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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各位慕主家⼈跟線上的家⼈⼤家好。我們還是要
照慣例請你去找⼀個⼈跟他坐在⼀起，好不好︖上禮拜有
沒有聽瑪緹娜牧師講道︖她提到說：「我們彼此都不太熟
悉」特別有⼀些⼈沒來。你來教會⼤概不到半年的，請舉
⼿⼀下好不好︖我們⼀些⼈請起⽴好吧︖我們⼀些家⼈過
去跟他講說：「歡迎你來到我們的家庭。」請這些⼈起
⽴，有看到了嗎︖有看到這些半年來剛來的，我們⼀起過
去跟他打招呼好嗎︖說：「歡迎你！」然後我們⼀起往前
坐，動動你的位置，我們⼀起往前坐。然後請記得跟你旁
邊⼈坐在⼀起，歡迎每⼀位！線上的家⼈，我們也歡迎
你！歡迎你！�
在我們的教會，我們現在在聽《雅歌總結》，我們⽬

前聽到了第11卷，這⼀篇的資訊非常地寶貴，所以今天講
的更是重要，所以⿎勵你不是只是聽資訊，⽽是你在⽣活
當中開始操練。�
我們⼀起來看⼀下，還記得我們慕主的核⼼價值，我

們慕主的核⼼價值請跟旁邊⼈說「4個核⼼價值」，不是講
「4個核⼼價值」，是講內容是什麼。來請跟你旁邊複習慕
主的4個核⼼價值是什麼︖落單的趕快有⼩家長幫忙找⼀
下，有落單的趕快幫忙⼀下。記得嗎︖我們⼀起來說：
「內在⽣活為根基，建⽴第⼀⽀軍隊，在愛中家⼈同⾏，
尊榮⽂化相對待。」跟你旁邊說：「你太棒了！」不管他
記不記得，總之記得⼀句話也好，對不對︖這個是有順序
的，在這個順序裡⾯什麼是第⼀個︖「在⽣活為根基」，
所以我要請你幫我問旁邊的⼈，來，含情脈脈的看著他，
開玩笑的。看著他的眼睛幫我問他，第⼀個：「請問你有
沒有每天每天的讚美跟等候神︖」第⼆個幫我問他：「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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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常常被聖靈充滿︖你是⼀個滿有聖靈的⼈嗎︖」我
看到有⼈落單了，我要邀請他來跟我⼀起互問。然後「你
每天有沒有禱告︖⽽且穿戴全部軍裝︖每天靠著主爭戰得
勝，即使失敗了繼續爭戰得勝︖」再來：「在不容易的環
境當中，你透過服侍、操練順服、謙卑的功課，有沒
有︖」「有！」太棒了！果然是先鋒！說：「果然是先
鋒」阿們！�
「內在⽣活為根基「，我們的根基⼀定要穩固。在美

國比較少⾼樓⼤廈，在亞洲地區比較多⾼樓⼤廈，當⼈要
蓋⾼樓，它的地基要打得越深，⽽且時間要越久。我不知
道你有沒有很渴望：「趕快，趕快……」如果你⼀直是這
樣的，你那個地基可能很容易不穩定，因為在信仰裡⾯你
的根基是要穩固的！是要穩固的！所以有很多的操練你會
覺得說：「我到底還要操練多久，我到底還要操練多
久︖」跟你旁邊說：「操練⼀輩⼦！」所以不要⼀直在想
操練多久，我們的操練是⼀輩⼦的事情。神很特別，神不
是等我們地基打好了才能往上蓋︔⽽是藉著我們的操練，
神幫助我們，你打⼀年你就往上⼀年，打兩年你就往上兩
年。�
跟你旁邊說：「可以出來服侍了。」我聽說很多⼈都

怕服侍，如果真的怕服侍的話，我可能比⼤家都更不容易
服侍。�
我覺得⼀個我們需要留意的地⽅，就是我們裡⾯的⼼

很重要，來拍拍⾃⼰的⼼，問問⾃⼰：「我有沒有玻璃
⼼︖我有沒有受傷的⼼︖我有沒有孤兒的⼼︖有沒有?」
「有啊！」這個要回答「有」嗎︖要回答「沒有」，這不
是每⼀個都回答「有」。�
你們聽過⼀個笑話嗎︖就是⼀個⼈要進海關，像我們

不太懂英⽂，不知道為什麼，我每次進海關都害怕，所以
就有⼈跟他講，你就看前⾯的那個⼈，他講什麼你就講什
麼，前⾯的⼈被問：「你是不是沒有帶違禁品︖」他說：

2



「yes」「你是不是沒有帶毒品︖」「Yes」然後他就看所
有都答「yes」，太簡單了！太簡單！我也會。輪到他的時
候，海關就問他說：「你有帶毒品嗎︖」「Yes」。「你有
沒有帶違禁品︖」「Yes」。�
所以很多時候不要亂回，跟你旁邊說：「不要亂回

答，要想好。」「所以你裡⾯有沒有玻璃⼼︖」「沒
有！」阿們！「你裡⾯有沒有沒有孤兒的⼼︖」「沒
有！」我們來祝福旁邊受傷的要趕快得醫治，阿們。�
你要知道我們裡⾯的根基要⼀定穩固！我們的根基⼀

定要穩固！⽽且這個根基要記得是每⼀天都要打的，不要
忽略了。「我已經聽內在⽣活資訊很久很久了！」不！這
⼀次要預備《雅歌》11的時候我又聽，我又發現怎麼這⼀
段資訊我好像沒聽到過︖好多寶貴的資訊！同樣的，上禮
拜告訴我們的，現在跟你旁邊的說：「猶⼤的獅⼦醒來
吧！」要告訴他幾次︖三次！「醒來吧！醒來吧！醒來
吧！」特別年輕⼈，「猶⼤的獅⼦要醒來！要醒來！」�
在瑪緹娜牧師上上個禮拜講這個資訊的時候，我覺得

我裡⾯好震撼，你跟我⼀樣很震撼的舉起你的⼿⼀下。我
們真的要起來了，所以⼩家長舉⼿⼀下，開始我們要提醒
我們的⼩家員：「猶⼤的獅⼦要醒來了！該回來了！該回
來了！該回到實體聚會了。」阿們！今天我們要進入到今
天的主題了，我們來看⼀下今天的主題。�
我們⼀起來讀《雅歌》6章4節，請：「我的佳偶啊，

你美麗如得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開旌旗的軍
隊。」阿們！幫我問旁邊：「什麼叫美麗如得撒︖什麼叫
秀美如耶路撒冷︖」我第⼀次在看的時候，我也在想說：
「神形容我們‘美麗如得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到底是什
麼意思︖」所以我去查了⼀下，第⼀個是講到「我的佳偶
啊」，整卷聖經當中他們對彼此都是⽤愛的⾔語。例如聖
經《雅歌》常常提到：「你甚美麗，我所愛的。」「得
撒」原意是「美觀可悅」，「得撒」是在巴勒斯坦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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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風景秀麗著稱。「耶路撒冷」是指猶⼤的京城，
是建造得秀美的。所以⼀些解經家提到� 「得撒」象徵外邦
⼈，耶路撒冷代表的是信主的猶太⼈。也就是說你在神的
眼中，在神的眼中，教會在神的眼中是⼗分地美麗，甚至
於在信主的、還有未信主的⼈眼中都是如此。�
所以好不好我們⼀起來禱告，請你跟著我閉上眼睛跟

我⼀起來說：「親愛的主耶穌，祢看我是美麗的，我怎麼
看我⾃⼰︖」我們⼀起做第⼆個禱告：「親愛的主耶穌，
我身邊有哪些⼈，是我要去傳福⾳給他們的︖求祢給我名
單，讓我知道。」我們⼀起睜開眼睛，神看我們是美麗
的，再說⼀次：神看我們是美麗的。所以為什麼我們常常
讀到《雅歌》那⼀節說：「我雖然⿊卻是秀美的……」，
因為神看你我是美麗的，真的渴望這⼀個⼼，你的⼼⼀定
要恢復。你要常常知道神看你我是美麗的。�
「我的佳偶啊，你美麗如得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

武如展開旌旗的軍隊。」「威武如展開旌旗的軍隊。」這
個裡⾯講到「軍隊」，軍隊就是我想提的，我們看三個問
題：第⼀，軍隊的成員是誰︖第⼆，為什麼要參加軍隊︖
第三，耶和華軍隊的戰場在哪裡︖�
這是我當兵的照⽚，所以我們要知道軍隊的成員是

誰，跟你旁邊說：「指的就是你。」我們⼀起來讀經⽂
《出埃及記》第6章26節，請。「耶和華說：‘將以⾊列⼈
按著他們的軍隊從埃及地領出來。’這是對那亞倫、摩西
說的。」再來《出埃及記》第12章41節，「正滿了四百三
⼗年的那⼀天，耶和華的軍隊都從埃及地出來了。」這裡
前⾯講到說，將以⾊列⼈按著「他們的軍隊」，同樣地，
後⾯也講到「耶和華的軍隊」，如果你知道這個時候埃及
的背景，他們這時候正是從為奴之地被拯救出來，要準備
進入迦南美地。可能以⾊列⼈他們不認為他們是軍隊，他
們可能是奴僕，甚至於⽼弱婦孺都有。可是神怎麼說︖神
看我們就是軍隊，神說：「耶和華的軍」，「耶和華的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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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所以跟旁邊說：「加入耶和華的軍隊，你是耶和華
軍隊的⼀份⼦。」�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我現在沒有辦法，我家裡有⽼

的要照顧，有⼩的要看顧。」有沒有這種⼈?有沒有這種想
法︖「有」。我覺得「111」他們很特別，我們來看⼀⼩段
影⽚，來看他們怎麼樣來服侍，待會你們好來跟我講⼀
下。�
（看影⽚）�
我覺得真的很感動，雖然是⼩⼩的影⽚，他們就是這

樣⼦帶著孩⼦⼀起來服侍。我不知道剛剛敬拜你們有沒有
看到他們帶著孩⼦⼀起敬拜，把孩⼦背著⼀起敬拜，有看
到嗎︖對。就是⼩⼩的⼀條短⽚，但是我⾃⼰在看的時
候，我再聽到了瑪緹娜牧師的分享，我裡⾯很感動。我們
有沒有真的把⾃⼰看為軍隊︖你看他們就是這樣帶著孩⼦
⼀起服侍、帶著孩⼦⼀起服侍，所以我真的覺得「不要再
覺得不重要了，不要再覺得就是我出來服侍，孩⼦都留在
家裡。」跟你旁邊說：「神要我們全家⼀起服侍。」�
如果你的孩⼦還很⼩的時候，你就像他們⼀樣背著孩

⼦、抱著孩⼦⼀起服侍。如果是學⽣階段，你就帶著他出
去服侍，然後在路上就告訴他爸爸媽媽今天要去哪裡服
侍，⿎勵他們跟你⼀起來禱告，讓他們跟著你⼀起去服
侍。那你在服侍的時候他沒有事，他就寫功課，他就做他
的事情。我⾃⼰在亞洲有⼀些屬靈兒女，我也曾經當過這
個幼稚園⽼師照顧他們，我就是這樣⼦去哪裡就帶著他
們，⽽且我還帶的是特殊孩⼦。你知道嗎︖我還帶著特殊
孩⼦去服侍⼈，所以我就是這樣⼦幫助他們，告訴他們：
「你們是可以的，跟著我⼀起去服侍，跟著我⼀起去服
侍。」如果你有⼀些長輩們怎麼辦︖如果你的⽗母親在家
裡需要你照顧，你可以怎麼做︖他可能沒有辦法或不願意
跟你出去，你可以怎麼做︖讓他為你代禱。�
我很感謝主，我⽗親80多歲有些⼈認識他，但是他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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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常為我禱告。我上⼀次講過這個資訊，就是我要去簽
證，辦簽證的時候，我爸爸提醒我說：「你有沒有禱
告︖」我要出⾨的時候他還問我說：「兒⼦，你有沒有禱
告︖」我說：「爸爸你來為我祝福。」所以如果你有年長
的爸爸，跟他說：「你來為我祝福！」�
⽽且你知道我很感謝主，我覺得我的⽗親到現在⼀直

都很年輕、⼀直都很年輕，因為我常常跟⼤家講敬拜的時
候多跳、多跳，越跳會越年輕。跟你旁邊說：「越跳會越
年輕，越跳會越年輕。」你知道軍隊就是這樣，你不能跳
你可以至少動動身體嘛！那是很好的！所以軍隊是誰︖拍
拍⾃⼰說：「就是我。」軍隊是誰︖就是我!有沒有想過你
為什麼要加入軍隊︖「打仗」有什麼好處︖「得勝」得勝
是好處嗎︖是得獎賞，跟你旁邊說：「神要給我們獎賞
的。」�
在這裡我先講我⾃⼰的⾒證：我剛開始當兵，要參加

入伍受訓的時候，有⼀個科⽬就是要拉單杠，軍中的單杠
是我們跳上去以後就抓著，不能開始拉，你要等長官說：
「開始」，然後你才可以⼀下、兩下、三下這樣，所以我
常常上去，然後鐵杆當時熱，你知道很熱，南部很熱，三
⼗幾度鐵杆又燙⼿，所以我常常還沒第⼀下的時候，我就
已經撐不住了，所以沒辦法受訓，這⼀關就很沒有辦法這
樣⼦。�
那天晚上我就禱告跟神說：「主耶穌，祢⼀定要幫助

我！」忽然我就想到我要問問其他⼀起受訓的阿兵哥，他
們就跟我說：「你的⼿太細⽪嫩⾁了！這種⼿沒有辦法，
要粗⼀點的⼿握才握得緊。」從他跟我講了以後，每⼀次
只要下課⼤家都在休息，我就去操場拿沙⼦磨⼿，然後開
始練習單杠。磨⼿練單杠，磨⼿練單杠……就這樣，結訓
的時候我剛好及格。�
讚美、等候神也是⼀樣。我上⼀次的資訊跟⼤家分享

讚美，記不記得我為了⼀件事情，讓我很⼼煩的事情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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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久︖有沒有印象︖對，9個⽉。跟你旁邊說：「9個⽉
的讚美！」為這⼀件事情我花了9個⽉的時間讚美，每天20
次到50次，每天就⼀直為這件事情讚美、為這件事情讚
美、為這件事情讚美，⼀直到9個⽉後，這件事情不再抓住
我的⼼、不再抓住我的⼼。所以跟你旁邊說：「加油！你
⼀定可以的！」我聽過有⼀些⼈就跟我講：「讚美沒效
了！讚美沒⽤了！我讚美過了也沒⽤……」我想問他：
「你讚美了多久︖」9個⽉，你知道那陣⼦其實我裡⾯非常
地渴望神介入這件事情，讓我裡⾯能夠得著釋放，有機會
我再細講。�
等候神同樣的。有⼈知道我是⼀個「多動兒」，所以

對我來說等候神是難上加難。我1986年信主，所以教會那
時候就開始教等候神，可是對我來說等候神你們猜等於什
麼︖等候神等於睡覺。每次⼤家說等候神的時候我就已經
預備好睡覺的姿勢，然後我就調⼀調怎麼樣睡得最舒服。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等候神，我沒有辦法等候神，甚至於有
⼀次特會的時候，那時候我們在海雅開特會，然後我只是
坐著噢！我只是坐在教會的某⼀個同⼯旁邊，⽽且我跟他
有隔了⼀個位置，還不是兩個相近，他剛跟我坐了沒幾秒
鐘，他就說換位置。然後他跑去跟另外⼀個⼈說，我身上
的波動⼀直在攪擾他的⼼，我就想：「⼤⼈冤枉我啊！我
根本沒講話！」他說從我身上傳出去波動的幅度⼀直影響
他，你就知道「多動兒」多⾟苦，所以對我⽽⾔過等候神
是非常難的。�
2007年的時候，我們要開始到處去教訓練中⼼的課

程，江牧師跟我說：「利未，你有⼀天⼀定會有機會要教
等候神，怎麼辦︖」我那時候就說：「好，我開始定意每
⼀天⼀個⼩時等候神。」然後我就刻意像軍中⼀樣坐半張
板凳。整張椅⼦我就故意坐四分之⼀這樣來等候神，讓⾃
⼰不要太舒服，以免睡著，即使這樣還是會睡著的，可是
我就這樣強迫⾃⼰，定意「我⼀定要等候神，我⼀定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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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神，我⼀定要等候神，我⼀定要等候神」我就這樣開始
的，所以好像現在我真的越來越進步，越來越進步。�
我知道現在的世代，像臺灣就很多的醫⽣都跟孩⼦

說：「你有多動症」因為很多的孩⼦在學校幾乎都是多
動，然後就被⽼師說：「送去找醫⽣」，醫⽣就說：「那
你多動要吃藥。」現在已經非常多了！我們這邊你的孩⼦
是12歲以下的，可不可以舉⼿⼀下︖我真的⿎勵你們，要
趁著孩⼦還⼩的時候，開始帶著他們每⼀天等候神。你可
以從⼀分鐘開始，他想動的時候已經結束了。YouTube上⾯
我做了⼀些等候神的⾳樂，就是刻意説明⼀些孩⼦的。我
有做1分鐘、3分鐘、5分鐘、10分鐘、15分鐘，⾳樂⼀停他
就知道結束了，你看特製化的服務多好！你就帶著他每⼀
天等候神，你試試看，真的會越來越好。�
10多年前，我有機會帶⼀批特殊孩⼦，那時候我就帶

他們等候神。你知道好幾個孩⼦越來越多的改變，越來越
改變，有機會我再跟⼤家分享。所以剛剛12歲以下的家長
起⽴好不好︖我們⼀起來⿎勵他說:「加油，這段時間是⿈
⾦時期。」12歲以下的家長請起⽴好不好︖我們請各位過
去跟他講:「加油，這段時間是⿈⾦時期，你要培養他跟神
美好的關係，加油加油！」這是我們慕主的下⼀代哎，⼀
定要加油，⼀定要加油！基本功⼀定要操練。帶著孩⼦讚
美重不重要︖很重要！很重要！我想我去年有跟⼤家分享
過讚美的⾒證，你知道真的⼀個⼀個經歷神，⼀個⼀個的
改變，⼀個⼀個的改變跟經歷神。�

「我的佳偶你美麗如得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
展開旌旗的軍隊。」這個「威武」指的是什麼︖是「可
怕」的意思。⽽「展開旌旗」是指什麼︖是指「你在仇敵
跟世⼈⾯前是可怕的得勝者。」來跟你旁邊說:「你在仇敵
跟世⼈⾯前是可怕的得勝者。」請記得！來再說⼀次:「你
在仇敵跟世⼈⾯前是可怕的得勝者。」請記得，這個「可
怕的得勝者」不是對你的另⼀半，這個「可怕的得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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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對你的家⼈，是對誰︖是在「仇敵跟沒有信主的世⼈
⾯前。」明⽩嗎︖所以跟你旁邊的親愛的說:「不是對著你
的。」所以不要搞錯了，不要讓家⼈覺得你是⼀個可怕的
得勝者。覺得說:「是！我威武！我就是要威武起來！」
不！這個是仇敵跟未信主的世⼈說的。所以很重要！很重
要！�
我們剛剛說過，我們剛剛說過「威武如展開旌旗的軍

隊。」請問他們要怎麼樣能夠成為這個「展開旌旗」︖是
不是需要經過訓練︖江牧師在《雅歌》11章講過海軍陸戰
隊記不記得︖你們對當兵沒有印象的請舉⼿!對當兵沒有什
麼概念的請舉⼿！這麼少啊︖你對軍中的訓練沒什麼概念
的請舉⼿！我發現我們教會很特別，女⽣竟然都有概念，
果然是先鋒的教會！⼀般來說不太有，我們來看⼀段影
⽚。�

（播放影⽚）�
有震撼嗎︖你覺得你有被震撼到的請舉⼿。印象中他

們是3個⽉的訓練，最後再經過6天5夜的考驗。所以在信主
這⼀條道路上，我覺得你要把握每⼀次的訓練，把握每⼀
次的訓練，⽽且你知道這樣的訓練是⾃願的。跟你旁邊說:
「是⾃願的。」記不記得剛剛中尉的軍官，他已經第三次
了，代表前兩次他都撐不住，就⾃願退訓。他是可以⾃願
退訓的，因為我沒有辦法忍受，但是他為什麼要接受︖因
為他要讓⾃⼰能夠更好。�
在國軍裡⾯，我們在受訓的時候也是這樣，看我現在

的身材跟我那時候當兵的身材已經差很多了。我有⼀次我
跟⼤家說過，在部隊有武官跟⽂官，我是⽂官類，可是我
被我們那時候的連長有點霸淩這樣⼦，所以他就把我當武
官來待。我們受訓的時候都沒有受武官的訓練，所以你知
道有⼀次我差點死掉，為什麼呢︖因為那時候我們要訓練
他們丟⼿榴彈，實的⼿榴彈，所以我們要幫助他們，要訓
練丟⼿榴彈，所以我們就都在碉堡裡⾯，聽指揮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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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然後我們就帶著他們的⼿丟出去，然後
「咚！」爆炸這樣⼦，所以那是很危險的。你知道我從來
沒有接受過訓練，我們的訓練裡⾯從來沒有這個，就是最
簡單的體能訓練⽽已，這種比較專業的我們是沒訓練過，
所以後來那天連長欺負我，那⼀天早上他就說他請病假，
所以我就代替他去做這⼀塊。我沿路就⼀直「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真的不知道怎麼辦，沒有做過，
我們⾃⼰也不懂，真的丟的時候只好⼀直依靠神，每⼀個
⼈訓練來，我們就依靠神「主，你幫助我，真的沒有事、
沒有事、沒有事！」結果有⼀個阿兵哥，他真的要丟出去
的時候，我就看著他的⼿要往下，我就嚇到趕快拿著⼿榴
彈往空中丟，沒多久就爆炸了，我就想「主耶穌啊，我差
點就⾒不到⼤家了。」�
你知道就是這樣⼦，那個訓練是很扎實的，扎實的，

⽽且我們每⼀天要跑3000公尺，每⼀天早上要跑3000公
尺，然後那時候我也是被他……感謝讚美主，不要說欺負
了，就是被他要求，我不只要跑，我們還要像那種帶隊的
跑步，所以我邊跑我要喊「1」，然後他們就喊「1」，然
後喊「2」，他們就喊「2」，然後比賽測驗的時候更累，
測驗的時候我們在前⾯跑，整個部隊要全部通過為⽌，落
後的怎麼辦︖來問幫我問旁邊:「怎麼辦︖你會怎麼辦︖你
會怎麼辦︖」�
你知道那時候我們跑⼀跑，我看到後⾯的我要慢慢慢

慢讓他們跑過去，然後抓住他，⼀⼿牽⼀個，另外⼀⼿再
牽⼀個，然後往前跑，我們就是這樣被訓練出來的，我就
是這樣被訓練出來的。⽽且我們早期的軍中是沒有這種什
麼電熱器的，我們如果過了洗澡時間就只有冷⽔洗，，即
使我是軍官也⼀樣，所以我們早期的時候，那個阿兵哥都
會聽到我在邊洗澡邊尖叫這樣⼦，因為太冷了，尤其冬
天，好冷，可是你每天都操的這樣滿身都是汗，又得洗
澡。所以我真的很感謝主，我覺得那時候這樣⼦的⼀個訓

10



練，以至於後來我代表慕主去⼀些地⽅短宣我不怕，沒有
熱⽔我不怕，也是⼀樣邊尖叫邊洗澡，這就是軍隊的訓
練。�
所以在你的裡⾯，你有沒有真的明⽩神在幫助我們︖

你相不相信神知道你未來會發⽣的事情︖所以祂借著這段
時間讓你裝備跟訓練是為了之後。有些⼈就說:「誒呀！我
遇到這個難關，我沒有辦法過去。」因為你在該訓練的時
候你沒有接受訓練，以至於後⾯的難關你過不去，所以你
沒有辦法講「主的恩典是夠我⽤的。」明⽩嗎︖神的恩典
是夠我⽤的，祂知道你我要做的事情。同樣的我想問:「在
公司裡⾯你是主管的請舉⼿。」這麼少⼈︖「你是有下麵
的⼈的請舉⼿，你是有管⼈的有帶⼈的。」不多哎！我以
為教會應該很多。這些舉⼿的，你期待你的員⼯是被訓練
過的嗎︖你期待他的戰⼒⼗⾜嗎︖還是期待他過⼀天拖⼀
天，得過且過呢︖所以軍隊是很重要的。�
我們來看⼀段影⽚,我在這個影⽚裡⾯做了⼀點剪輯。

這⼀個⼈他怎麼樣︖他的裝備是怎麼樣︖落後別⼈，不及
別⼈的。所以有些⼈你會覺得說:「怎麼辦︖我跟不上。」
跟你旁邊說:「加把勁就跟上了，加把勁就跟上了。」�
我⾃⼰發現也是⼀樣，你知道我現在的年紀，已經不

年輕了，像今年我再這樣⼦在這個營會裡，我真的發現累
了，累昏了！以前年輕的時候這樣的營會對我來說不算什
麼，可這次真的覺得不得不服⽼，真的覺得有差距，可是
每⼀次我就覺得好像有機會再起來敬拜，我就竭⼒。�
今天早上江媽媽在跟我們⼩家長講到她怎麼樣竭⼒起

來讚美，在她最沒有⼒氣的時候她怎麼樣︖竭⼒起來讚
美！跟你旁邊說:「竭⼒起來讚美！」所以不是好像說:
「我沒⼒氣，我沒辦法，我太軟弱了。」不！要怎麼樣︖
竭⼒起來讚美！竭⼒起來讚美是重要的，這就是⼀個軍
隊！這就是⼀個軍隊！�
我看到這段影⽚的時候，我就想到⼀節經⽂在《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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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14章24節：「� 惟獨我的僕⼈迦勒，因他另有⼀個⼼
志，專⼀跟從我，我就把他領進他所去過的那地︔他的後
裔也必得那地為業。」7⽉16號安通牧師（也是我的屬靈⽗
親）他在我們當中，⼀開始有分享到我的故事，我想有些
⼈有印象，他就說我過去總是逃避，因為那時候我非常的
⾃卑、非常的⾃卑、我覺得我很糟糕，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服侍神，我覺得我不配，可是我覺得07年借著這個訓練中
⼼開始，很需要這樣⼦⼀塊⼀塊地去帶，⼀塊⼀塊地去
聽，我覺得幫助我開始有⼀個能聽的⽿，⼀點⼀點的改
變，專⼀跟從神。�
你記不記得這個教官怎麼說︖我們來看這個教官怎麼

說：「徵收隊員的標準⾸要有幾個重點，第⼀個是它的服
從性，然後忠誠度、意志⼒跟團隊合作，這個是我們⾸要
的要求。」好，所以⾸要要求是什麼︖服從性、忠誠性、
意志性，還有團隊合作。另外還有⼀句話講到什麼︖無條
件服從，無限度忍耐。幫我問你旁邊的⼈:「你最缺乏哪⼀
塊︖」�
服從性、忠誠性、意志性，團隊合作，我跟你說我都

缺，以前的我幾乎很多都很糟糕，幾乎都是零，我指的是
在教會，在部隊我可能這⼀塊很厲害，可是我在教會幾乎
這幾個對我來說太難了。我常跟別⼈說:「順服不是我，我
不會去順服的。」在以前的我，更不⽤講意志⼒，我是怎
麼樣︖很隨性的，很隨性的，以前的我想要怎麼樣就怎麼
樣做。早期臺灣有⼀句話就是「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
以」，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所以為什麼我⼀定要聽
你的呢︖為什麼我⼀定要這樣堅持到底呢︖更不⽤說團隊
合作。我們教會有⼀個姐妹，她就說:「我為什麼要參加⼩
家啊︖我對別⼈的故事⼀點都沒有興趣，我也不需要讓別
⼈知道我的故事，我為什麼要參加⼩家︖」她不明⽩什麼
叫做團隊合作，她不明⽩⼩家的重要性。以前的我也是，
可是我真的覺得從我07年開始認真地聽內在⽣活以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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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點⼀點⼀點開始改變，⼀點⼀點開始改變。我知道
現在有⼀些⼈會問我，特別是我的教會，「你怎麼聆聽神
啊︖我每次聽神都聽不到。」你覺得這也是你的困擾的，
請舉⼿。好，有⼀些⼈。�
我們明天開始，也就是亞洲的禮拜⼀早上，美國的明

天下午，我會線上上教聆聽神。那我⾃⼰怎麼樣聆聽神
呢︖2013年的時候，我開始跟慕主學習寫靈修筆記，那時
候每次寫靈修筆記對我來說都是難的。那個時候的我常常
⼀個字都聽不到，每次在寫到靈修筆記的時候我就不知道
聽什麼，完全不知道。感謝主，那個時候我剛好停下了前
⼀個階段的服侍，所以等於我幾乎是很空閒的這樣，江牧
師常有時候跟我打電話，第⼀句話都是說:「利未，不要那
麼忙，多⼀點等候神。」所以我開始每⼀天早中晚都花⼀
個⼩時等候神，⽽且因為時間比較多，我就⼤量地讀《聖
經》。寫靈修筆記時，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感受，很難
寫，有些時候經⽂，特別舊約的，讀都讀不懂了，還要寫
靈修筆記，不知道寫什麼，你有這種感受過嗎︖你沒寫就
不會知道這種感受，然後更不⽤說要⽤這個經⽂來聆聽神
要對你說的話。感謝主！那時候還好有時間，我就⼀遍
讀，三遍讀，三遍讀，四遍讀，就這樣⼀直讀、⼀直讀、
⼀直讀，讀了⼗遍，其實還是不太懂在講什麼，可是就是
花時間學習安靜。讀完⼀遍安靜等候神，讀完⼀遍安靜等
候神聆聽。就這樣⼀直操練，每⼀天每⼀天每⼀天，我就
這樣⼤量地讀聖經，⼤量地等候神。兩個⽉後有⼀天我就
在家裡等候神的時候，忽然好特別，我就在等候神的時
候，我忽然發現很多的聲⾳聽得到了，我開始好像⽿朵打
開了，我開始可以聽到⼀些事情，聽到神跟我講的話，所
以我想⿎勵⼤家說，很多的時候即使你忙，可是不要忘了
等候神。跟你旁邊說:「即使你再忙，不要忘了等候神。」
更不⽤說你現在是有空的。你知道嗎︖就這樣⼦的發現。�
2015年江牧師開始海外的培育系統，我們就去當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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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跟著江牧師這樣服侍。那個操練，剛開始我們真
的……你知道那時候我們要去服侍⼀堆牧者，好像幾百
⼈，江牧師的課程跟課程中間有⼀段是休息的時間，我們
兩個⼈好像在30分鐘內要去為⼆⼗幾個牧者禱告，⼀次來
⼗幾個，然後⼗幾個禱告完，再為⼗幾個，要預⾔。你知
道為牧者誒！不是為⼀般⼈，2015年的時候真的是⾼壓的
感受。你要知道你還不能隨便亂講，你萬⼀亂講，那個牧
者說:「你經⽂講錯了」，或者「你講錯了」這樣，所以你
知道那個壓⼒好⼤噢！好⼤噢！然後你知道那時候我們慕
主好多同⼯，江牧師在講的時候，我們就在下⾯趕快背
《聖經》，我們坐在下⾯⼀直背《聖經》，那時候好像給
我們⼀些經⽂這樣⼦，就⼀直背⼀直背，你知道我們就是
從這樣壓⼒出來的。�
2015年的時候，媽媽問我說:「你願不願意幫慕主去海

外服侍︖」我就說:「好」，你知道我第⼀次去的時候也是
⼀樣，我都想說講員，以前我們跟江媽媽出去，我都覺得
講員備受尊榮，對不對︖然後總是有很好的優厚待遇。我
第⼀次⾃⼰去服侍，然後我就搭了⾶機去，然後他們就來
接我還遲到了，遲了半⼩時，我就在機場不知道怎麼辦這
樣⼦。然後接了以後就帶我坐⾞，我到的時候已經6點，他
們6:30來接我，所以晚上已經很晚。我很⼩時候就容易暈
⾞⼦，所以對我來說坐⾞坐⾶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就坐
坐坐，又這樣開了⼀個⼩時的⾞，我就已經很暈了。他就
說要吃晚餐，我就想終於有⼀頓好吃的可以吃。然後我就
下⾞，我就想「啊︖這是什麼地⽅︖」很像那種古早的30
年前的那種裝潢這樣⼦，然後我們就進去，然後他就叫我
⾛樓梯上去，就是說他現在點菜。⾛那種⽊頭的，很像已
經踩的都可能要破掉的⽊頭臺階上去，到⼆樓更可怕，就
是⼀個⼩燭臺，所以你在吃菜的時候，你都不知道你在拿
什麼菜。然後⾃⼰也很累，就想隨便吃不管了，就這樣簡
單的吃⼀吃，然後他們就說吃飽了要帶我去休息，然後就

14



又坐了⼀⼩時的⾞，然後我就發現在山裡⾯，因為他們說
為了安全把我送到山裡⾯這樣⼦。然後他們就⾛了，就我
⼀個⼈在山裡⾯，然後晚上睡覺的時候忽然發現沒有棉
被，他完全沒有給我⼀個棉被，那時候是冬天，濕冷的天
氣，不像我們這邊是乾冷的天氣，是濕冷，好像是不到幾
度，這樣我穿的⼤衣，所以那個晚上我就就是抱著⼤衣這
樣睡到早上。我去服侍4天這樣，隔天他們來，我們開始⼀
整天的聚會，就從早上服侍到晚上，⽽且那個服侍真的是
很驚⼈！我們都是早上⼀早就起來服侍，到晚上你想8點多
9點多聚會完了，然後就有些⼈說：「我想跟你聊⼀聊可以
嗎︖」剛開始傻傻都不懂得拒絕，這樣⼀聊又聊到11點，
⼀個接⼀個。然後晚上11點回到房間，覺得累昏了，對不
對︖好想洗個澡！⼀開沒熱⽔，他們終於有把棉被給我，
因為我下午跟他講說沒棉被，他們有拿棉被給我，就沒熱
⽔，怎麼辦︖昨天已經沒洗澡了，今天又不洗，⽽且今天
⼀整天的服侍，知道當兵的訓練就來了，尖叫著開始洗
澡，就是這樣⼦。所以我⼀直覺得說：「神有時候真的祢
給我們的訓練絕對不是徒然的！」跟你旁邊說：「你太輕
鬆了，你應該去外⾯闖⼀闖！」�
我在海外的服侍真的把我的潛能全部都爆發出來了，

雖然當兵已經被操練過了，但是在屬靈上⾯並沒有被操練
過。那時候他們⼀天給我安排三堂，感謝主！準備三堂⽽
已，每堂三⼩時，共幾⼩時︖9⼩時。然後他再說：「我們
的敬拜沒有⼈，你可不可以帶我們敬拜︖」每⼀堂再加上
0.5⼩時，請問我⼀天要服侍多久︖10.5⼩時。還不⽤包含
吃飯，每⼀天服侍10.5⼩時，所以我上次跟你們說過那個
笑話。要講3個⼩時的道，然後第⼀次去服侍，就想說：
「怎麼辦?」我要找江牧師求救，我不會講3個⼩時，在我
⾃⼰的教會講1個⼩時，我都已經覺得很難過了，很受不了
了，怎麼講3⼩時︖你們聽過這個笑話的舉⼿！幾個。請容
許我再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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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怎麼辦︖然後找江牧師找不到，已經要上去了這
樣⼦，總是要硬著頭⽪上，不能不上去。我就說：「親愛
的弟兄姐妹好……」我把我的速度放慢三倍，所以我1個⼩
時的道可以講3個⼩時，第⼀堂結束之後就覺得「感謝主！
總算要回去休息。」中午結束（第⼀堂）反正他就是11點
多，讓我吃飯，中午結束，我的臺灣同⼯就打電話給我，
在那邊跟我吵，所以難得可以休息又沒了。然後下午要經
過連續要6個⼩時的服侍，就知道我們就是這樣訓練出來
的。�
所以到今年暑假，因為本來以前我們《⼩先鋒》是兩

個⽉，7⽉8⽉的這樣⼦，所以安排聚會對我來說是還可
以，為了我回亞洲只能⼀個⽉，濃縮濃縮，所以我1個⽉裡
⾯有15個不同的聚會，我總共要講⼆⼗幾堂道，1個⽉不同
的。是不是會很⾼壓︖對。然後我常常⼀天的聚會是從早
上9點就開始，到晚上的9:00� 或8:00結束，每天這樣，然
後我最⾼壓的時候是連續4天要講12堂不同的道，真的是⾼
壓！可是我真的感謝主！跟你旁邊說：「有練過就不⼀
樣」！真的我們需要操練。在那個時候，我真的發現裡⾯
常常就很多的、源源不絕的的出來。�
我們來看最後⼀段視頻。�
（看視頻）�
我想請您閉上眼睛，我想問你：「你在這信主的過程

當中，有時候你會覺得你沒有辦法再繼續⾛下去了，你有
曾經想放棄的舉⼿。」好，⼿放下！「你覺得有時候你會
覺得很⾟苦，好像你渴望⼀個伴幫助你，你渴望有⼀個屬
靈的同伴來陪著你的，請舉⼿！」好，⼿放下，請眼睛睜
開！�
我⾃⼰在預備這⼀篇看這個影⽚的時候，看到這⼀段

我哭了，為什麼呢︖我想到我⾃⼰開拓教會，從2014年開
拓教會到今年剛好8年，這8年來事實上好⾟苦，我好幾次
要放棄！好幾次要放棄！特別第⼀年，好⾟苦！⼈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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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每⼀個⼈的問題，⾟苦點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狀況，
⽽是我裡⾯常常給⾃⼰很⼤的⾃責。我是剛剛說過過去的
我很⾃卑，所以我常常覺得我沒有辦法幫助別⼈，我就壓
⼒很⼤。別⼈的問題，我沒有辦法解決，我壓⼒就很⼤，
⽽你知道，⼩教會什麼事情都要⾃⼰來。我想你們聽過江
媽媽開始開拓教會的故事，我也⼀樣！會堂是⾃⼰去買來
的，然後⼀開始早上的晨禱之前，我就要早起，去把教會
掃⼀下，把椅⼦排好，然後就等著弟兄姊妹進來。所以我
需要比⼤家早起，也就⼀個⼩房間這樣⽽已。然後晚上聚
完會也是⼤家結束後，我再把整個椅⼦收起來，然後我就
打開巧拼板，你們知道巧拼板就主⽇學那個⼀塊⼀塊的，
可以這樣⼦拼起來的，這樣我就拼起來是我的床，我就再
放⼀個枕頭，我就睡覺，這就是我的家，因為你知道就⼀
個⼩⼩的地⽅，有什麼地⽅可以放我私⼈的東西︖沒有
啊。所以我就在投影儀下⾯放⼀個我的置物箱，我就把我
所有的衣服、內衣褲啊、簡單的東西就放在裡⾯，就這樣
簡樸⽣活，只能這樣⽣活。每⼀天每⼀天！可是即使那時
候弟兄姊妹很少，很愛他們，可是那時候我還是常常聽到
⼀些弟兄姊妹講說：「我沒有感受到愛，我沒有感受到被
照顧。」甚至你知道講話的那個⼈，真的讓我們全教
會……，那時候其他⼈都快覺得幫我抱不平，為什麼︖因
為我是花最多時間在那個⼈身上，我花最多的時間跟那個
⼈談話聊天，輔導他、幫助他、安慰他、⿎勵他，甚至常
常聚完會9點，常常我要陪他下去，然後他還不想⾛，他就
在下⾯跟我講到晚上11點，是這樣⼦的陪伴他。可是他跟
我說：「我⼀點感受不到你的愛。」然後離開我們教會，
你知道對我來說，少了⼀個，其實就少蠻多的。特別是奉
獻，對不對︖我教會不到10個⼈，你再少1個是不是就少很
多︖⽽且你知道從2013年，我就跟江媽媽說：「我跟你⼀
樣過信⼼⽣活。」就開始過信⼼⽣活，完全不領教會的任
何⼀分錢！⼀分錢都不領。所以對我來說，每⼀個⼈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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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啊！裡⾯很痛，可是我最痛的是什麼︖就是影⽚說的:
「很多的時候，我常常覺得你不要獨⾃去⾯對事情，其實
你要講出來！」跟我說⼀次：「我要講出來，我要懂得求
救。」�
你知道這個學員，如果他⾃⼰不講，他就⾃⼰去，他

就退訓了，就沒了。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那⼀幕?當他覺
得要退訓的時候，其他⼈起來湧著他，告訴他說：「加
油！我們可以陪著你！可以陪著你！」你有沒有看到這⼀
幕︖我看到這⼀幕我好感動！那就是我們的寫照，那就是
教會在做的事情。其實我想說的：「牧者、沒有⼈要丟棄
你的，沒有⼈要把你當做好像要讓你離開的！沒有！」我
們何等渴望我們就是⼀個家庭，我們就是⼀個家，可是如
果你孤兒的⼼你不去得醫治，你就⼀直覺得說：「沒有⼈
愛我！沒有⼈注意我！沒有⼈在乎我！」你需要講出來！
你需要表達出來！你需要讓我們知道你遇到的困難，我們
可以從這上⾯來為你禱告！保護你！我們是你的保護傘，
我們要來保護你，所以你需要的是講出來！你發現當他講
出來的時候，學員怎麼樣去湧著他，你有沒有看到這⼀
幕︖然後⿎勵他，得到⿎勵後他怎麼樣︖第⼀個沖下⽔
去，即使他掉下去，你發現其他⼈怎麼樣︖跳下去跟他
說：「有兄弟挺著你。」有兄弟挺著！你跟你旁邊說：
「你是有家⼈挺著你的！」所以我真的覺得你不要覺得
說：「沒有⼈愛我，沒有⼈關⼼我，沒有⼈疼我。」你得
把你的需要講出來，可能你講出來以後不⾒得得到你的需
要，明⽩嗎︖不⾒得照你的需要，但是你要去打開你愛的
接收器，你要知道教會所做的都是什麼︖愛你！愛你！�
我們⽣命發展教會這8年來，我常常跟同⼯他們講：

「我們有事情就敞開講，有事情就敞開講，有事情就敞開
講。」我容許他們可以罵我的，我容許他們可以跟我說，
這樣會有哪些問題的！我容許！所以我也曾經歷過⼀個長
輩，她誤會了我的意思，為了她的孩⼦，罵我罵了1個⼩時

18



電話，就在電話中⼀直罵我！解釋都沒有辦法解釋！就⼀
直罵這樣！我那時候在海外服侍，然後因為我跟⼀個牧者
住，就是⼀間，我還不敢讓那牧者去聽到這些聲⾳，不是
不敢，就是不好。不要吵到他，因為怕他要睡覺了，⾃⼰
躲到廁所這樣⼦，然後接受她的罵，還要跟她這樣⼦慢慢
講這1個多⼩時，罵了1個⼩時，然後我臺灣的同⼯聽到她
在教會罵，他還想說：「她罵誰?罵的這麼厲害！」你就知
道罵的程度是多⾼！多驚⼈！你知道那天被罵的時候，被
罵完已經快11點了，牧師跟我⼀起住的，牧師已經睡覺
了，我躺在床上，我睡不著，被罵的撞擊⼒多⼤︖有多
⼤︖棉被蓋著，在裡⾯⼀直跟神說：「主我讚美祢！主我
讚美祢！主我讚美祢！」我這樣讚美到淩晨2點，我才能睡
覺。我從11點⼀直讚美到淩晨2點，我的⼼松了，沒了，我
才能睡覺。那是禮拜四，禮拜天回到⽣命發展教會，看到
她，你知道我做第⼀件事情是什麼?張開我的雙⼿抱她，我
跟她說：「對不起！」我很感動⼀件事情，這位媽媽她抱
著我，也跟我說：「對不起你！」知道嗎︖這叫家⼈！這
叫真實的家⼈！真實的家⼈是可以敞開⼼的！跟我說⼀
次：「真實的家⼈是可以敞開⼼的」神沒有要我們戴著⾯
具的，神沒有讓你假裝的，你知道她現在是慕主最好的代
禱者。我們教會接慕主的禱告城牆，是每⼀天禱告，每⼀
天每⼀個⼈守著半⼩時禱告，我們有三⼗幾個，每⼀天
哦！例如他認領4:30到5:00，他就是每⼀天的4:30到5:00
都是禱告，每⼀天的。這位媽媽她認領6:00到6:30，你知
道那是吃飯時間?很不容易的對不對︖我就上次說過，每次
聚餐的時候，就看到她會說：「6點了，我該站城牆了。」
她就轉⼀個身，就沒有跟我們聚餐，然後6:30轉回來吃
飯，守著禱告城牆，我們就幫她把菜放好，我們她的另外
⼀個親戚是從5:30到6:00，所以他們常常兩個輪流，他就
禱告完就轉過來，就說換你了，然後就轉過去。�
你知道家⼈是敞開的！是敞開的！所以家⼈們我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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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要這樣講︖我⾃⼰還蠻喜歡花時間禱告的，我在為教會
禱告的時候，感受到有⼀些⼈，其實你被事情影響了你，
被事情影響了你的⼼，事實上呢︖你的⼼應該可以往前
的，可是這些事情抓住了你，使你裹⾜不前，然後仇敵又
⼀直來攻你的思想，讓你常常想到這些事情就很⽣氣，很
憤怒。不，我剛剛分享過這個媽媽罵我，我並不是在想到
說，我回去怎麼罵她，我回去怎麼說她。我不是這樣想，
我剛剛說過我是怎麼樣︖我來到神的⾯前讚美、讚美、讚
美！在要遇到她之前，我跟神說：「神把祢的愛充滿我，
讓我可以⽤祢的愛去擁抱她。」我是這樣操練的，「讓祢
的愛充滿我，讓我可以去擁抱她。主讓我不是計較她的
惡，不是計較她對我的不好。」我可以有誰的愛?主耶穌的
愛！主耶穌的愛充滿在我的裡⾯，好叫我可以去愛她，這
是內在⽣活，這是內在⽣活。�
很多時候，不是可能我們說到這些事情，我就覺得

說：「我要開始遠離你了，我要開始跟你有距離了。」甚
至我開始對教會有距離，覺得我受傷了。家⼈們當我在為
教會禱告的時候，我感覺到教會有些⼈是這樣⼦，今天下
午是⼀個機會，我覺得神要開始恢復，讓你知道我們是⼀
個「家」，這個「家」雖然不完全，但是這個「家」是接
納你的，我們是彼此接納的。這個「家」雖然不完全，但
是我們是⼀直往前的，甚至於你不要有⼀種⼼態覺得：
「我是拖油瓶！我是拖累⼤家的！」不！如同我剛剛講，
我們會牽著你的⼿⼀起往前⾛的！只要你告訴我說：「我
需要求救，我沒有辦法再往前跑了，我沒有辦法再往前跑
了。」我們會牽著你的⼿⼀起的往前跑！�
� � 好吧，我們⼀起閉上眼睛，好不好︖把⼿放在你的

⼼上，你問主說：「主啊！我把我的⼼交給祢！」你說：
「主啊！我把我的⼼交給祢，是祢在掌管我的⼼，不是我
在掌管我的⼼，主真的讓祢的話語成為我的⼒量！主祢
說：‘舊事已過都成為新的了，舊事以過都成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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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祢幫助我，不要再⼀直抓住過去的事，主讓我交給祢，
讓我放⼿，我放⼿！主要祢幫助我！祢看我是美麗的！祢
看我是美好的！我要看我旁邊的、教會的每⼀個⼈是美好
的、是美麗的、是好的，主祢真的改變我的眼光，改變我
的眼光，讓我有祢的眼光，有祢美麗的眼光。」好不好︖
你何等需要神的眼光的，請你舉起⼿，你跟神說：「神我
要恢復，我要恢復有這美麗的眼光，我不再看教會是惡
的，看教會我旁邊的⼈是惡的，我不活在過去，不再活在
過去的世界裡⾯了！主我要新的！新的！」「若有⼈在基
督裡，他就是新造的⼈，舊事已過，都成為新的了」好不
好︖我們⼀起起⽴，我們來到神的⾯前，我們也⿎勵你來
到神的⾯前，你跟神說：「神幫助我，讓我的⼼恢復，讓
我的⼼恢復起初愛祢的⼼。」好不好︖�
我們是家⼈，今天牧區剛開始分，好不好去找你的牧

區的⼤家長，我們圍成⼀個圈。你還沒有在牧區裡⾯的請
舉⼿，好不好請我們的招待同⼯儘快的幫助⼤家。，都有
嗎︖好不好你跟你的區牧師圍成⼀個圈，我們真的彼此⼀
起來敬拜，我們是⼀個家，我們至少從牧區開始，也許我
們沒有辦法⼤家全部都圍在⼀起，但是我們至少從牧區開
始，你不是孤兒，你不應該是孤兒的，你是有家⼈的，你
是有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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