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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家人好！上禮拜弗朗西斯陳講到什麼？跟我們分
享到他怎麼樣在他16歲的時候他愛上耶穌。好，15歲的時
候他愛上耶穌。江牧師16歲的時候她認識耶穌，我自己也
是在16歲的時候開始教兒童主日學，所以真的在年輕的時
候就能夠來愛上神是很幸福的事情。所以我真的覺得我們
教會真的禱告，下一代一定會一直起來，能夠一起來服
侍。�
那現在教會在聽《雅歌總結》我們這一次聽到第十

五，好聽到第十五，那整個的舊約《雅歌》這一卷書都在
講到，從開始到結束，幾乎都在講到服侍，都在講到服
侍。但是還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這個服侍是什麼服侍？
愛的服侍充滿了愛的服侍。�
在《路加福音》15章這裏很特別，有一個故事，這個

侍奉在你我身上都有可能會發生，就是大兒子的服侍。大
兒子的服侍是怎麼樣？我們一起來讀這個讀經文，請。
《路加福音》15章28-32節：“大兒子卻生氣，不肯進去，
他父親就出來勸他。他對父親說：‘我服侍你這多年，從
來沒有違背過你的命，你並沒有給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
朋友一同快樂。但你這個兒子和娼妓吞進了你的產業，他
一來了，你倒為他宰了肥牛犢。’父親對他說：‘兒啊，
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這個兄弟
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們理當歡喜快樂。’”
你對這大兒子小兒子的故事，你蠻熟悉的舉手，幫我看一
下，所以幾乎基本上大家都熟，你覺得你蠻像大兒子的舉
手？還沒講的時候先來問一下。�
這個大兒子的侍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什麼？他遵不

遵守命令？遵守。好，但是他的命令裏，他在這個遵守服
侍裏面，他比較長的是怎麼樣？他不在愛裏的侍奉。�
我就用我自己失敗的例子來跟大家分享。我用了簡單

的幾個詞概括：“事情增多，眼光改變、責任增多、心轉
變、優先次序錯了，愛神的心就漸漸的減少了。”�
我想有些人知道我從去年，雖然是疫情，但是我仍然

來美國兩次。很多人都說：“你這個疫情你還敢搭飛機
啊！”因為那時候很多人是在飛機上染疫的。所以你知道
我們第一次搭飛機，我看到真的所有人都真覺得是世界奇
觀，你這真的每個人搭飛機都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情況，特
別是第一次搭飛機，我旁邊的女生十幾個小時不吃也不
喝，然後也沒有上廁所，好厲害，就一直坐著這樣子，我
就覺得：“哇！”兩次，而且最不容易的是每一次回去要



隔離15天的防疫旅館，所以為了來兩趟美國，回去就住了
兩個15天的防疫旅館。所以你說我愛不愛媽媽？愛，對不
對？我也認為我很愛，所以我過去我來，就認為我是來幫
媽媽分憂解勞，是來幫助媽媽這樣子。�
可是今年來了以後，事情增多、眼光轉變，責任增

多、心轉變。當我今年來的時候，我就是開始負責對外特
別是亞洲地方的服侍，然後再加上我們有新的一個利未牧
區，我們的牧區人很少，可是我們卻要做很多、很多的事
情，應該說服侍的人變了很多這樣子。�
剛開始我們接手的時候，每一天的亞洲晨禱，那時候

大概每一天60~80個人，亞洲的週一到週五，你們猜現在多
少人？現在每一天500多，甚至於最近600多，你看短短從
我們7月6月7月接手到現在增加這麼多，所以事情有沒有增
加很多？增加很多。然後責任，因為我現在有牧區，我需
要照顧牧區的人，還有一些事情，自己感覺到自己責任好
多這樣子。再加上有時候有人會跟我講說：“你要來幫助
Steven，要幫助Steven”，所以那個做哥哥的責任感又起
來了，不只要幫媽媽，還要幫弟弟這樣子，所以責任感起
來，你知道嗎？我漸漸的我就變了。�
在《創世紀》13章12節，有一句經文說：“......羅

得住在平原的城邑，漸漸的挪移帳棚，直到索多瑪。”他
漸漸地挪移帳篷，你知道我就發現我的心漸漸的就變了。
我本來是要來幫助媽媽的，我開始在我的生活當中，我開
始有很多東西我在跟媽媽對話，甚至我慢慢不懂媽媽的
心，我不懂媽媽的心，我開始跟媽媽會有一些爭執，甚至
我常常覺得我要跟媽媽講這件事，講那件事，講這件事。
可是我已經忘記，我應該去瞭解媽媽的心，領袖的心，我
忘了。我的心開始轉變了，我的眼光開始一直在注意這些
事情，我已經慢慢不再是，好像以前我就覺得媽媽的事，
媽媽告訴我什麼，我就開始去做，我開始更多的是注意事
情，而我忘了媽媽的心。�
更慘的第三個，優先次序錯了、愛神的心漸漸的減少

了，什麼意思呢？你知道我後來到這邊以後，我變成我早
上一起來，眼睛一睜開，我就先去看手機，看看亞洲那邊
有沒有找我，然後處理完所有的事情才來等候神。我的次
序錯了，我的次序錯了！我已經忘了神是最重要的！�
而且我自己在禱等候神的時候，你知道很誇張，我真

的每一天在等候神的時候，我現在開始比較多，就是這
樣，主耶穌這件事該怎麼辦？這件事該怎麼辦？這件事該
怎麼辦？這件事該怎麼辦？......我的等候都像是在求
問。我的心變了，變得像大兒子一樣，那個愛已經慢慢的
不見了。�
有一天我在牧區晚禱的時候，照例我們後面有半小時



等候神，就在那邊等候神的時候，忽然一句話進來：“你
在做什麼？”你知道那個沒有人跟我講，是神跟我講說：
你在做什麼？對啊，我在做什麼？我在做什麼？我發現我
真的變了，我趕快回來重新的跟神注視神，跟神悔改，我
跟神道歉，我說：“主對不起，主我對不起，我變了，主
對不起，我要再來把優先次序弄對。”當我在那邊等候的
時候，神跟我講了一些話，就開始把它記下來。隔天早上
我一起床的時候，我就在床上坐在那邊等候神的時候，神
就跟我講說：“孩子你的心變了，你的心變了”，我就再
次再跟神悔改，我說：“主對不起，主對不起，我真的慢
慢的讓這些事情，讓生活改變了我，我慢慢我的心變了，
不再是這樣的以禰為中心了。”我很感謝主，當我悔改的
時候，我也跟媽媽道歉，我發現真的當我這樣子調整以
後，這兩周我跟媽媽的互動，還有我自己的生活，我就發
現我變得不一樣，好像過去的利未回來了。�
為什麼我要這樣說呢？在現在這個世代裏面，會不會

很多弟兄姊妹，你的公司開始常常需要加班？你會不會開
始常常覺得社會上的變動很大？你會不會開始變得跟我一
樣一直在忙事情，甚至於你對家人的服侍，你對教會的服
侍，或者對弟兄姊妹的服侍都慢慢像大兒子一樣了？不再
是以愛在裏面，而是好像只是一個責任感。同樣的會不會
你也會跟我一樣一早醒來，你就先想公司今天好多事、好
多事？我們因為太忙，我們會被漸漸的，而只是在盡一個
責任，那個愛，愛慢慢的就失去了，甚至於開始有了抱
怨。你知道嗎？這樣的心不是一個兒子的心，是一個奴僕
的心。�
所以你看大兒子他怎麼說？他說：我沒從來沒有違背

過你的命，我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命。接著講到你並沒有
給我一支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樂。你有沒有發現他
完全不懂父親的心？他認為他在盡責，我在做好事情，可
是我卻沒有懂得這個父的愛，父的心，而新婦是怎麼說
呢？�
我們來看新婦是怎麼說，我們一起來讀《雅歌》7章

11-� 12節：“我的良人，來吧，你我可以往田間去，你我
可以在村莊住宿。我們早晨起來往葡萄園去......”這個
“葡萄園”指的就是神的禾場，你看新婦說我的良人來
吧，你有沒有發現她的服侍都是跟著良人一起去。來吧，
我們一起來服侍。來吧！我們一起來看看現在教會如何。
來吧！我們一起看看弟兄姊妹現在靈修生活如何，來吧！
我們一起做這件事情。這個新婦的愛，她總是跟著良人
說：“來吧，我們一起，我們一起！”那麼的充滿了主動
並且充滿了愛。�
你知道當你更多的在愛裏面的時候，你的服侍，你的



服侍會不一樣。在利未牧區，我每個禮拜會為我們的小家
長禱告，為他們的家人禱告。我在禱告的時候也包含有時
候我會為教會禱告，我就感受到父母裏面的對兒女的擔
憂、擔心、掛慮，所以我就跟媽媽提了：“我們可不可以
有一些人，我們一起來為兒女禱告？”所以上次Steven牧
師有提到這樣的一個為兒女禱告，第一周就有見證，而每
一周、每一周都會有見證。�
當我們在愛裏的侍奉，你會看到神開始做得很美。你

知道對我而言，這不是多一件事情，而是我去明白阿爸父
的心，對我而言，這不是一個被交付的任務，而是我可以
從禱告去感受到神的愛。�

《雅歌》2章4－5節接著講到：“他帶我入筵宴所，以
愛為旗在我以上。求你們給我葡萄乾增補我力，給我蘋果
暢快我心，因我思愛成病。”看著你旁邊跟他說：“因要
為神，思愛成病”，你幫我問你旁邊：“你有多久沒有思
愛成病？”思愛成病，愛到一個地步，想念到一個地步，
不能沒有祂。來，你不能沒有什麼？你不能沒有什麼？你
幫我問你旁邊：“你不能沒有什麼？”你有沒有發現我們
很多東西都可以有，但是我們對於等候神可以不用有。�
我們今天也有人在講看電視，看視頻網站很多時間，

但是讀經沒有時間，看影片，他說一篇可以接一篇再接一
篇，然後讀經我沒有時間，讀經，我最近忙到忙透了。不
能沒有，因我思愛成病，你有沒有到一個地步，你真的思
愛成病，思想神覺得不能沒有神，不能沒有神。�

《雅歌》第3章節的2-4節講到：“......我要起
來......尋找我心所愛的。”你們看見我心所愛的沒有，
我剛離開他們就遇見我心所愛的。跟你旁邊說：“起來，
尋找心所愛的，你要起來尋找心所愛的，”你知道嗎？那
個“起來”就是一個動作，“我要起來！我要起來！我要
起來！”如果你已經知道你最近的狀況光景不好，你更是
要起來，好不好我們大聲說：“起來，往教會來行走吧！
起來，回到母堂聚會吧！起來回到實體聚會吧！”你應該
常常告訴自己：“起來！起來！我要做對的事！我要做對
的選擇！”這是一個重要的，“起來尋找我心所愛的”。
一個基督徒的一生的歷程，就是需要更多的來追求愛，更
多的被神的愛充滿。�
你知道當我們一信主的時候，神就把我們遷到祂愛子

的國度裏面，在祂愛的國度裏面一直的成長，所以基督徒
我們很需要知道我們追求的方向跟標杆，你不是因為信主
以後我多知道了一些神的知識，信主以後我多參與了一些
服侍，我更多的學會了傳福音，或者我更多的參與服侍，
這些都很重要，但是這個過程中有一個更重要的，就是我
們要一直的跟神說：“主啊，我要更多的認識禰的愛，我



要更多的被禰的愛充滿。”我們如果不是在這個愛的道路
上，有一天你就會發現，我們慢慢就不想服侍了，甚至於
你可能會癱在床上，甚至你會覺得說連聚會都不想去參加
了，為什麼？因為服侍對你來說變得只是一個責任，而進
入到累。一開始你就會覺得很累很累，甚至你看到別人為
什麼服侍那麼少，我卻要服侍這麼多？你就像大兒子一
樣，開始什麼？抱怨了。�
所以我們當中會不會有些人覺得我的服侍已經夠多

了，甚至於我的服侍已經滿了，沒有辦法再多了，甚至我
沒有辦法好好的把家人照顧好，自己親近神的時間也沒有
了。你知道嗎？有時候神並沒有每一件事情要我們都要
做，我再說一次，不是每一件事情我們都要做。�
我一樣講一個我自己的事情。上一次我曾經提過我去

國外宣教，他們對我，我說過並不好對不對，讓我住啊、
生活的並不好這樣子，甚至他們給我的費用連我的機票錢
都不夠，為我的奉獻連機票錢都不夠。第一次我去的時
候，他們覺得很棒，還沒結束，第二天早上就跟我說：你
可不可以再來？你覺得我要不要去？當然不想去啊，但你
知道人很詭詐，所以我就跟他們講說：“我回去禱告一
下，我再告訴你。”那是我們教會剛建立第一年，我回去
臺灣以後，就跟我同工說：“來你們幫我仰望，我要去某
某地方，你們覺得我要不要去？”我說一周如果沒有你們
都沒有仰望我們就不去了，看多詭詐。因為我知道我的同
工大家都會跟我說沒有領受到，所以我就知道我不要去。
但是第二天早上，我一起來我在那邊親近神的時候，裏面
就一句話進來：“孩子你願意為了我去嗎？”主耶穌太聰
明的，這樣一講我就不敢說什麼，我就打電話給同工說：
“不用禱告了，不用禱告了。”“怎麼了？我們還沒禱告
出來”，我說：“我知道你們不會禱告出來的，但是神已
經跟我說：‘我願意為祂去嗎？’”我說：“好！我願
意。”�
你知道第二次我就去，所有東西，各方面還是沒有很

好，包括他們給我的費用也還是不夠，連機票錢都不夠。
但是第二次結束後，他們也是一樣又跟我講，希望這一次
變成巡迴好幾場去帶聚會這樣子。因為我已經有第一次經
驗，我就想主耶穌大概會說：“好”，我跟對方說：“好
好好。”我這次沒有再說我回去仰望，我就說：“好好
好。”然後聽他說之後的規劃要怎麼樣。我回去之後，自
己也沒有太多的想法，有一天我在等候神，我在為這件事
情禱告，就是為接下來要去這裏服侍來禱告的時候，裏面
忽然有個“禁止！”禁止？我想我會搞我會搞錯了，“禁
止不要去”，我就再問主，再一次等候神再問主，裏面還
是禁止。我就打電話給對方，我說：“對不起，這一次的



服侍我可能沒有辦法去。”對方就很生氣，他說：“不可
以，我們已經都跟很多教會講好了，你要巡迴這個點、這
個點、這個點......你不可以不去。”後來我就說：“我
再禱告一天，我隔天跟你講。”我掛完電話以後我再來跟
神禱告，裏面還是禁止，所以第二天我打電話給跟他講的
時候就說：“對不起，對不起，我真的沒有辦法去。”結
果被對方破口大罵，覺得我怎麼可以這樣子不守信，什麼
的，甚至說要去告到慕主去這樣子，我就承受，我就承接
裏面就一個禁止叫我不要去。你知道嗎，神真的保守我，
他們後來就請了另外一個講員，第一場聚會的時候，員警
就去進來，把負責的牧者抓走，關了很多年。�
很多時候我們在愛裏的服侍，不要認為每一件服侍，

只要人家跟我講，我就要說yes(好)。我也聽過一些弟兄姊
妹就說：“只要人家跟我講，我都要說yes（好）”，跟你
旁邊說：“要問神！”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每個服侍都是
對的，不是的，你要問神，你要求問神。這是我自己的例
子。你知道嗎？那時候我聽到以後，我真的很感謝主，我
說：“主還好，你保守我，還好你保守我。”�
拒絕是需要勇氣的對不對？而且你要知道那個壓力，

那個壓力。第二個你會發現很特別，我已經連續兩次我不
想去，我問神神都說什麼？Yes（要去），可是第三次的服
侍神卻對我說：No！（不要去）所以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我們在服侍裏面，我們要常常的跟神連接，不要覺得我這
已經固定了，神一定會這樣子，一定叫我一直做下去，我
覺得要留意每一次一直的求問神。所以我裏面對神的愛為
什麼會越來越增多？因為真的我看到神是這麼細膩的保守
我們。�
同樣的，《雅歌》7章12－13節：“......我在那裏要

將我的愛情給你。風茄放香，在我們的門內有各樣新陳佳
美的果子;我的良人，這都是我為你存留的。”你裏面的
愛，你對神的愛有裏面，因為你這樣的侍奉越來越增加，
有沒有？你對耶穌的愛有沒有像這位新婦一樣，在那裏我
要將我的愛情給禰。�
剛開始幕會的時候，有一個需要，其實對我來說並不

容易，因為時間是禮拜天的晚上，有時候我們主日聚完會
以後，12點接著忙教會，然後我需要搭兩個多小時的車，
到一個地方去服侍他們的晚上聚會，然後服侍完我再回到
我的地方，常常回來都已經半夜12點。對我來說並不容
易，可是我自己在禱告的時候裏面很清楚：“需要去”，
所以我就去。你知道很特別，那時候有一個小男生，小學
三年級9歲，我每次去我就一個感動要抱他這樣子，所以我
每次看到他我就會抱他這樣子。那時候我是傳道，有一次
他就跟他媽媽說，他說媽媽我跟你說：利未傳道有噴香



水，我就想他媽媽有一天跟我講，因為他們有一天他媽媽
靠近我，她說：“利未傳道你有噴香水嗎？”我說：“沒
有，怎麼了？”然後她就說：“我兒子說你有噴香水”，
我說：“真的嗎？”然後因為她兒子說我每次抱他的時
候，他都聞到香味，他都聞到香味，你知道我後來就瞭
解，哇，真的是神馨香的味道。我只覺得我身上有汗臭味
不會有香味的，所以我就開玩笑說，我的汗是香的。不！
神馨香的味道，風茄放香。真的你跟著神有時候去一些地
方服侍，你知道真的會有馨香的味道。�
還有那個時候你知道我們常常在做1萬營會。我們教會

快要1萬營會，順便預告一下，1月我們就會有1萬營會。你
知道1萬營會裏常常會有孤兒的心跟兒子的心，常常就是哭
啊，哭啊......你覺得你有沒有孤兒的靈，孤兒的心在你
的身上？這麼少。你知道嗎？每一次那個聚會，哇！那個
孤兒的心，那個神釋放。我一次去服侍的時候，有300個青
少年，我們不知道住幾天這樣子，所以呢我等於身兼數
職。我又是執行官，執行官就是管這300個人吃飯、生活這
樣，我又是講員，我又是服侍者，就是我要去服侍他們這
樣。你知道那時候常常在服侍他們，真的！神的愛，神真
很愛這一群孩子、青少年，他們是16歲到22歲，300個人。�
我為什麼說真的被苦待哦，你知道剛開始只跟我講

說，我只要去講就好了，去講就好。然後我問有多少人？
他說大概100多人這樣。可我一到現場，他跟我說300個
人，隔天就要開始。一共300個人，然後我說時間表呢？沒
有時間表，給你自己規劃。那同工呢？沒有同工。還好，
我還帶了3個大學生跟我去服侍，所以我們4個人要搞定300
個人。所以我呢早上6點多就要起來去叫所有的孩子準備起
床，然後晚上睡覺還要去看所有300個孩子睡著了沒，我才
能回到房間睡覺。再加上我上次說過，洗澡沒有熱水，只
有一個人的熱水。我們是兩男兩女嘛，所以我跟另外一個
同工每天要剪刀石頭布，贏的人先洗澡，第二個人就要洗
冷水澡，就要邊尖叫邊洗澡的。�
300個人。可是你知道神好奇妙！因為我說過，他們沒

有跟我講時間表要我排，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每一天怎麼
辦。我是一個很重睡眠的人，可是你知道神很奇妙！那陣
子，那幾天我就大概四五點就一個聲音就是說：“起床
了”，然後我就起來，一看4點多，然後我就坐在那邊等候
神，就這樣等候神大概一陣子，然後就開始時間表鐺鐺鐺
就出來了。我就跟神說：“神，等一下。”就趕快去拿筆
記本電腦開始打字，就把一天的行程鐺鐺鐺的全部都敲出
來，然後要怎麼做也是這樣，清清楚楚。我們的神棒不
棒？很清楚！很清楚！�
你知道那一次真的給他們所有的牧者嚇到！300個孩子



吃完飯，30桌吃飯，然後我自己要吃飯，我還要管他們吃
飯，給他們作規定，什麼神都教我。吃完飯，你相不相
信，所有東西沒有廚餘，地上乾乾淨淨。然後呢，300個碗
怎麼洗？你知道嗎？他們是各組要認領，還要贏的人才能
洗碗，洗碗要洗一小時，40個人要洗一小時，而那個洗碗
還要剪刀石頭布，要贏的人才能洗碗，特不特別？誰會願
意呀？可是他們就是這樣，每一組都要搶著洗碗。�
愛！那個裏面對神的愛、被神的愛愛到。然後聚會當

中前面敬拜，敬拜完地上都是一灘一灘水，一灘一灘水，
為什麼？是那個淚水、那鼻涕。我真的那時候剛開始服侍
神，真的壯大我，還好，我從小在菜市場長大不怕髒的。
我第一次要去抱一個年輕人，我要抱他的時候，我就裹足
不前。為什麼？你知道嗎？他就這樣鼻涕到這邊。我就
想：“主耶穌，我要抱他”，他哭的那樣，後來呢我只好
拿個衛生紙把他鼻涕弄掉，然後就抱著他。結束後，我這
一片全濕，鼻涕加眼淚，接著要去服侍另外一個人。怎麼
辦？不能再抱這邊就往另一邊抱，接著這邊又濕了。所以
那陣子我衣服常常是這邊濕完那邊濕，交錯著濕的，所以
那衣服常常都是馨香的味道，各種味道都有。每天回房間
身上各種味道都有。馨香，你知道真的！他們這樣好大的
得著主，好大的得著主。�
有一次一個孩子他聽錯了，因為我去聚會都有先跟他

們講今天是幾歲到幾歲，結果他聽錯了，但他很渴慕！你
知道他坐了5天4夜的火車，單趟哦！來聚會坐了5天4夜的
火車。我就想說：主耶穌啊，哪有來錯了，因為我那一次
帶比較小的國高中生，他是20多歲的，怎麼辦？我就覺得
聚會內容講的都比較不是他的需要。他是在農村裏面生活
的一個年輕人，他回去要坐5天4夜，只為了來參加利未的
三天特會，渴不渴慕？然後你知道我在講的時候，其實我
在講的時候就會覺得對他很不好意思，很不好意思，因為
講的都比較是國中。所以最後一天我就跟他講說：“好不
好，我為你禱告。”他好感動！他就抱著我。你知道一抱
我，就覺得：“誒呦！主耶穌啊，我腰要斷掉了。”那個
太熱情了，哇！然後真的感覺要斷了這樣，然後呢抱個20
分鐘，同工以為抱3分鐘他就結束了，所以同工想說,我待
會還要講一些話，我一直跟同工說：“還沒辦法，還沒辦
法......”抱又哭。這樣給你哭個20分鐘，你就知道為什
麼很濕，哭個20分鐘，要不要試試看？絕對充滿了馨香的
味道。你知道嗎？就是這樣子。可是呢，他好得著！他跟
我說謝謝！他說他從小生下來就沒有父親，他說他那一
次，我這樣子抱著他，他感受到好濃厚的愛，好濃厚神的
愛。所以他是帶著滿滿的愛回去，再搭5天4夜的車。然後
我在他上車之前趕快買了一些食物給他，我說車上可以吃



好一點，照顧自己。�
� “風茄放香，在我們的門內有各樣新陳佳美的果子；

我的良人，這都是我為你存留的。”� 所以在你的服侍你有
多少是為著良人呢？是為著良人呢？你知道這樣的一些服
侍，我講的這些服侍，我都沒有被要求的，都不是人家要
求我要去的，只是因為什麼？因為什麼？愛！神就問我
說：“孩子你願意嗎？你願意嗎？”所以這個新婦呢，她
就結出了很多很多的果子，而且呢一直的不斷的有果子一
直結出來，不論是生命的果子，不論是靈魂的果子都會結
出來的。�
所以你留意一下當你在服侍的時候，我覺得神也跟我

們講一個很重要的，我們來看《路加福音》17章第10節，
當我們在服侍的時候，神教我們說，我們在外面服侍回
來，做完工以後，我們要怎麼跟主人說呢？主人你還有什
麼吩咐沒有？“... . . .所作的本是我應分作的”。
“......所作的本是我應分作的”。所以你知道在那幾年
這樣服侍，我從來不會覺得我很了不起或者很什麼，我從
來沒有這種感覺，我都覺得：主，這是我應當作的，這是
我應當作的。�
剛剛講到我自己的這大兒子的例子。你知道我的心是

愛主的，我也很愛我的屬靈母親，可是漸漸的在服侍裏
面，我的眼光都在事情上面，我單純的愛不見了，甚至於
我會為了這些事情來爭執，來比較，所以我們一定要留意
這些事情。�
內在生活為根基，接著建立第一支軍隊。所以內在生

活為根基，講到主在我的裏面，我在主耶穌的裏面，葡萄
樹與枝子的連接，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根基。接著講到第一
支軍隊，這個第一支軍隊有一個任務，就是每一個人很清
楚自己的角色，很清楚自己的任務，不爭競、不嫉妒、不
比較，而且階級分明，並且不過分敏感。也就是我知道我
的任務，但是我對這個階級我不敏感，而且你很清楚自己
在這個季節上面，神給我的任務，祂要我做的事情。�

“不知不覺，我的心將我安置在我尊長的車中”。
“我在那裏要將我的愛情給你”。你知道尊長的車子是一
直的什麼？往前的，一直的往前進的。所以信主以後你我
的服侍都會怎麼樣？越來越多，越來越多。服侍的量會怎
麼樣？越來越多，越來越多。但是我們可不可以像新婦一
樣，我們跟良人說什麼？不知不覺我的心一直的安置在我
尊長的車中。當我服侍越來越多的時候，我的心仍然可以
一直的在尊長的車中，在那裏將我的愛情給禰。�
生命發展教會在4年前，我們開始走五重執事，而且人

人皆祭司，所以每一個人我們自己有自己的崗位這樣子。
後來呢，教會這邊推動24期的禱告，我們臺灣生命發展教



會也接到一個任務，就是我們負責美國半夜的時間，也就
是美國� 12點還是1點開始，我們教會就開始有人站城牆，
然後站到早上5點，好，應該是5點這樣子。我們教會因為
人很少，所以就變成每一個人每一天都要站，我們那是自
願的，願意的每一個人都要站。�
我上次有說過有兩個媽媽的見證，不知道你們是否還

記得，七十幾歲的媽媽。你知道等於我們臺灣是亞洲時間
是4:00-7:00，或者有時候到8點，剛好都遇到晚餐時間。
你知道這兩個媽媽七十幾歲的，她們怎麼做呢？剛好她們
兩個是孤兒、是親戚關係，一個就是5:30-6:00，一個就是
6:00-6:30。你知道真的常常讓我很感動，常常讓我很感動。
她們看重，她們看重！每次我們去吃飯，然後或者我們去
外面參加一些活動，你就看到，時間一到，她就一個人淡
淡的走到旁邊；或者如果我們在吃飯，她就會轉身開始禱
告城牆，然後到6點轉回來拍拍旁邊的人，她旁邊就再轉身
去禱告城牆。我都覺得好感動！好感動！�
另外，我們教會有一個70多歲的一個長輩，他也是4年

前受洗，他受洗後也加入了我們的禱告城牆。剛剛那兩位
是姐妹，這一位是弟兄，他是一個退休的企業家，以前自
己開公司。你知道嗎他好看重時間，而且他覺得這是跟神
的約定。�
有一次我們去泡湯，臺灣有泡溫泉，我們就泡一泡，

泡一泡就想他怎麼不見了？後來我就去找他，原來他已經
提早起來，洗漱完畢穿好了。因為他說：“我感覺我穿泳
褲跟神禱告城牆，有點不爭氣。”所以他就已經穿好了，
自己就在泡湯的旁邊這一個角落，就在那邊禱告城牆。甚
至於他出去玩，他去澎湖，澎湖有時候會推免費的、便宜
的機票，你知道便宜的機票時間剛好又是他禱告城牆時
間，他為了禱告城牆，寧可不買特價票，他去買一個全
票，那個時間是不會跟禱告城牆沖到的。感不感動？將我
的愛情給禰。他把他最寶貴的、最重要的來給神。你知道
神真的都在紀念。他信主以後，他的岳母很難溝通，很不
容易，他每一天跟他的妻子為了岳母禱告4年，從他們結婚
開始這樣，就每天禱告，每天禱告。他就有時候，岳母很
不講理，很不講理，然後又很堅持這樣子，所以他有幾
次，他都跟我們在講到說：“我們這樣禱告還有用嗎？”
感謝主，我們就彼此鼓勵說：“加油！可以的！”剛過的
這個禮拜，我們聽到他的岳母決志要受洗了。棒不棒？他
這樣子一直、一直、一直，抓緊每一個時間跟著神來服
侍，抓緊每一個時間跟著神來侍奉。�
為什麼我要講這個？關於服侍，我就聽到有些人講

說：“哎呀，我年紀大了，我該退休了；教會不要永遠都
叫我做，我做了夠久了；年輕人這時候該你了。”我很想



問說，你有這種心態的舉手。不對的。你要知道，我們教
會的每一個人，人人皆祭司，人人皆祭司。所以，當如果
你覺得你已經年紀大了，你就像我跟他們講：“禱告城牆
可不可以？為別人禱告可不可以？關懷人、聯絡人、關懷
人可不可以？”可以的，你可以做的。所以，我剛剛講到
都是我們教會七十幾歲的長輩，他們怎麼樣將他們的愛情
獻給神。�
同樣，我也講我自己職場的部分，我先用我自己的例

子。我剛開始出來工作的時候，我跟神禱告，我說：“主
啊，我週六聚會時間我絕對分別為聖，沒有什麼可以影響
我，我一定要分別為聖”。那時候有一陣子，神帶領我到
補習班工作。你知道補習班6日都是最多的，而且那時候我
們的薪水不是月薪制，不是一個月固定的薪水，是我教多
少課我就拿多少錢。所以6日是什麼？最多的。但是因為我
跟神允諾，我說：“神哪，我6日絕對不教，我要把愛情給
禰，我就是教1~5”。所以那時候每個月的薪水其實是很少
的，很少的，因為課不多，可是我就堅持住，我就堅持
住。你知道好奇妙，一年後，神就讓我遇到了一個連鎖補
習班，應徵上一個連鎖補習班的。所以那連鎖補習班這一
家、這一家、這一家，這樣教它的連鎖的下麵就很滿，我
的薪水從5位數字直接增到6位數字，神給我5倍的薪水。我
真的覺得神不虧待人！跟你旁邊說：“神不虧待人”，你
為神所做的一切，神不會虧待你的，你為神所付出的一
切，神不會虧待你的。�
我們來看《羅馬書》13章8節，接著講到：“凡事都不

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
完全了律法”。這“虧欠”兩個字，在字典裏面講到是一
個欠缺，或者是一個不足的意思。所以用到做事有虧欠，
就是指的你在處理事情上面有缺失、不完全。而用在虧欠
人上面，講到是欠人的人情，或者欠人的債務。�
那我自己呢我真的覺得，我常常跟神說：“神哪，開

恩，可憐我這罪人”，我深知我是一個人何等軟弱的人。
我想7月份安童牧師在這邊，我的屬靈父親有提到我，他就
說我過去，他跟我講要我做什麼時候，我總是什麼？逃，
不願意。為什麼？因為我非常的自卑，我覺得我沒有什麼
才幹，沒有什麼恩賜，我也不太喜歡跟人家互動。但是我
知道神愛我，沒有認識神的話，我真的不知道我現在在做
什麼，甚至我不知道我現在還有沒有活著。為什麼呢？我5
個月的時候，我就生了一場大病，那個病到我的身上，醫
生要抽血，抽出來是白色的，沒有血色，所以我的脾臟是
有問題的，我的脾臟是有問題的。那後來感謝神！神救了
我。那我也說過我從小就是體弱多病，所以我連搭臺北市
公車都會暈車、都會吐，只是市區公車我都會吐，你就想



更不用說坐轎車、坐遊覽車，更不用說現在做什麼飛機。
你看，神如果沒有救了我，我真的活不了。�
那更別說我後來開始去宣教以後，常常要做這個，做

這個，做這個......我有一次，禮拜天一大早5點就到機
場，因為要搭7點的飛機，我下飛機以後，因為自己要到另
外一個城市，我就要先從機場轉公車，然後到他們的火車
站，再從火車站坐火車到下一個點，再從下一個點出來以
後就要坐市區巴士，然後到他們的飯店，然後再從飯店走
路到他們的教會。�
你知道我坐到巴士的時候，巴士那個座位好像不好，

就被顛到跳起來，我才坐沒多久，就覺得好想吐，然後
就：“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然後就又坐
一坐，“哦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就坐到
下車趕快離開。我甚至有一次搭飛機要轉機，我還記得那
是2017年我來美國，那時候我們有兒童的禱告城牆建立，
我從美國先飛到桃園機場，再從桃園機場轉移坐一個飛機
坐到高雄機場，然後我就出來海關，然後通知同工我到
了，同工就過來，我已經事先放一個小行李給他，然後我
就出來交換行李，把我美國的行李跟他交換，我就再帶著
小行李再進去安檢，又去另外一個國家，光那一次一個星
期我就搭了7趟飛機。你想如果是我以前的生活、以前的體
質，我活得下去嗎？�
我小時候參加合唱比賽，然後我們是全國第一名這樣

子，所以我們代表出去韓國。那個只是兩個半小時的飛
機，我媽媽坐在旁邊，她看著我都快哭了，我從飛機在跑
道上跑開始，就已經吐了第一次。然後飛上去到韓國的路
上，我沒有停過吐，好不容易一個吐完了，然後過沒幾
秒，我又要吐了，我沒有停過吐，二十幾趟，吐了二十幾
袋，就這樣身體很弱、很弱。所以有時候我在想：“主
啊，如果禰沒有救我，我沒有認識禰，我真的不知道我現
在還活著嗎？我不知道我現在還能夠應付這麼多的事情
嗎？”真的知道神的恩典在我的身上，救贖了我。你知道
神祂一直在改變我們，神一直在改變我們，用祂豐富的愛
進到我們的裏面，豐富的大愛改變我們這個裏面的體質。�
有一次有一個姐妹就跟主耶穌說，她說：“主耶穌，

我覺得禰根本不愛我，我那麼忠心的服侍禰，我卻還是遭
到這樣的事情，環境還是這麼的，都沒有改變。主耶穌，
禰沒有愛我”。你知道當她這樣講完以後，她說裏面就一
句話：“不是我沒愛你，其實是你沒有愛我。”她忽然愣
住了！是的，神哪！我沒有愛禰，我常常愛自己更多，我
並沒有愛主。�
我總是凡事是以自己為主，凡事是以自己為主，我都

是自己可以了，我才做所有的服侍，而且我的眼睛永遠是



定睛在：主啊，禰有沒有改變我這個環境？主啊，禰有沒
有給我祝福？主啊，禰有沒有幫助我......我永遠是這
樣，我已經忘了。我太愛自己了，我幾乎沒有愛神，愛神
是少的。你知道當你更多的愛神的時候，你就會不一樣！
你發現裏面那個源源不絕的愛，源源不絕的愛，你就會跟
著神到田野去，我的良人來吧，我們一起往田野去，就一
直跟神良人去每一個地方，因為那個愛在你的裏面。�
你知道我們會不會有些時候包含夫妻跟孩子之間，甚

至於你在教會的服侍慢慢都變樣了。那你怎麼知道你變樣
了？就是知道你開始埋怨，你開始會很多的抱怨：“啊，
好累喲”，開始比較他有沒有做的比我多，為什麼我都要
做這麼多的事情？然後你開始會覺得好不值得，我到底還
要這樣服侍下去嗎？你知道嗎？你這樣的服侍就一直在進
入到大兒子的侍奉裏面。�
為神做的事是值得的！跟我說一次：為神做的事是值

得的！當你開始為了神，你就會發現你真的什麼都不一樣
了。所以，有一句話我在預備的時候我就想到這個經文，
“......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你知道一個初為
人婦的新婦呢，她不再是大小姐的生活，不再是自我中
心，乃是她開始轉變要以良人為中心。�
同樣夫妻之間，我們也要留意，我們有多久沒有約會

了？江牧師在資訊裏面跟我們提到，夫妻你真的要有一個
固定的約會，那個愛，那個愛。知道我有幾次，我看到夫
婦他們去約會回來，臉上的表情都不一樣，充滿了愛，充
滿了愛。�
有一次有兩個姐妹一起禱告。她們親近神的時候，神

就跟她們講，祂說：我到現在為什麼還沒有回來？不是我
不回來，而是跟隨我的人耽延我回來的日子。還記得上個
禮拜《彼得後書》3章9節講到什麼？”......其實不是耽
延，乃是寬容你們”。好，我最需要的就是你們被我的愛
充滿、成為愛的導管，把我的愛留給這個世上、世界的
人，以至於神國的能力，能夠彰顯在這個地上。如果每一
個跟隨我的人，這些被稱為基督徒的孩子，他們懂得為我
而活，讓我來活，而且活在我的裏面，讓我活在他們的裏
面，這個世界所有的人就會被我的愛吸引歸向我。�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人都還沒有信主，

這是因為許多的基督徒，不讓我活在他們裏面。這兩位姐
妹她們在親近神的時候，神跟她們這樣說。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真的是這樣，神最需要的就是我們一直的被神的愛充
滿，一直的被神的愛充滿，所以你願意讓神的愛更多的充
滿你，使你成為一個愛的導管，讓你可以常常的把愛流出
去。你願意嗎？我們真的很需要被神的愛充滿。我們接
著，江牧師有負擔想跟我們分享一些話。�



江牧師分享：�
謝謝利未牧師給我們很寶貴的分享！�
我們能夠愛，是因為神先愛我們。所以我們信主最主

要的，就是更多地明白神到底是怎麼愛我，愛到什麼樣的
地步？然後我更多去享受祂的愛，而因此充滿了感恩。感
恩祂的愛，以至於我們就會一直地想把這個愛流出去，這
就是每一個人信主，整個歷程就是神要一直讓我們明白祂
的愛，在祂的愛中越活過來，越長大起來，然後成為祂的
愛的導管去流出去。所以信主絕對不是為我個人的享受，
然後感覺真好，神真愛我。只停在這裏夠不夠？�不夠。�
神說沒有，我這麼愛你，就是要你成為我愛的導管，

因為整個世界都是孤兒，所以我要你們。你們享受了我的
愛，是我的兒子，真兒子。然後就成為我這個愛的導管去
流出去，這就是神的目的。好，所以《雅歌總結》這裏講
到愛的侍奉，今天利未帶我們看到第3章，那裏講到說什
麼，“……我要起來，尋找我心所愛的”為什麼？因為當
你一信主的歷程，就是要一直尋找這位我心所愛。因為我
心需要這個愛，所以我一直需要更明白，更吸收、更吃進
來祂的愛，那我就成為越來越滿足，而且越來越有極大的
度量可以去愛。�
你看利未，他又不是鐵金剛，他的身體有這麼多的弱

點。但是他被神愛到了，他被神愛到，所以他整個人就是
為神。神說什麼？好，我願意。你願意嗎？願意為我去愛
他嗎？願意。就這樣不顧他身體的不容易、經濟的不容
易，各方面都不在乎都不計較，就是這樣。這樣你就成為
很滿足神的心的愛人。神就是要我們這樣，你自己會品嘗
到神更多的愛，所以我也覺得神真的照顧他，把他照顧得
很好。�
他現在身體，現在50歲了，他真的如果不是一開始信

主，就這樣一直進入內在生活，他真的沒辦法活。他連吞
一顆藥都沒辦法吞，吞不進去一顆藥。你想想看他可以活
到50歲，連維他命都沒有辦法吃，他沒辦法吞藥。那神可
以這樣保守他，飛來飛去、飛來飛去。神在上上個禮拜會
後的追求，會後的追求，我就發現神忽然間降下一個渴慕
的靈，整場會後追求這樣渴慕的靈就這樣降下來。�
哇，我就知道神在這個教會祂開始要恢復古道，最重

要的核心就是渴慕神，所以祂先讓我們去嘗到祂多渴慕我
們。這是上個禮拜會後追求的時候，我們有一些人在前面
跪著，然後就看見講臺、整個講臺一顆好大的心。這個心
呢？是充滿著愛，比紅寶石不知道是紅多少倍的愛，是充
滿了像火山爆發的那個愛，熔漿，這樣傾倒在我們的當
中。神要我們全體的每一個家人知道說：“我愛你這麼



多！我愛你這麼多！一個這麼大的心，充滿了像岩漿的愛
火要這樣噴下來。”可是跪在這裏的我們一個代禱者，他
說他看到我們的地板是硬的，我們即使在前面追求的這些
人，應該是很愛主、要主，但是連跪在前面的心還是硬
的。�
因為跟神原創，祂所創造我們的心應該是跟祂一樣的

心，那麼柔軟，那麼充滿了那樣的愛火。祂現在要來恢
復，你興不興奮？�
祂要讓你活著，祂讓你活在地上的每一個人際關係，

無論你跟父母的關係，你服侍你的丈夫或者丈夫愛你，或
者你服侍你的兒女，你服侍公婆，你去公司上班，神要你
每一個這個場合、每一個關係都是一個愛。是祂所設計
的，祂所計畫的，讓你在這個關係中去把你的愛澆奠在神
的身上。�
可是我們這個人就是因為我們的老祖宗亞當吃了分別

善惡樹，所以我們就很習慣回到事情、責任、義務，所以
我們整個人心就越來越硬。可是神造我們不是這樣，神造
我們這個心是要一直享受祂的愛，享受祂的愛，享受祂的
愛。我們的心就是一直柔軟、又柔軟、又柔軟，被祂的愛
融化，然後我們就在每一個關係裏面去活出這樣的愛。�
這個愛使一個雇工、一個奴僕會變為兒子、真兒子，

這就是神拯救我們的道路，就是這樣。我們被拯救了、重
生了，但是我們就變成在家中又像大兒子，又像大兒子一
樣。我為你做這麼多的事，你從來都沒有給我一只山羊
羔，讓我跟我的朋友快樂。是不是？�
我是兒子，我是承受產業的，我所做的工不是在為老

爸做。我所做的每一個服侍，每一個耕種、養羊，這些產
業都屬於我的，我是繼承產業的兒子。但是我們就覺得我
為禰做，為禰做這麼多事，是不是？就是雇工嘛。�
雇工在乎的就是什麼？工價報酬，雇工在乎的是這

個。但是兒子在乎的就是：“爸爸，禰還要我為禰做什
麼？爸爸，我還能夠為禰做什麼？爸爸，這個家、這個家
園還有哪一些禰覺得應該耕種的，應該開發的？”是不
是？這是一個真兒子。他在經營他所承受的產業，這就是
真兒子。他就在耕耘當中，他也一直在承受產業。�
我們今天聽了這個愛的侍奉，我們怎麼回應？剛剛講

到《雅歌》第3章第2節，“我要起來尋找我心所愛的。”
所以“起來”是有動作對不對？我們今天講到愛的侍奉，
我怎麼去尋找我心所愛的呢？告訴大家一個大好消息，我
們下禮拜一開始，我們要恢復3天等候新郎的禁食。就是每
一個月的第一個禮拜一、二、三，這是我們過去經常做
的。但是曾幾何時我們已經漸漸地就淡忘了，淡忘了以後
就開始注意在好多的工作、責任、義務，就是這樣。�



神說：“我心所愛的，我要回來了，我不要你們再一
直低著頭做做做，我要你抬起頭來，我要你回到裏面來尋
找，我就是你心所愛的，是你這一生最重要的，是你一切
能力的來源，愛的動力。”神要把這個火山般的愛火燒在
我們的裏面，以至於讓我們可以這樣做，你不會疲累。�
就像利未，不管人家沒有給他熱水澡，這麼冷的天氣

只有冷水澡。沒有給他毯子，就是睡在一個這樣子的地
方，用自己的衣服拉緊睡覺。這樣的服侍，來回車程的奔
波，連飛機票都還要自己再掏錢去補貼，還願不願意去？
願意。還願不願意去？願意。�
神要你成為一個這麼從祂得到滿足、得著愛的報酬，

而你的生命那麼豐富，可以一直地給、一直地給，你不會
計較，那個才是真實的富足。是不是？就是真實的富足。
不是為工價，不是為報酬，而是因為愛，因為良人的愛。
所以我們下個禮拜，家人們因為日子會越來越多地震蕩，
越來越多地不容易，你去看看，我不在這裏多講。歐洲已
經開始了，電費漲了40%，很多餐廳已經經營不起了都關
掉，關掉了。不止歐洲，很多國家都進入很不容易、很不
容易的，美國那就很需要教會興起，求神翻轉教會、翻轉
國家，我們才會有比較好一點的日子過。�
但是神最重要的是祂要來了，祂不是迎娶那些孩童，

祂不是迎娶那些像孩童一樣的新婦，祂要迎娶成熟的新
婦。祂也不是來迎娶怨婦，祂不是要來迎娶工人，祂要迎
娶新婦。所以神祂上上禮拜是把愛的靈先澆灌下來，但是
我不知道有幾個人去注意到。我知道我問了我們的同工，
我們有一些同工都有感受到。然後上個禮拜，祂是整個在
臺上大家還跪在那的時候，祂就顯：“我愛你們，我的心
是這樣給你們看，這樣充滿了愛的烈焰，充滿了愛的烈
焰。我要給你，你要不要？”�
我們禮拜一我們很有福，整個教會一起行動，禮拜一

到三我們一起的禁食禱告。就是你省掉你吃飯的時間，那
段時間你如果上班，中午的時間你可以躲到車子裏去，去
那跟神講：“我心所愛的來吧，我不吃不喝就是要尋找
禰。”你如果是在家裏，你可以一家人就在那個地方，不
必煮飯了，不必買菜的，三天不必買菜，大家都很高興。
來，我要吃喝禰的愛情，我要吃喝禰的愛情，這是我末世
最需要的，我最需要的。�
好讓我末世可以這麼富足，在禰的愛裏這樣的滿足，

而不要做一個這麼可哥憐憐，祈求人家給我一點報酬。在
這個震盪的日子隨時驚嚇、隨時害怕，神不要我們這樣，
神會讓我們成為這樣滿足的一個新婦，變成一個自動自
發：“我的良人來吧，來吧，你我一同往田間去”整個世
界都是我們的禾場，都是我們的禾場，有這麼多人的需



要。�
我們來看看這個葡萄發芽開花沒有？石榴放蕊沒有？

雖然這麼忙，可是主啊，我還是滿了愛情要澆奠在禰的身
上。�
我有忙著要收割，忙著要栽種，但是神我就是想愛

禰，我在收割、我在栽種，我都在把愛澆奠在禰的身上。
這時候你不會再覺得你是黃臉婆，整天就是煮飯煮飯，你
也不會覺得我是可憐的工人，整天就像勞工一樣，一直賺
錢給你們吃喝，你都不會。你是在愛裏面做的，你就會有
一個愛的滿足，神要讓祂的新婦這麼美麗。�
好吧？來吧，我們一起來尋找我心所愛的，那是要一

個起來、起來的一個動作。�
主，我願意餓肚子，我就是要尋找我心所愛的，讓我

們的新郎祂的心極深地滿足，好吧？來吧，你要的可以來
前面，你可以回應神：“神啊，我要，我要讓我裏面真的
是起初的愛火燒進我的裏面，燒進我的裏面。讓我對禰的
愛是那麼有反應，給我力量、給我恩典，我們整個教會要
回應禰對我們的渴慕，禰把禰對我們的渴、禰對我們的愛
已經向我們彰顯了，主我們也要來回應給禰，我們整個教
會都一起要來愛禰，我們寧可不吃，我們就是要來愛
禰。”�
如果青少年、青年你可以要禁，你可以禁你的網路遊

戲，你可以禁這個都可以。我知道我們上次40天的禁食，
40天的禁食很多胃潰瘍的反而好了，胃潰瘍的反而好了，
胃病的反而好了。所以這三天的等候新郎的禁食，你要知
道你不是空空餓肚子，你是說：“新郎，來吧，我要吃喝
禰的愛情。”我覺得讓神的心為我們全教會的新婦對祂愛
的回應而融化，很多的神跡奇事會更大地彰顯在我們整個
的教會。�
我們就用這一首詩歌來，我們來跟神回應。你跟神

說：“神啊，真的讓我裏面有一個渴慕禰的心。耶穌，我
愛禰。耶穌，我愛禰。”你要跟我一起說：“耶穌，我愛
禰，耶穌，我愛禰！”�


