛也被神來抓住？阿們。好
不好？我們一起來讓神堅強的愛真的是持續在我們裏面，
不是因為看著環境，不是因為我舊造裏面那些不好的一個
習慣，或者是我的一些不好的記憶，負面的記憶，而是看
見我們的神是什麼？做新事的神！阿們。所以在神一定可
以，在神凡事都能，所以當我願意甘心樂意這樣去順服於



祂的時候，不管生存環境如何，神一定會做事的，一定會
做大事的，所以我只要相信！讓神愛在我們當中，主，真
的是因著愛，我願意全然的踏上，全然的去順服祂，因著
神的愛，我完全的降服！好不好？你一起來唱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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